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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KnowledgeGraphEmbeddingwithEntity
DescriptionsBasedonLSTMNetworks

CHEN Wen rui,HONGDong pao,QIUQun hai,ZHENGChao
ChinaAcademyofLaunchVehicleTechnogy

　　Abstract　Knowledgeinferenceandknowledgepredictioniswidelyusedintheintelligentfault
diagnosisthatisveryimportanttotheproductsafetyMostlearningknowledgegraphembeddingmethods
representsentitiesandrelationsonlywithfacttriplesofKnowledgeGraphs (KGs)throughtranslating
embeddingmodelswithoutintegratingtherichsemanticinformationinentitydescriptionsHowever,

entitydescription basedmethodDKRLonlytakeshighfrequencywordsofentitydescriptionsasinput
dataintrainingusingCNNencodermodel,whichlossthewordorderfeatureinentitydescriptionsandthe
relevanceincontextInthispaper,weproposeanovellearningknowledgegraphembeddingmethodwith
entitydescriptionsnamedasLearningKnowledgeGraphEmbeddingwithEntityDescriptionsbasedon
LSTM Networks (KGDL),which canintegrate word orderfeatures ofeach sentencein entity
descriptionsandthesemanticinformationinfacttriplesofKGs,toenrichthesemanticrepresentationsof
KGsforpromotingknowledgeacquisitionandinferenceMorespecifically,weexploreLSTM encoder
modeltoencodeallsemanticinformationofentitydescriptionsbasedoneachsentencewithoutlosingthe
independentfeature ofeach sentence and the semantic associations between sentences ofentities
descriptions,thenencodethesesentenceembeddingsintotheentitydescriptionsembeddings,andfurther
learnknowledgegraphembeddingsfromfacttripleswithentitydescriptionsembeddingsTheexperiment
resultsshowthatKGDLgetsbetterperformancethanstateoftheartmethodDKRL,intermsofmean
rankvalueandHITS＠K withhighlyaccurate,fastandrobustMoreover,KGDLbasedontwo steps
relationalpathofKGswithentitydescriptionshaspromisingabilitiesforrelationpredictionandentity
prediction,whichgetsbetterperformancethanstateoftheartmethodPath basedTransEinknowledge
inference．

Keywords　Knowledgegraph;Representationlearning;Knowledgeinference;Intelligentfaultdiagnosis

０　Introduction

Recently,KnowledgeGraphs (KGs)attractincreasingattentionsandarebeingwidelyusedinAI

relatedapplications,such asintelligentfault diagnosis,question answering,semantic search and
knowledgereasoning[１]Knowledgeinferenceis widelyusedintheintelligentfaultdiagnosisthatis
importanttotheproductsafetyAtypicalKnowledgeGraphusuallyrepresentsknowledgeasfacttriples
(headentity,relation,tailentity),whichisalsodenotedas (h,r,t)[２]Typically,aknowledgegraph
encodesstructuredinformationofmillionsofentitiesandbillionsofrelationalfactsButitisstillfarfrom
completeness[３]TohelpcapturethesemanticshiddeninKGs,alotofresearcheffortshavebeendevoted
toKGembeddingItskeyideaistorepresentelements,suchasentitiesandrelations,inKGsa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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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alvectors (calledembeddings)whilepreservingtheinherentKGsemantics[１]Theembeddings
inlatentspacecansignificantlypromoteknowledgeacquisitionandinference[４]．

EntityDescription basedmodelDKRL[２]integratesthesemanticinformationofentitydescriptions
andtriplestructureofKGs,whichstilllossthesemanticinformationofwordorderfeaturesineach
sentenceofentitydescriptionsandtherelevanceincontextbecauseitonlyusesthetopN highfrequency
keywordsintrainingbyCNNencodermodelwithouttakingthewordorderfeaturesineachsentenceof
entitydescriptionsintoconsiderationToaddressthisproblem,weproposeanovellearningknowledge

graphembeddingmethodnamedasLearningKnowledgeGraphEmbeddingwithEntityDescriptionsbased
onLSTM Networks (KGDL),todecreasethosesemanticinformationlossesofentitydescriptionsby
takingthecompleteentitydescriptionsasinputdataandcapturethewordorderfeaturesineachsentence
ofentitydescriptionsintotheentitiesembeddingsandrelationembeddings．

Overall,weuse LSTM modelto encodethe word orderfeaturesin each sentence ofentity
descriptions,thenjointTransEmodelandLSTM modeltoencodethosesentencesembeddingsofentity
descriptionsandfacttriplestructuresofKGsintoentitydescriptionsembeddingsItcantakeadvantageof
thewordorderfeaturesineachsentenceofentitydescriptionsandavoidlosingthecontextassociationsof
entitydescriptionsForfacttriplesofKGs,wefollowtypicaltranslatingembeddingmethodsTransE[６]

andPTransE[１２]Serialtrainthesemodelsbysettingweightstogetthejointembeddings．

１　Relatedwork

１１　Translation BasedEmbeddingMethod

TransE[６]modelistheearliestproposedTranslation BasedEmbeddingalgorithmin２０１３,which

performswellformodelingthetypeof１ to １semanticrelationsIttakestherelationsasthetranslating
operationsfromtheseheadentitiestotailentitiesoncontinuouslowdimensionalvectorspaceThescore
functionofTransEis‖h＋r－t‖１or‖h＋r－t‖２

２Fig１showsanexamplethatTransEmodelprojects
thefacttriple (Michael_Jackson,publish_song,Breaking_ News)intothesamesemanticvectorspace
withperformingtheadditiveprocess．

Presently,therewasalotofTranslation BasedEmbedding methodshavingbeenproposedto
learningdistributed knowledgerepresentationsfor N to １and N to N typesofsemantic
relationsSimilar researches include TransH[８], TransR[８], TransD[９], TransG[１０], TransM[１１],

CTransR[１２]andPTransE[１２]．

Fig１　Anexampleofthefacttriple (Michael_Jackson,publish_song,Breaking_ News)inthesamesemanticvectorspace

１２　Translation BasedEmbeddingMethod

PTransEmodelusestherelationalpathoftwoentitiesofKGstodigouttheindirectrelation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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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thetwoentities,andperformswellforrelationpredictionandknowledgereasoninginthelow
dimensionalvectorspaceItshowsthattherelationalpathofKGscontainsrichsemanticinformation．

Fig２showstheexamplethatusesthetriple (MichaelJackson,bornin,Indiana)andthetriple
(Indiana,locatedin,America)toreasonthenewrelationnamednationalityoutbetweentheheadentity
namedMichaelJacksonandthetailentityAmerica．

Atpresent,thereisnoresearchworktoaddthesemanticinformationofentitydescriptionsintothe
two stepsrelationalpath basedknowledgereasoningmethodinlowdimensionalvectorspace．

Fig２　Anexampleofthetwo stepsrelationalpathinKGs

１３　EntityDescription BasedEmbeddingMethod

TheDKRL[２]algorithmproposedin２０１６canautomaticallylearnembeddingsofentitiesandrelations
from KGs withentitydescriptionsTheembeddingslearningfrom DKRL havestrongerabilitiesof
semanticrepresentationanddiscriminationwhichcaneffectivelyrelievethesparseproblemoftheKGs,

andmorebeneficialtopromotethecompletionofKGsFig３showstheentityembeddingandrelation
embeddingofthetriple (Michael_Jackson,publish_song,Breaking_ News)withentitydescriptions
inthesamesemanticvectorspace．

Fig３　Theentityembeddingandrelationembeddingofthetriple (Michael_Jackson,publish_song,Breaking_ News)

withdescriptions

２　Learning KnowledgeGraphEmbeddingwith EntityDescriptions
basedonLSTMNetworks(KGDL)

Howtoautomaticallylearnentitiesembeddingsandrelationsembeddingsfrom KGswithentities

descriptions,andhowtoencodewordorderfeaturesineachsentenceofentitydescriptionsarethecore

problemsinthispaperLearningKnowledgeGraphEmbeddingwithEntityDescriptionsbasedonLSTM
Networks (KGDL)algorithmproposedinthispaperintegratesthesemanticinformationofword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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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ineachsentenceofentitydescriptionsandfacttriplestogetherInthefollowingsubsections,the
motivationofKGDL,theLSTM encodermodel,theoverallarchitectofKGDL,anditstrainingare

presentedindetails．

２１　Motivation

TheDKRL[２] algorithm usesCNN and TransE serialtraining,whichonlyselectstopN high
frequencywordsoftheentitydescriptionandencodethesekeywordsusing Word２Vec modelasthe
inputBecausetheDKRLmodelonlytakestopNhighfrequencykeywordsofentitydescriptionsasinput,

whichhasseriouslysemanticinformationlosswiththewordorderfeatureineachsentenceofentity
descriptionsandtherelevanceincontext．

Toimprovethat,we propose an approach which encode allsemanticinformation ofentity
descriptionsandthewordorderfeaturesineachsentenceofentitydescriptionswithoutlosingtheword
orderfeaturesineachsentenceofentitydescriptionsandthesemanticassociationsbetweensentencesof
entity description,and further learn knowledge graph embedding from fact triples with entity
descriptionsWeuseLSTM modeltolearnsentenceembeddings,andfurtherencodethesesentence
embeddingswithfacttriplesintoentitydescriptionembeddingsIngeneral,weuseLSTMandtranslating
embeddingmodeltogetherintrainingtogetjointentitiesvectorsandrelationvectorsofKGs,which
includebothfacttriplessemanticinformationandincludethecompletesemanticinformationwithword
orderfeaturesineachsentenceofentitydescriptions．

２２　LSTMEncoder

LSTM (LongShortTerm Memory)[１３]algorithm basedonthememorycellsandgateunitscan
effectivelyusecontextualinformationinremotedistancebyadditiveupdatesapproachthathaveneverbeen
solvedbypreviousRNN (RecurrentNeuralNetworks)[１４]algorithmInthissubsection,weintroduce
LSTM modeltoovercometheshortcomingsoftheRNN model．

RNN modelissuitablefordealingwithsequentialdata,includingsentencesinnaturallanguages
regardedasthesequencesofwordsThebasicstructureofRNN modelisshownintheFig４．

Fig４　ThebasicstructureofRNN model

Fig４showsthebasicstructureofRNN modelxistheinputwordvector,wistheweightofeach
layer,histheoutputvalueofthehiddenlayer,yistheoutputvaluecorrespondingtotheinputofword
vectorxateverymoment,tisusedtodescribethesequenceoftimeseries．

Ateachmoment,RNN modeliscalculatingasfollows
ht＝tanh(w１ht－１＋w２x１)

ŷt＝softmax(w３ht){ (１)

InthetrainingofRNNmodel,thegradientmovesforwardovertime,whichisshownasthicklin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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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ig４．
ThisapproachiscalledBPTT (BackPropagationThroughTime)[１５],thatis,backpropagationon

thetimedimensionAssumethatthelengthofsequenceisT ,thescorefunctionforarbitraryparameterw
isthesumofthegradientatalltimesasfollows

ƏE
Əw ＝∑

T

t＝１

ƏEt

Əw
(２)

Accordingtothechainrule,thecumulativegradientoftimekfrom１totisshownasfollows
ƏEt

Əw ＝∑
t

k＝１

ƏEt

Əyt

Əyt

Əht

Əht

Əhk

Əhk

Əw
(３)

Byderivation,wecanget
Əht

Əhk
＝∏

t

j＝k＋１

Əhj

Əhj＝１
＝∏

t

j＝k＋１w
１diag[tanh′()] (４)

Whenk＝t－１,wecangetasfollowsThereexistsy≤ ‖diag[tanh′()]‖andλ１isthemaximum

singularvalueofw１infollowingformula
Əht

Əht－１
≤y w１ ≤yλ１ (５)

Andthenwecandeduce
Əht

Əhk
≤ (yλ１)t－k →０,ifλ１ ＜

１
y

(６)

Whenyλ１,astheincreasingoft－k,theformula (６)willsoonbecloseto０Combinedtheformula
(３),wecangetthatthegradientiscloseto０whenbackpropagationattimekThemainreasonofthe

gradientdisappearanceiscalculationofthehiddencycliclayerht＝tanh(w１ht－１＋w２xt)Therefore,RNN
modelcanttakeadvantageofthecontextualinformationinremotedistancebecauseofthedisappearanceof
the gradient over long distancesAdditive updates approach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gradient
disappearanceIfwemakethehiddencycliclayeras

ut＝tanh(w１ht－１＋w２xt)

ht＝ht－１＋ut
{ (７)

Thatisequaltoaddalinkfromht－１toht withoutanylossofinformationWecanget:

Əht

Əht－１
＝１＋

Əut

Əht－１
≥１ (８)

Inthisway,itwonthappenyλ１ andavoidthedisappearanceofgradientLSTMisbasedonthis
additiveupdatesapproachThedifferenceisthatLSTMusesgatemechanismtomakelinearinterpolation
forht－１andutas

ht＝ft☉ht－１＋it☉ut (９)

Thecalculationofhiddenlayerattimetisshownfromtheformula (１０)toformula (１４)．

ftisforgetgateanditisinputgate,whichcontroltheweightsofht－１andutTheircalculationsare
allsigmoidfunction,buttheweightsofftanditisdifferentas

ft＝σ(wfxt＋Ufht－１) (１０)

it＝σ(wixt＋Uiht－１) (１１)

LSTM modelalsohasaoutputgateotandamemorycellctattimetas

ot＝σ(w０xt＋U０ht－１) (１２)

ct＝ft☉ct－１＋it☉ut (１３)

Finally,wecangeth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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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ot☉tanh(ct) (１４)

２３　KGDLAlgorithm

Inthissection,wefirstintroduceourmodelKGDL (LearningKnowledgeGraphEmbeddingwith
EntityDescriptionsbasedon LSTM Networks)anddiscussthedetailsFurthermore,welistsome
notations:allthesymbolicofhandtindicatetheheadentityandtailentityrespectivelyhtripleandttripleis
theembeddingoftheentityfromfacttripleshdescriptionlstm andtdescriptionlstmisthesemanticvectorgenerated
fromentitiesdescriptionsanddisthedimensionofembedding．

KGDLmodeldescription．
Forthepurposeofjointingthefacttriplesandentitydescriptions,KGDLattemptsto makethe

outputembeddingsincludeallsentencessemanticinformation withthe wordorderfeaturesineach
sentenceoftextualentitydescriptionsandfacttriplesTheinputofKGDLisentitydescriptionsandfact
triplesinKGsWeadopttheTransE modelandPtransE modelwithLSTM model,andserialtrainthe
triplesandentitydescriptionsMoreconcretely,weadoptTransEmodelandPTransEmodelfortraining
thefacttriplesanduseLSTM modelfortrainingtheentitydescriptionsofKGsWedefinetheenergy
functionEofKGDL (TransE)as

E＝Etriple＋Edescriptionlstm (１５)

whereEtripleistheenergyfunctionsoffacttriples,whichisequalto ‖htriple ＋r －ttriple‖２
２ and

Edescriptionlstmistheenergyfunctionsoffacttripleswithentitydescriptions．
DefinethescorefunctionG(h,r,t)ofKGDL (PTransE)as

G(h,r,t)＝E(h,r,t)＋E(h,p,t)＋Edescriptionlstm (１６)

E(h,r,t)＝‖h＋r－t‖ (１７)

E(h,p,t)＝∑
１

z
R(p|h,t)E(h,p,t) (１８)

whereE(h,r,t)isequaltotheEtripleasformula (１７)E(h,p,t)isthemeanvalueofenergy
functioncomposedofpathvectorsfortripleswhichbasedonpathprobabilityInformationasweightsThe
energyfunctionisthe distancefrom the head entity vector plusthe path vectorp to thetail
entityR(p│h,t)referstothereliabilityweightofthegivenheadentitytothepath(r,t),whichis
calculatedbyPCRAzisthenormalizedparameterThispaperproposedajointvectorvJin KGDL
algorithmdefinedas

vJ＝etriple＋θedescriptionlstm (１９)

whereθistheweightsofcombiningtwomodels,etriplerepresententitiesvectorsoffacttriples,which
areobtainedfrom TransE modelorPTransE modelandedescriptionlstm represententitiesvectorsinentities
descriptions,whichareobtainedfromLSTM modelTheoverallarchitectureofKGDLalgorithmisshown
inFig５．

Fig５　TheframeworkoftheKGDL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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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DLmodeltraining．
ThetrainingsetcontainstheentitiesdescriptionsandfacttriplesFirstinitializetriplestructure

basedentitiesvectorsandrelationvectorsandentitydescription basedentitiesvectorsbyXavierinitialize
methodtoensurethatthedataare mutualindependentandthedistributionofdataisroughlythe
sameThen,usestochasticgradientdescent (minibatch)approachandadoptnegativesamplingmethod
toconstructthetrainingsamples,theentitiesvectorsareobtainedfromthe KGDL modelInserial
training,calculateeachlossfunctionvaluesL

L＝ ∑∑
(h,l,t)∈S(h′,l′,t′)∈S′(h,l,t)

[γ＋d(h＋r,t)－d(h′＋r,t′)]＋ (２０)

WeupdateentitiesvectorsandrelationsvectorstowardtheLvaluedecreasingdirection,whereγisa
marginparameterd(h＋r,t)isthedissimilarityfunctionbetweenh＋randt,whichisL１ normSis
thecorrecttriplessetandS′includescorrecttriplesandtheincorrecttripleswhichareconstructedbythe
strategy:iftherightentitymatchesthenumberofheadentitiesismorethantheleftentitymatchesthe
numberoftailentitiesthenfirsttrainthetriplesbyreplacingthesetailentitiestowrongentitiesinKGs
(h′:wrongheadentity,t′:wrongtailentity)Thenumberofrunningtimesis１５００,andthealgorithm
stopswhentheresultisconvergence．

ThetimeperformanceofKGDLalgorithmisO(nentityk ＋nrelationk ＋ndescriptionlstmk),wherekisthe
dimensionofvectorrepresentationandnentity,nrelation,ndescriptionlstmarethenumberofentities,relationsand
entitiesdescriptions．

３　Experiment

３１　Datasets

SimilartoDKRL,weadoptFB１５K,adatasetextractedfromatypicallarge scaleKGsFreebase,

toevaluatetheKGSLmodelonknowledgegraphcompletion[２]TheFB１５Kconsistsof１４９０４entitiesand
１３４５relationships,andatotalof１４９０４entitydescriptionscorrespondtoeachentityThetrainingsetof
FB１５Kconsistsof４８３１４２triples,thetestsethas５９０７１triples,andthevalidationsethas５００００
triplesThedatasetislistedinTable１,where ＃Train,＃ validand ＃ Testrefertothenumberof
triplesintrainingsets,validationsetsandtestsetsrespectively

Table１　Statisticsofdataset

Dataset ＃Rel ＃Ent ＃Train ＃Valid ＃Test

FB１５K １３４５ １４９０４ ４８３１４２ ５００００ ５９０７１

３２　EvaluationProtocol

Wetaketheentitypredictionandrelationpredictionofknowledgegraphcompletiontasktoevaluate
KGDLalgorithmonFB１５KTheaccuracyofpredictingentitiesorrelationsintheknowledgegraphreflects
theabilitiesofdistinguishandexpressofknowledgegraphembeddingthatisveryimportantforthe
knowledgegraphcompletionWeuse MeanRankand HITS＠Kasthedirectevaluation measuresof
knowledgepredictionwhichareintroducedasfollowsCalculatethelossfunctionvaluesoftheleftorright
entitiesinthetestsetwithalltheentitiesintheentitydictionary,usuallyusingL１orL２distanceThe
lossfunctionvalueissmallermeanstheprobabilitythattheentityintheentitydictionarymatchesthe
rightorleftentityformthecorrecttripleisgreaterThensortthelossfunctionvaluefromsmalltolarge,

９



andgettherankingofthecorrecttriplesknowninthetestset．
Figureouttheaveragerankingofallentitiesinthetestsetofthelossfunctionvaluerank,recorded

as Mean RankInthis way,wecangeteachpredictedentityrankingforobtainingthe meanrank
valueAdoptthesimilarprocessasabovetocalculatethetopKproportionofpredictentitiesorrelations
regardedasHITS＠K,ifthepredictentityorrelationisthecorrectoneintopK oftheranking,we
accumulatecountingoneRawisauniffilebasedontheoriginaltextdata,andFilterisabernfiles
filteringout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testsetandtheverificationsetintheoriginaltextdatawhich
improvedthepurityoftriplesintestsets．

３３　ParameterSetting

WeimplementTransEmodel,PTransEmodel,LSTM modelforcomparisonWetrainthosemodels
withentityandrelationdimensionnin{５０,８０,１００,１５０}FollowingTransE model,weuseafixed
learningrateλamong{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２},andmarginγamong{１０,１５,２０,１０}Forthe
LSTMEncoder,weuseLSTM modeltocalculateeachsentencevectorinentitydescriptionsandconnect
thosesentencevectorsintoentitydescriptionvectorbyaveragingWetrydifferentdimensionofentity
descriptionembeddingamong{５０,８０,１００,１５０},Jointparameter {０００５,０１,０２,０５},epoch
times{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５００},minibatch＝１００．

３４　Results

ComparingtheKGDLalgorithmproposedinthispaperwiththeDKRLmodelinentitypredictiontask
ontheFB１５K,TheresultsofentitypredictionareinTable２TheMeanRankvalueislowerandthe
HITS＠１０ishigherindicatingthebetterperformance

Table２　ExperimentresultinentitypredictiononFB１５K

Metric
MeanRank HITS＠１０

Raw Filter Raw Filter

DKRL (CBOW) ２３６ １５１ ３８３ ５１８

DKRL (CNN) ２００ １１３ ４４３ ５７６

KGDL (LSTM) ２１２ １０６ ４８３ ７５６

KGDLalgorithmsignificantlyoutperformsDKRL (CBOW)in HITS＠１０andoutperformsmean
rankonentityprediction,andKGDLslightlylowerthanDKRL (CNN)inmeanrankbutmuchbetter
thanDKRL (CNN)andDKRL (CBOW)inHITS＠１０onentitypredictionComparingthetwo steps
relationalpathbasedKGDLalgorithmproposedinthispaperwiththePTransEmodelwhichdoesnttake
advantageoftheentitydescriptioninformationinrelationpredictiontaskontheFB１５K,Theresultsof
relationpredictionareinTable２andtheresultsofentitypredictionareinTable４andTable５TheMean
RankvalueislowerandtheHITS＠１ishigherindicatingthebetterperformance

TheexperimentalresultsofKGDLalgorithm withdifferentK valuesin HITS＠Kareshownas
Fig６Table３showsthatastheKvaluebecomehigherandthevalueofHITS＠Kisalsohigher,that
indicatesthattheKGDLalgorithmisveryrobustindifferentK valuesofHITS＠KInaddition,the
runningtimeofKGDLalgorithmislessthanDKRLalgorithminthesametraininginstancewhichis
shownasFig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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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６　ExperimentresultinentitypredictiononFB１５KwithdifferentKvaluesofHITS＠K

Table３　ExperimentresultinentitypredictiononFB１５KwithdifferentKvaluesofHITS＠K

HITS＠K (％) HITS＠K (Raw) HITS＠K (Filter)

K ＝１ １３６ ２８４

K ＝３ ２６９ ５７３

K ＝５ ３４７ ５７４

K ＝７ ４３１ ６２０

K ＝１０ ４８３ ７５６

K ＝１５ ５６４ ７７３

K ＝２０ ６０９ ７８２

Fig７　ThetrainningtimeoftheKGDLandDKRLalgorithms

Table４　ExperimentresultinrelationpredictiononFB１５K

Metric
MeanRank HITS＠１０

Raw Filter Raw Filter

PTransE (ADD,２ STEP) ２０ １６ ６９７ ８９０

PTransE (MUL,２ STEP) ２５ ２０ ６６３ ８９０

PTransE (RNN,２ STEP) １９ １４ ６８３ ９３２

DKRL (ADD,２ STEP) ２０ １７ ６８７ ８９０

DKRL (MUL,２ STEP) ２２ ２０ ６６４ ８９２

DKRL (RNN,２ STEP) ２１ １７ ６６３ ９３０

KGDL (ADD,２ STEP) ２０ １５ ６７８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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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ued

Metric
MeanRank HITS＠１０

Raw Filter Raw Filter

KGDL (MUL,２ STEP) ２０ １５ ６８０ ９２０

KGDL (RNN,２ STEP) ２１ １３ ６８５ ９４０

Table５　ExperimentresultinentitypredictiononFB１５K

Metric
MeanRank HITS＠１

Raw Filter Raw Filter

PTransE (ADD,２ STEP) ２００ ５４ ３２７ ３５９

PTransE (MUL,２ STEP) ２１６ ６７ ３４０ ３９２

PTransE (RNN,２ STEP) ２４３ ９２ ３１２ ３４８

DKRL (ADD,２ STEP) ２１４ ５８ ３１０ ３５２

DKRL (MUL,２ STEP) ２０７ ６４ ３４２ ３９４

DKRL (RNN,２ STEP) ２１１ ９１ ３３２ ３５２

KGDL (ADD,２ STEP) １７３ ５２ ３５２ ３９４

KGDL (MUL,２ STEP) １６８ ６８ ３７７ ４１８

KGDL (RNN,２ STEP) １９７ ９２ ３４５ ３７４

TheMeanRankvalueoftwo stepsrelationalpath basedKGDLalgorithminrelationpredictionor
entitypredictionissignificantlyhigherthan withoutaddingentitydescriptioninformationalgorithm
PTransEItisprovedthatthetwo stepsrelationalpath basedknowledgepredictionalgorithm with
entitydescriptionsismoreaccuratethanwithoutaddingentitydescriptionlearningknowledgeembedding
algorithmTheprobabilityoftwo steprelationalpath basedKGDLalgorithmsuccessfullypredicting
newentitythatisabout０４．

Theresultsshowthatthetextualinformationinentitiesdescriptionswhichhavebeensuccessfully
encodedbyKGDLalgorithmSimplyusingthefacttriples basedrepresentationmightfailcapturethe
detailfeaturesoftriples withentitiesdescriptionsin KGsKGDLalgorithm notonlycanobtainthe
knowledgegraphembeddingautomaticallyfromtripleswithentitydescriptionsofKGs,butalsocould
includethewordorderfeaturesinformationineachsentenceoftextualentitiesdescriptionswithoutlosing
theassociationsbetweensentencesofentitydescriptionsKGDLalgorithmcansignificantlyenhancethe
distinguishabilityandsemanticrepresentationabilityofknowledgegraphembeddings,thatisvery
importantfortheknowledgegraphcompletionandknowledgeinferenceMostimportantofall,knowledge
inferenceandknowledgepredictionarewidelyusedintheintelligentfaultdiagnosisthatisveryimportant
totheproductsafety．

４　ConclusionandFutureWork

WeproposetheKGDL (LearningKnowledgeGraphEmbeddingwithEntityDescriptionsbasedon
LSTM Networks)algorithmtorepresentKnowledgeGraphswithentitydescriptionsWeexploreLSTM
encodertoextractthewordorderinformationandthesemanticinformationofentitydescriptionbasedon
sentencegranularitywithoutlosingtheindependentpropertyofeachsentenceandthesemanticassociations
betweensentencesofentitydescriptionsIntheexperiments,weevaluateourmodelonentityprediction
taskandrelationpredictiontaskforknowledgegraphcompletionExperimentalresultsindicatetha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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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DLalgorithmachievesbetterperformancethanthe state of the artDKRLinentitypredictiontask
andtwo stepsrelationalpath basedKGDLalgorithmalsoachievesbetterperformancethanPTransEin
relationpredictionandentitypredictiontasks,whichshowstheKGDLalgorithmcannotonlylearnthe
knowledgegraphembeddingautomaticallyfromtripleswithentitiesdescriptionsofKGs,butalsocould
includethewordorderinformationofeachsentenceintextualdescriptionsofentitieswithoutlosingthe
relevanceincontextTheKGDLalgorithm enrichthesemanticinformationofKnowledgeGraphsand
enhancethedistinguishabilityofknowledgegraphembedding,whichcanbeusedinknowledgegraph
compl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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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知识融合驱动的多源
异构信息智能分析技术研究

陈文瑞　洪东跑　裘群海　郑　超　魏天航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摘　要　在大数据时代,通过互联网搜集挖掘大数据信息,已成为数据分析的重要手段.传统信息

获取方法是一种被动式的信息抽取方法,只适用于单一数据来源,难以适应大数据环境下信息的海量、

多源、异构等特点.本文探索研究一种大数据与知识融合驱动的多源异构信息智能处理及分析技术,通

过融合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信息,采用大数据驱动与知识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主动地从海量多源异

构的数据中自动提取所需的信息,有效提升信息获取效率及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对于提高信息抽取的智

能化程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大数据驱动;知识指导;智能信息处理;数据分析

０　引　言

信息高效获取一直是重大决策的科学依据.在大数据时代,通过互联网搜集挖掘大数据信息,已成

为数据分析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信息采集、存储和管理以及分析方法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传统信息获取方法是一种被动式的信息抽取方法,只适用于单一数据来源,难以适应大数据环境下信息

的海量、多源、异构等特点.如何从多源异构的海量数据中快速、自动地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成为决

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
本文探索研究一种大数据与知识融合驱动的多源异构信息智能分析技术,通过融合结构化和非结构

化的数据信息,采用大数据驱动与知识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主动地从海量多源异构的数据中自动提取所

需的信息,在实体自动分类和关系自动抽取两个具体方面进行应用分析,有效提升信息获取的效率,降

低噪声信息的影响,对于提高信息分析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　基于结构化数据的实体层次化自动分类技术

实体分类方法往往将实体分类问题建模成一个多标记分类 (Multi LabelClassification)问题.每个

标记类代表一个概念,一个实体可以属于多个概念.对于结构化数据,输入为一个实体的一组特征,输

出为该实体的所有概念标记.目前主要采用监督学习方法,包括决策树、支持向量机、最大熵模型等.

这类方法需要大量的训练样本,即已分类的实体.监督学习方法本质上是利用训练集建立起实体的特征

到概念集合之间的映射.

考虑到概念之间的层次结构,本文提出层次化的实体分类方法.具体来说,首先为每一个概念 (根
节点除外)建立一个分类器,然后按照树的结构,自顶向下依次推断实体的所属概念.

为了给每个概念建立一个分类器,最重要的是定义每个分类器的正负例样本.正例样本的选择策略

为只要属于这个概念的实体都是分类器的正例.传统的负例选择策略涵盖选择所有不属于该概念的实体,
以及只选择属于兄弟概念的实体.这两种方法都有缺陷,前者将概念当作独立的概念,未考虑到概念之

间的子类关系,引入了过多无用的样例,如判断一个实体是否属于概念 “航天”,用属于概念 “人物”的

４１



实体作为负例.而后者考虑了概念之间的子类关系,却忽略了如果一个实体属于某一概念,它也有可能

不属于这一概念的任一子概念的情况,基于此提出了新的负例选择方案,即选择那些属于该概念的父概

念却不属于该概念的实体作为负例.这样既不会引入过多无用的样例,也不会漏掉一些重要的样例.
训练好分类器后,需要对实体进行分类.本文提出一个自顶向下的多标签层次分类策略来对实体进

行分类.对于一个实体e及实体e的文本 De,分类流程如算法１所示:实体默认是属于根节点概念的,
首先判断该实体是否属于根节点概念的子概念,如果属于,再判断是否是这个概念的子概念,如果不属

于,则不再判断这个子概念的所有子孙概念.依此类推,直到判断完所有概念为止.
层次化实体分类算法过程如下所示:

算法１:层次化实体分类算法

输入:实体e、训练好的各分类器 M、概念集合C以及每个概念c∈C的子概念集合child (c)
输出:实体e的所属概念集合C (e)

１初始化一个空的队列 Q (e),并将树的根节点概念加入列队.

２while队列 Q (e)非空do
３　从队列 Q (e)中取出一个概念c
４　if子概念child (c)不为空then
５　　for每个子概念child (c)do
６　　　通过分类器 M (k)判断实体e是否属于此概念

７　　　if实体e属于概念kthen
８　　　　　将k加入概念集合C (e)

９　　　　将k插入列队 Q (e)

１０　　　endif
１１　　endfor
１２　endif
１３endwhile

２　基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实体自动分类技术

对于非结构化的文本数据,一个实体会在多个文档中出现,出现实体的每个句子均可看作实体的一

个示例.每个示例根据句子的上下文信息都只能得到实体的部分分类结果,需要综合全部示例的分类结

果才能得到实体完整的分类结果.
针对多示例特征表示的实体分类问题,采用了先分类后融合的方法,如图１所示,首先对每个示例中

的实体指代进行分类,之后将所有示例的结果进行融合,得到完整的分类结果.

图１　多示例特征表示的实体分类模型

传统的实体指代分类方法往往利用人工精心设计的文本特征来进行分类.然而,目前并没有一个统

一的文本特征设计标准,不同方法选择的特征不同,不同语言能用的文本特征也不同.为了提高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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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性,本文提出基于神经网络的实体指代分类方法,自动从文本中提取特征.
为了给句子中实体指称项进行分类,句子的表示形式至关重要,决定了分类模型的选型.既然是对

实体指称项进行分类而不是对整个句子进行分类,那么就需要明确地标记出实体指称项在句子中的位置.
文本将一个句子分为指称项部分 (mentionpart)和上下文部分 (contextpart),而上下文部分又可以根

据它在指称项部分的位置细分为左侧上下文部分和右侧上下文部分.每个部分均用一个固定长度的向量

来表示.
神经网络模型如图２所示,其中输入层为一个句子向量,输出层为预测概念向量.句子分为三个部

分,左侧上下文部分、实体指称项部分以及右侧上下文部分.本模型使用了三个隐藏层 (hiddenlayer).
第一个隐藏层为词嵌入层 (wordembeddinglayer),用于将各部分的词通过词嵌入 (embedding)的方式

进行分布式表示,将每个词用一组低维向量来表示.第二个隐藏层为 LSTM (LongShort Term
Memorylayer,长短期记忆网络)层,用于抽取每个部分的文本特征,同时会考虑到词与词之间的顺序关

系.第三个隐藏层为合并层,用于将三部分文本特征进行合并.随着网络的层数增加,每一层对于前一

层次的抽象表示更深入.第一个隐藏层学习到的是每个字的特征,第二个隐藏层学习到的是由字组成的

句子各部分的特征,最后的隐藏层学习到的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整个句子的特征.通过抽取更抽象的特

征来对句子进行区分,从而获得更好的分类能力.将句子先拆分为三个部分单独抽取特征再将其合并是

为了对实体指称项进行分类,而不是对整个文本进行分类.后续实验也证明了先拆分后合并再分类的方

法要比不拆分直接分类的方法效果好.同时,由于该问题是一个多类多标签的分类问题,本模型并没有

添加softmax隐藏层来对输出结果进行归一化.

图２　基于神经网络的句子中实体指称项自动分类模型

３　基于多源异构数据的关系自动抽取技术

在关系抽取方面,对于每个句子,使用了非结构化的文本特征以及人为设计的结构化特征来对其进

行表示,不同之处在于,每类特征对于最终关系抽取的贡献是不一样的.因此,本文提出基于特征级注

意力机制的关系自动抽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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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３所示,模型的核心为左半部分,即多源异构特征的融合过程.对于任意一个句子,通过注意力

机制学习到每类特征的权值,再和原始特征相乘,得到最终的句子表示.因为每类特征的维度和最终句

子的维度是一致的,该方法具有非常强的可扩展性.

图３　基于特征级注意力机制的关系自动抽取模型

其中,注意力机制使用目前广被采用的三种注意力指标,包括点积注意力机制 (ScaledDot Product
Attention)、加性注意力机制 (AdditiveAttention)和自注意力机制 (Self Attention)等.

４　应用前景分析

基于大数据和知识融合驱动的方法来针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信息高效获取及智能分析,相对信息获

取及分析方法,识别准确率高、处理过程自动化、算法鲁棒性高,因而在信息抽取与数据挖掘中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以下是大数据与知识融合驱动的多源异构信息智能处理与分析技术的应用前景详细介绍.
(１)识别准确率高

针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信息抽取,相较于传统方法,收集的信息更多、更全面.数据处理的能力大

大增强,信息缺失的可能性降低,识别的准确率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２)处理过程自动化

相较于传统方法需要人工设计特征,采用目前最为流行的深度学习框架,让机器自动从大数据中学

习最有效的特征,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使数据处理过程自动化,增强了信息获取技术的通用性.
(３)算法鲁棒性高

在大数据驱动的深度学习技术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了先验知识.将先验知识通过各种途径引入

深度学习模型,可以让机器在有指导的情况下学习出更加准确的结果,避免产生一些非常明显的错误,
有效提高算法对复杂外界环境的适应性.

５　结论

本文通过多源异构数据共同参与进行知识补全,是有别于一般信息抽取研究的特色之一.现有方法

往往只利用其中的某一类数据进行抽取,处理方式较为单一,抽取效果过度依赖单一数据源的完整度.
针对多源异构数据抽取出的不同特征结果,使用整数线性规则模型来进行结果融合,创新性地引入了先

验知识作为约束.在保证完整性的前提下,有效地提高信息获取结果的准确性,提高信息抽取与数据分

析的智能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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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机械臂DDPG强化学习路径规划方法研究

胡晓东　谢　圆　张　宽　张　辉　卢　皓　胡国林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摘　要　针对空间机械臂捕获非合作目标的操控路径规划问题,提出了基于强化学习的空间机械臂

操控路径规划方法,分析了强化学习方法对于解决空间机械臂操控路径规划问题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
讨论了应用强化学习解决操控路径规划问题的几个关键问题,建立了基于广义雅可比矩阵的空间机械臂

的运动学模型,搭建了基于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 (DDPG)的强化学习方法架构,为后续空间机械臂操控

路径规划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空间机械臂;非合作目标;路径规划;强化学习

０　引　言

近些年来,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空间的探索与利用不断加深,在轨运行航天器的数量

也日益增多.由于空间环境的特殊性和空间碎片等太空垃圾的威胁,在轨航天器会出现运行异常等故障

问题,因此,迫切需要研究航天器的维护维修、组件更换、推进剂加注等在轨服务技术[１].
通过空间机械臂进行无人自主在轨操控是实施在轨服务的重要途径,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

空间机械臂操控技术不断显现出巨大的优势和效益,已经成为目前航天任务中迫切需要解决和发展的重

要内容[２].空间机械臂在进行自主在轨操控时,首先要对目标进行捕获,而捕获成功的关键是规划一条安

全、实时、准确的操控路径.Jaillet和 Porta[３]采用增强型扰动图 (EDM)的方法规划空间机械臂的运

动,以减少对基地航天器的干扰.Wiedemann和 Kirk[４]建立了混合动力学耦合模型,对双臂空间机械臂

的路径规划进行了分析.上述方法需要对目标运动模型进行提前建模,难以满足未来战时复杂场景的

需求.
人工智能所研究的对象侧重于相对复杂的控制环境,以及控制模型不确定性情况[５７].强化学习作为

人工智能中机器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机器人通过传感器完成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以最大化奖励作为优

化目标,通过策略函数获取最优策略,既可以解决合作目标的路径规划问题,也可以实现非合作目标的

路径规划.因此,本文提出将强化学习应用于空间机械臂操控路径规划.首先,介绍了空间机械臂操控

任务的研究现状,分析了空间机械臂捕获非合作目标路径规划的难点;其次,综述了用于机器人路径规

划的强化学习方法,分析了强化学习方法对于解决空间机械臂操控路径规划问题的优势;再次,讨论了

应用强化学习法解决操控路径规划的几个关键问题,建立了基于广义雅可比矩阵的空间机械臂的运动学

模型,搭建了基于DDPG的强化学习方法架构;最后,给出了研究的结论.

１　空间机械臂操控研究现状

国外空间机械臂技术的优势单位主要有加拿大、美国、欧空局、日本等,我国也在近年来进行了相

关试验.表１给出了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典型的在轨操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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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内外典型的在轨操控任务

任务 国家 时间 目前状态

SRMS 加拿大 １９８１ 完成了在轨演示

MMS 加拿大 ２００１ 完成了在轨演示

轨道快车 美国 ２００７ 完成了在轨演示

凤凰计划 美国 ２０１２年至今 方案论证

TECSAS/DEOS 欧空局 ２００４年至今 正在进行Phase B阶段的设计

Roger 欧空局 ２００３ 已结束,只进行了概念设计

REMRMS 日本 １９９７ 完成了在轨演示

ETS VII 日本 １９９７ 完成了自由漂浮平台目标抓捕

试验七号 中国 ２０１３ 开展了空间维护技术科学试验

嫦娥三号 中国 ２０１３ 落月后完成了相关科学试验验证

由于空间特殊的微重力环境,相比于地面机器人的路径规划,空间机械臂操控路径规划更加复杂.
一方面,空间机械臂系统的基座和机械臂之间存在耦合作用,这对动力学建模和轨迹规划的研究带来了

困难.为了减少推进剂的额外消耗,延长卫星在轨服务寿命,空间机械臂通常处于自由漂浮状态.自由

漂浮空间机械臂的载体姿态控制器和位置控制器处于关闭状态,避免了航天器位姿控制系统频繁启动时

的抖动问题.但是,自由漂浮机器人操控过程中会对载体姿态产生扰动,会对组合体的通信、能源、热

控系统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为了减小机器人运动对载体姿态干扰,急需研究基于机器人关节的运动规

划,来达到减少载体扰动的目的.
另一方面,空间机械臂操控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空间机械臂未来面临的是未知环境下的非合作目标,

空间光照的变化强烈,目标存在自旋等时变因素,很难对目标进行提前建模.目前,空间机械臂操控路

径规划主要采用基于模型的路径规划方法[８９],该规划方法对数学模型精确度存在较高的依赖性,模型的

不精确必然会导致在规划过程中出现一些难以估计的影响因素.对于空间机械臂操控任务而言,由于空

间机械臂系统的复杂性,在地面很难对其进行充分的试验验证,在实际的路径规划系统中或多或少因模

型的不确定性而对实际的路径规划产生偏差,这就给空间机械臂操控任务的分析和设计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传统方法已经无法满足路径规划的需要,基于模型的路径规划方法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研究对

模型依赖程度低或无模型的智能路径规划方法成为空间机械臂路径规划研究的必然趋势[１０１１].

２　机器人路径规划的强化学习方法

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复杂,人们对机器人智能化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近些年来,强化学习、深度学

习、深度强化学习等机器人智能路径规划方法逐渐显示出巨大的潜力.该类算法基于在线的学习模式,
不需要环境的先验知识,将优化与反馈机制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能够有效地处理实际路径规划过程中的

复杂环境问题.

２１　强化学习

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Learning,RL)作为机器学习的重要分支,区别于监督学习和非监督学

习,原理如图１所示[１２].
智能体 (Agent)通过传感器的观察获得自身与环境的当前状态s,根据策略函数π 选择相应的执行

动作a,动作执行后,环境会反馈给智能体一个奖励r,智能体因此进入新的状态.智能体以最大化奖励

r为优化目标,通过与环境的交互不断修改自身的参数,从而获得最优策略.
强化学习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方法,不需要对环境进行提前建模,逐渐成为解决机器人路径规划问题

的重要方法.文献 [１３]将人工神经网络与强化学习结合,在特定任务中实现了机器人的路径规划.

９１



图１　强化学习的原理

Park等[１４]将强化学习与传统PRM 算法结合,提升了PRM 算法处理动态环境的能力,实现了机械臂的实

时高效路径规划.文献 [１５]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的非线性拟合能力,使其与强化学习算法结合,成功实

现了移动机器人的路径规划.

２２　深度强化学习

传统的强化学习方法难以解决高维度的状态空间和动作空间问题,目前主流的研究思路是使用函数

逼近高维状态和动作.深度强化学习 (DeepReinforcementLearning,DRL)使用深度神经网络作为强化

学习的逼近函数,融合了强化学习的在线学习优势和深度神经网络的非线性拟合能力,克服了人工设计

特征的难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端到端学习.

２２１　离散动作空间的DQN
２０１３年,谷歌的子公司DeepMind在 NIPS会议上发表了深度 Q学习 (DeepQNetwork,DQN)算

法[１６],揭开了深度强化学习的序幕.DQN利用四幅图像作为网络的输入,从图像中直接学习策略来优化

智能体的策略.２０１５年,DeepMind在Nature上发表了改进的 DQN 算法[１７],提出了ExperienceReplay
和 TargetQ网络两大改进技术.DQN 算法的原理如图２所示.

图２　DQN算法的原理

DQN算法的两个关键技术如下:
(１)ExperienceReplay
将采集到的样本先放入样本池,然后从样本池中随机选出一条样本用于对网络的训练.这种处理打

破了样本间的关联,使样本间相互独立.
(２)TargetQ网络

计算网络目标值需用到现有的 Q值,现用一个更新较慢的网络专门提供此 Q值.这提高了训练的稳

定性和收敛性.

DQN算法提出以后,掀起了又一波强化学习的研究热潮.Zhang等[１８]利用DQN算法的自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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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机械臂捕获目标的路径规划问题,并将该算法应用到真实场景下三关节机械臂的运动规划.Lei
等[１９]采用改进的DQN算法,实现了移动机器人在未知环境下的路径规划.

２２２　连续动作空间的DDPG
DQN是一个面向离散控制的算法,即输出的动作是离散的.然而在实际中,控制问题则是连续高维

的,比如一个具有７个关节的空间机械臂,每个关节的角度输出是连续值,假设范围是０°~３６０°,若把每

个关节角取值范围离散化,比如精度到１°,则一个关节有３６０个取值,那么７个关节共有３６０７ 个取值,
若进一步提升这个精度,取值的数量将成倍增加,而且动作的数量将随着自由度的增加呈指数型增长,
根本无法用传统的DQN方法解决.

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 (DeepDeterministicPolicyGradient,DDPG)算法是Lillicrap等[２０]利用 DQN
扩展 Q学习算法的思路对确定性策略梯度 (DeterministicPolicyGradient,DPG)方法进行改造,提出的

一种基于行动者 评论家 (Actor Critic,AC)框架的算法,该算法可用于解决连续动作空间上的 DRL
问题,DDPG 算法的原理如图３所示.

图３　DDPG算法的原理

在DDPG中,分别使用参数为θμ 和θQ 的深度神经网络来表示确定性策略a＝μ(s|θμ)和动作值函数

Q＝(s,a|θQ).其中,策略网络用来更新策略,对应 AC框架中的行动者 Actor;值函数网络用来逼近

状态动作对的值函数,并提供梯度信息,对应 AC框架中的评论家Critic.目标函数被定义为带折扣的总

回报

J(θμ)＝Eθμ
[r１＋γr２＋γ２r３＋] (１)

(１)Actor网络更新

通过随 机 梯 度 法 对 目 标 函 数 进 行 端 对 端 的 优 化,Silver 等 [Deterministic Policy Gradient
Algorithms]证明了目标函数关于θμ 的梯度等价于Q 值函数关于θμ 的期望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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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提升 Q值的方向更新策略网络的参数.
(２)Critic网络更新

通过DQN中更新值网络的方法来更新评论家网络,梯度信息为

ƏL(θQ)
ƏθQ ＝Es,a,r,s′~D [TargetQ－Q(s,a|θQ)]ƏQ(s,a|θQ)

ƏθQ{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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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Q＝r＋γQ′(s′,μ′(s′|θμ′)|θQ′) (５)
其中θμ′ 和θQ′ 分别表示目标策略网络和目标值网络的参数,用梯度下降方式更新值网络.

针对连续动作空间的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文献 [２１]将 DDPG算法应用到机器人路径规划,实现

了无地图环境下的导航.Mo等[２２]针对连续动作空间下训练样本少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真实场景下收集训

练样本的方法.

３　关键问题分析与仿真校验

针对空间机械臂操控路径的规划问题,强化学习方法虽然有很大的优势,但在空间机械臂建模、连

续环境下路径规划等方面仍然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３１　空间机械臂建模方法

相比于地面工业机械臂,空间机械臂运动学的突出特点在于:１)飞行器平台的位置和姿态为机器人

引入了更多的广义坐标,增加了构型空间维数和运动冗余度,其雅可比矩阵的形式更为复杂;２)飞行器

平台的运动与空间机械臂的运动彼此耦合,需要考虑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立力学关系衡量这种运动

耦合.特别地,对于执行路径规划任务的自由漂浮空间机械臂,可以从动量和角动量守恒定理出发,推

导飞行器平台广义坐标与空间机械臂广义坐标之间的耦合矩阵,进而可由空间机械臂的运动状态确定飞

行器平台的运动状态,并且衡量两者间的耦合程度,指导空间机械臂的设计和研制.
如图４所示,根据空间机械臂保持基座稳定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到机械臂末端的广义速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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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k
b 是与基座运动有关的雅可比矩阵,Jk

m 是与机械臂运动有关的雅可比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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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k
bv 、Jk

bw 是线速度与角速度相关的分块矩阵,Jk
mv 、Jk

mw 是Jk
m 的分块矩阵.

图４　空间机械臂系统模型

假设系统初始的线动量与角动量为P０ 与L０,根据线动量与角动量守恒规律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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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又可以化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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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连续环境下路径规划方法

为了获得空间机械臂广义坐标的时间序列,使空间机械臂满足末端期望轨迹、关节角限位、障碍物

规避等约束条件,需要解决运动学规划问题.对于自由漂浮空间机械臂,可以通过对机械臂的逆运动学

求解,完成对整个空间机械臂的运动学规划.由于飞行器平台运动自由度增加了空间机械臂的运动冗余

度,并且机械臂末端速度与广义速度仍具有线性关系,可以在冗余机器人的逆运动学框架下求解空间机

械臂的运动学规划问题.
本文采用DDPG算法来规划空间机械臂的操控路径.为了验证文中所提出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本文在 Ubuntu１６０４系统下开展了仿真试验.处理器的型号是IntelI５７５００,主频为３４GHz,显卡为

GTX１０７０ (GPU).本文利用 OpenAIGym 搭建了自由漂浮空间机械臂仿真系统,选取平面五自由度连

杆空间机械臂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仿真试验.如图５所示,其中,飞行器平台具有两个平动、一个转动自由

度,空间机械臂具有两个转动关节,构型参数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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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平面五自由度连杆空间机械臂

表２　空间机械臂构型参数

Bi mi/kg ai/m bi/m Ii/ (kgm２)

B０ ３００ ０ １０ ５０

B１ ３０ １０ １０ ８

B２ ３０ １０ １０ ８

在实际的训练过程中,每个回合中目标点的位置是随机的,设定的最大训练步数是３００步,回合数为

５００次.随着训练回合的增加,空间机械臂到达目标点的步数曲线如图６所示.我们发现在开始阶段,基

本上都是３００步,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慢慢缩短至５０步左右,能够实现收敛,这就验证了提出算法的

有效性.

图６　到达目标点的步数统计曲线

４　结　论

空间机械臂操控路径规划是空间机械臂在轨服务亟需解决的难题.本文综述了机器人路径规划的强

化学习方法,分析了强化学习方法对于解决空间机械臂操控路径规划问题的优势,讨论了应用强化学习

方法解决操控路径规划的几个关键问题,建立了基于广义雅可比矩阵的空间机械臂的运动学模型,搭建

了基于DDPG的强化学习方法架构,为我国空间机械臂操控路径规划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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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DDPGPathPlanning
MethodforSpaceManipulator

HUXiao dong,XIEYuan,ZHANGKuan,ZHANGHui,LU Hao,HUGuo lin
BeijingAerospaceControlCenter

　　Abstract　Inordertosolvetheproblemofpathplanningforspacerobotmanipulationtocaptur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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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target,amethodofpathplanningbasedonreinforcementlearningisproposedTheadvantages
ofthereinforcementlearningforsolvingthepathplanningproblemofthespacerobotareanalyzedOnthe
basisofthis,wediscusssomekeyproblemsofsolvingthecontrolpathplanningbyusingreinforcement
learningThekinematicsmodelofspacerobotbasedongeneralizedJacobianmatrixisestablishedandthe
architectureofreinforcementlearningmethodbasedonDDPGisbuiltThepaperprovidesanewideafor
theresearchtosolvepathplanningproblemofspacerobot．

Keywords　Spacemanipulator;Non cooperationtarget;Pathplanning;Reinforcement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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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动作空间下的航迹规划训练方法

张文圣　张如飞　倪　亮　邵会兵　姜　丰

北京控制与电子技术研究所

摘　要　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优异表现,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航天领域一直是

学界讨论的话题.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航迹规划训练方法.采用红蓝对抗的方式构建仿

真环境,复现飞行器面对的复杂多变、高不确定性的实际状态空间.设计合理的状态空间、动作空间、
网络模型和奖惩函数,训练红方飞行器在面对高强度的蓝方拦截与干扰的情形下的航迹规划能力.经过

充分训练后的策略网络能够将飞行器任务成功率从未训练时的４０％提升至８０％.

关键词　深度强化学习;红蓝对抗;航迹规划

０　引言

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优异表现[１３],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航天领域一直是学界

讨论的话题,其中在解决决策问题与优化问题上的应用一直是航天领域控制系统设计上的难点.随着

强化学习中 Q learning[４]、SARSA[５]等算法的出现,尤其是使用深度神经网络进行 Q函数逼近的方法

被提出以后,人们发现强化学习在解决决策问题、优化问题等领域具有重大的应用潜力.当前强化学

习领域中的主要算法主要通过 DQN[６]、DDPG[７]等基础算法模型发展而来.例如用于解决组合优化问

题的PointerNetworkDQN、RelationalDeepQ Learning算法等.已经能够满足常见实际场景中的应用

需求.深度强化学习作为机器学习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其原理在于通过深度神经网络来参与强

化学习中的决策过程,通过神经网络的机制来对环境交互的数据进行处理,结合自训练的方式实现策

略优化的不断改进.故而使用深度强化学习算法作为红蓝对抗系统的红蓝双方的对抗策略,就成为不

断提升红蓝对抗系统的对抗能力以及对抗有效性的有效途径与重要手段.我们这里提出了一种将基于

DQN发展出来的深度强化学习算法应用于红蓝对抗博弈环境中的方式,通过飞行器在高强度拦截与干

扰下的航迹规划的不断训练,来提高飞行任务成功概率.训练结果表明,与不进行航迹规划训练的飞

行器相比,经过深度强化学习算法进行航迹规划训练的飞行器在高强度干扰的环境下拥有远优于前者

的成功概率.

１　红蓝对抗环境

红蓝对抗系统通过设置逼真而具有挑战性的蓝方对手,营造最接近真实状态的干扰与反干扰环境,

能够训练并检验红方在复杂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有效地对在抗干扰过程中发现的弱点进行改进.因为

蓝方编队类型与防御措施复杂多变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所以相比于传统航迹规划设计方法,基于深度

强化学习的航迹规划方法,通过把飞行器航迹规划问题建模成智能体强化学习问题,能够将深度学习的

感知能力与强化学习的决策能力相结合,并采用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策略表示在模拟场景中进行训练和

学习,从而得到有效的飞行器航迹规划策略.

强化学习是智能体与环境实时反馈、实时决策的学习过程,而实际上,实时态势只能在航迹规划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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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时刻获得一次.考虑到在现实场景中,蓝方信息通常不可获得,红方实时状态变化主要来自红方飞行

器自身的动力学控制,我们基于先验知识建立干扰能力适度超过实际可能情形的蓝方系统,同时采用飞

行器动力学模型计算飞行器特定决策后下一时刻的实时状态,从而支持强化学习的多步交互和学习过程,
实现飞行器的航迹规划训练.基于这一强化学习建模方式,智能体观察环境的实时状态,决策出控制指

令,并根据环境给的奖赏 (任务成功率的结果)进行航迹规划策略的学习.

图１　红蓝对抗环境示意图

考虑到这里的蓝方决策方式是程式化确定的,或者说,是不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因此,从简化设

计的角度考虑,我们进行环境设计的时候将蓝方决策与状态环境结合在一起.在特征表示方面,采用基

于四维数组 (D,S,C,I)的态势图的特征表示方式,其中 D、S、C表示环境的三维态势空间,I代表

可参数化表示的态势信息.为了便于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策略训练时对状态空间的泛化,采用以飞行器

自身或任务主要目标点为坐标原点在极坐标中的相对关系来对位置信息进行表示.例如,对于两个二维

空间位置坐标 x１,y１( ) ,(x０,y０),其相对位置表示为

＜d,sinθ,cosθ＞

d＝ x１－x０( ) ２＋ y１－y０( ) ２{ (１)

θ＝arccos d
x１－x０

æ

è
ç

ö

ø
÷ (２)

采用极坐标系的做法是由于状态空间虽然具有较大的空间跨度,但其实际物理坐标 (例如经度、
维度)在微观环境难以区分,而采用极坐标系的相对位置关系表示,便于神经网络进行拟合和优化,
也一定程度上利于提升神经网络策略泛化性.此外,考虑在实际训练中,拟对各维度的状态参数采取

特征工程的方式进行预处理,使其值落在 [－１,１]之间,以便深度神经策略网络能够更容易进行推

断和学习.

２　策略网络

在红方神经网络结构方面,针对多维数组的特征输入,神经网络利用全连接层与激活函数进行多层

运算后最终输出.价值网络的输出为当前状态的 Q 值判断,维度与环境价值的具体计算方式保持一致.
一般情况下,当智能体的动作可离散为K 个统一的离散化动作时 (如主频点),人们设计策略网络输出为

K 维,第k维度的输出对应选择第k个动作.当智能体的动作无法被离散化成统一的动作结合时 (如加速

度),智能体的动作策略可以由状态 动作价值 (即 Q 值)网络间接计算,即对于某一个特定动作,通过

预估状态变化与对应状态的价值网络输出来判断该动作的收益.但这里我们面对的是飞行器在连续动作

空间与离散动作空间综合进行航迹规划的情形,为了解决飞行器的动作空间同时存在连续状态和离散状

态的问题,我们采用了一套基于ParameterizedDQN算法[８]的策略网络来解决这一问题.

与传统的DQN算法一样[６],神经网络在训练过程中使用经验回放机制 (experiencereplay),处理得

到经验样本 (s,a,r,s′).在每个时间步t,将agent与环境交互得到的经验样本存储到经验池 D
(replaybuffer).对于红方智能体,其当前值网络接收当前自身的状态信息和初始目标信息,智能体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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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计算的 Q值结果按照ε greedy策略进行动作选择.在环境中训练时,策略网络持续更新存放在经验

池D中的样本 (s,a,r,s′),不断通过小批次 (Mini batch)随机采样的方式来抽取用于进行策略网

络参数更新的样本.

图２　ParameterizedDQN示意图

ParameterizedDQN设计思想的核心在于将离散动作与连续动作分开处理,然后将连续动作空间以一

个独立参数xk(S;θ)的形式与离散动作一起参与 Q值的计算,如下所示

Qst,kt,xkt( ) ＝ E
rt,st＋１

[rt＋γ max
k∈[K]

sup
xk∈χk

Qst＋１,k,xk( )|st＝s] (３)

其中k表示可选取的离散动作空间,xk 表示与选取的离散动作对应的连续动作,这一公式除了将连续空

间以一个独立参数xk 的形式单独提出来之外,其与传统DQN的公式保持一致,此处St 表示t时 刻的状

态值,我们将其变换一下形式

Qst,kt,xkt( ) ＝ E
rt,st＋１

{rt＋γ max
k∈[K]

Q[st＋１,k,xQ
k (st＋１)]|st＝s} (４)

与传统的深度 Q网络相似,我们使用深度神经网络来进行相应输入状态下的 Q值近似,使用ω 表示

对应的网络参数.同时使用确定性策略网络Xk(S;θ)来表征选取离散变量k所对应的连续变量,使用θ
表示对应的网络参数.当w 确定时,我们希望找到能满足如下情况的θ

Q[s,k,xk(s;θ);ω]≈ sup
xk∈χk

Qs,k,xk;ω( )

∀k∈ K[ ] (５)
问题处理过程中,我们首先找到使得对应k动作下Q(s,k,xk)值最大的xk, 如此一来,可以得到

处理多步学习过程中的目标值yt, 为如下的形式

yt＝∑
n－１

i＝０
γirt＋i＋γn max

k∈[K]
Q[st＋n,k,xk(st＋n,θt);ωt] (６)

此处我们使用传统的平方差损失函数进行计算:

lQ
t (ω)＝

１
２

[Qst,kt,xkt;ω( ) －yt]２ (７)

lθ
t θ( ) ＝－∑

K

k＝１
Q[st,k,xk(st;θ);ωt] (８)

其中式 (７)、式 (８)分别表示更新网络参数ω 与θ时所对应的损失函数.
综上所述,整个红方策略网络工作流程可以概括为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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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策略网络工作流程

３　训练结果与展望

我们在以ParameterizedDQN算法为基础的红方策略网络上进行了超过５００００次的训练,每次训练

取连续的１００次结果平均采样,从图像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未进行训练之前,面对蓝方的干扰,红方飞行

器的任务成功率在４０％左右,而在红方策略网络完成５００００次训练后,面对蓝方干扰时红方任务成功率

已经能够达到８０％.证明基于ParameterizedDQN算法训练的策略网络能够有效提高飞行器航迹规划的

抗干扰能力.随着训练次数的不断增加,整支曲线振荡幅度很小,证明我们的算法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

收敛性.

图４　训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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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构想,在训练提高红方策略网络后,通过同样的措施建立用于训练干扰

方 (蓝方)的红蓝对抗平台.以完成训练后的红方为对抗目标,设定蓝方的策略网络提高蓝方的干扰

能力.当训练后的蓝方网络能够将红方任务成功率降低到一定阈值后,再次以完成训练后的蓝方网络

为目标,对红方网络进行训练,循环往复.从而实现面对强干扰情况下的飞行器航迹规划能力的持续

提升.

４　结论

我们搭建了基于深度强化学习技术的红蓝对抗平台,复现了飞行器面对的连续状态空间与离散状态

空间相糅合的复杂态势环境,提出通过使用ParameterizedDQN 算法来对飞行器策略网络进行训练.经

过训练后的红方飞行器在面对蓝方干扰时,任务成功率实现了从４０％至８０％的增长.同时,我们展望了

一下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交叉循环对抗训练的方案,有助于实现面对强干扰情况下的飞行器航迹规

划能力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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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ainingMethodofTrackPlanning
inHybridActionSpace

ZHANG Wen sheng,ZHANGRu fei,NILiang,SHAO Hui bing,JIANGFeng
BeijingInstituteofControlandElectronicTechnology

　　Abstract　Giventheexcellentperformanceofapplica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inall
fieldsofsociety,howtoapply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toaerospacefieldhasalwaysbeenatopicof
discussioninacademiccirclesHere weproposeatraining methodoftrackplanningbasedondeep
reinforcementlearningWithapplyingmethodofred and blueconfrontationtoconstructthesimulation
environment,thecomplexandchangeablerealstatespacewithhighuncertaintythevehiclefacin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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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edReasonableobservationspace,actionspace,netmodelandrewardfunctionmakeitpossible
toimprovethetraceplanningcapabilitiesinthefaceofhigh intensityblue sideinterferenceThefully
trainedstrategicnetworkcanincreasethesuccessrateofred sidevehiclefrom４０％to８０％．

Keywords　Deepreinforcementlearning;Red and blueconfrontation;Trace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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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主动防御技术现状及趋势

杜泽弘　李晓龙　唐　垚　李　灿　张曼曼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

摘　要　针对军用飞机自身末端防御能力不足的问题,引入机载主动防御的概念.首先,分析了机

载主动防御技术的军事需求以及国外的发展现状;然后,梳理了武器系统架构和关键技术,分析了技术

难点和技术途径;最后,提出了机载主动防御系统的发展设想及发展建议.

关键词　主动防御;系统架构;信息融合;逆轨拦截

０　引　言

未来的空战和整个作战大系统将紧密相连,空战中必将出动制空作战、防空压制型战斗机,预警机、

电子战飞机、加油机等大型支援保障类飞机,空中作战平台的生存能力将直接决定空中作战的成败,同

时在空战对抗中战斗机自身的生存能力也将决定作战效能的高低.因此,空中作战平台防御能力的提升

是机载武器发展的趋势和重点方向之一.

目前,空中作战平台对于导弹武器的防御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身做大范围机动逃逸,包括圆周

机动、钟形机动、眼镜蛇机动等;二是释放各种干扰,包括红外诱饵弹、射频诱饵弹、箔条干扰、拖曳

式干扰等.但这些手段都以规避和诱骗敌方空空/面空导弹为目的,是一种消极被动的逃避方式.随着进

攻性导弹技术的不断完善,尤其是智能协同化程度和抗干扰能力的不断提高,这种消极被动的逃避方式

已使得空中作战平台的有效生存率不断降低[１].

针对上述问题,能否采用机载主动防御武器来弥补空中作战平台末端防御能力的不足,就成了大家

关注的焦点.机载主动防御武器系统是指各类型空中作战平台在遭遇敌方导弹袭击时,主动发射防御型

导弹拦截来袭导弹,达到提高自身生存概率目的的防御式武器系统.目前,现有文献主要针对机载主动

防御制导律优化设计等问题进行研究,例如:文献 [２]提出了使用自适应滑模的设计思路研究主动防御

协同制导律;文献 [３]设计了一种最优拦截 逃逸导引律,以保证防御导弹与攻击导弹之间的脱靶量及其

各自的能量消耗最小;文献 [４]采用参数化的方法,将飞机 防御导弹协同主动防御问题转化为非线性规

划问题,并采用 QPSO算法进行求解,首次将主动防御由原来的二维平面的质点模型研究拓展至三维空

间的三自由度质点模型研究;文献 [５ ７]给出了一种视线 (LineOfSight,LOS)制导方法,并在被攻

击目标机动的情形下分析了三方的运动学关系.

本文则首次从系统的角度分析了机载主动防御武器的系统架构和关键技术,梳理了技术难点和技术

途径,讨论了机载主动防御系统可能的发展趋势.

１　机载主动防御技术发展需求

１１　提高支援保障飞机生存能力

在信息化条件下,战争行动具备非接触、非线性、多方位、全纵深的特点,不但轰炸机这种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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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作战飞机面临的突防压力进一步增大,而且在以往战争中因远离 “接触线”而相对安全的预警机等

支援保障飞机遭受导弹攻击的风险也明显上升,如:敌隐身飞机渗透突防发起抵近导弹攻击、远程空空/
面空导弹发起防区外打击、特战分队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在机场附近对低飞/起降阶段的运输机、预警机

等支援保障飞机设伏等.同时,与其他作战飞机相比,支援保障飞机在自身防护上存在先天不足,表现

在:１)缺乏自卫火力;２)目标信号特征明显;３)防护手段单一;４)规避攻击的能力差.因此,如何

在没有护航战机保护的情况下防御敌方发起的导弹攻击,是提高支援保障飞机战场生存力的关键所在.

１２　提高战斗机生存能力并掌握空战主动权

防御敌方空空/面空导弹的攻击对战斗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新型战斗机在反跟踪、反探测

等被动防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战术机动规避、飞机结构外形隐身、电磁隐身、辐射隐身、施放

大量无源诱饵和强功率有源干扰等.随着进攻性导弹技术的不断完善,尤其是智能协同化程度和抗干扰

能力的不断提高,这种消极被动的逃避/干扰方式使得战斗机的有效生存率不断降低.科索沃战争中,造

价数亿美元的F １１７隐身战斗轰炸机被廉价的SA ３导弹击毁,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传统的空战中,当本机发现遭遇敌方导弹攻击后,为保证自身的安全,即便已经展开攻击也必须

实行机动逃逸或施放干扰,攻势瞬间瓦解,攻防态势将发生转换.
然而,如果本机能装备一型机动能力强、自主拦截能力强、可以拦截来袭导弹的武器,当发现敌方

导弹来袭时就可以在不改变执行预定任务和攻击状态的前提下,直接采取硬杀伤的方式对来袭导弹实施

拦截,而不是采用传统的回避防守方式,本机就可以在攻击的同时更有效地保护自己,把握空战的主

动权[８].

２　机载主动防御技术的国外发展概况

目前,美国、欧洲各国和以色列是世界上主要的飞机自卫系统研制强国.美国是飞机自卫系统开发

能力最强的国家,目前主要依靠干扰等软杀伤实现,已经在C １７和C １３０等运输机上采用定向红外干

扰器技术为飞机提供保护.此外,美国研发的机载动能杀伤主动防御系统也初露峥嵘,大有逐步发展成

为机载防御手段的主流趋势.

２１　微型导弹防御系统

２０１６年４月,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提出了一种名为 “微型导弹防御系统”的机载动能主动防

御概念,并为其申请了专利.该概念设想利用战机装载的动能拦截弹,在空战中拦截来袭导弹,用于提

升战机的生存能力[９].此专利的显著特点一是不占用战机主弹仓,二是对来袭导弹实现动能硬杀伤.

这种战机主动防御系统,类似于装甲战车安装的主动防御系统、水面战舰安装的近防武器系统.主

要包括４个部分:机载微型发射舱、微型拦截弹、机载传感器、机载控制器.根据专利描述,隐身战机机

身上部的前后可对称安装６个弹出式发射舱,发射舱缩回时与机身表面齐平,每个发射舱内置９枚微型拦

截弹.当机载传感器侦测到来袭威胁后,发射舱弹出,发射拦截弹,机载控制器根据获取的传感数据,生成

目标火控数据,并将其提供给拦截弹,引导拦截弹追踪并摧毁目标.微型导弹防御系统概念如图１所示.

２２　小型先进能力导弹 (SACM)和微型自卫弹药 (MSDM)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授予雷神公司一份价值１４００万美元的预研合同,为美国空军研究下一代空空导

弹,其中包括小型先进能力导弹 (SmallAdvancedCapabilityMissile,SACM)和微型自卫弹药 (Mini
SelfDefenseMissile,MSDM)概念.MSDM 是首次正式提出的自卫动能拦截弹概念,是一种可以取代

箔条弹、热焰弹和定向红外干扰系统的动能杀伤武器,通过直接碰撞来摧毁来袭导弹,从根本上改变战

机自卫手段[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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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微型导弹防御系统概念

MSDM 主要用于近距离自卫作战,采用低成本被动导引头,具备高机动高敏捷特性,并且不占用战

机主战载荷舱,作为中远距导弹武器的补充,能保护战机有效渗透进入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

２３　硬杀伤反导弹系统

２０１９年６月,欧洲导弹集团在巴黎航展上公布了其为下一代欧洲空战平台提出的未来空战新概念及

相应武器装备发展构想,如图２所示.机载自卫是欧洲导弹集团面向未来发展的新能力,旨在先前施加的

干扰和诱饵等软杀伤措施无效的情况下,采用硬杀伤手段作为应对抵近的来袭导弹的最后防御手段.欧

洲导弹集团正在研发的 “硬杀伤反导弹系统” (HardKillAnti MissileSystems,HKAMS),正是针对

满足飞机未来自卫需求而研发的武器系统.这种微型导弹目前处于概念阶段,长度小于１m,质量小于

１０kg,用于战机在未能探测到敌方导弹发射系统 (只发现来袭导弹)的情况下实现自卫.

图２　硬杀伤反导弹系统

３　美国机载主动防御武器主要架构设想

本文依据机载主动防御武器作战需求,初步探索美国机载主动防御武器系统架构组成,主要包括综

合探测告警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和拦截系统,假设拦截目标为俄罗斯P ７７中距雷达主动空空导弹,通过

对来袭导弹拦截方式的描述,阐述其系统组成,主要架构如图３所示,打击闭环链路如图４所示.

３１　综合探测告警系统

综合探测告警系统包含机载无源探测电磁系统、机载有源探测电磁系统、机载光电探测系统.
首先,由机载无源探测电磁系统在大约５０km 外探测到主动雷达导引头的辐射信号 (此时尚未确定

目标类型),为飞行员提供作战空域电磁威胁态势,同时获取其电磁辐射特性 (包括雷达、敌我识别器、
无线电高度表、通信/数据链设备等),在作战支援数据库协同下,初步确定威胁目标为P ７７并给出其粗

略位置与动态,作为威胁预警信息,引导系统实施重点探测.

５３



图３　机载主动防御武器系统架构

图４　打击闭环链路

第二步,机载有源探测电磁系统在２０~５０km 处对来袭导弹进行主动探测,确认来袭导弹为P ７７,
通过电磁辐射获取目标回波,确定来袭导弹的实时位置、动态等信息,引导光电探测系统实施重点探测.

第三步,在５~２０km 处使用机载光电探测系统 (由可见光、激光、紫外、红外等传感器组成)近距

离探测P ７７位置及动态,更加精确地掌握威胁态势.

３２　指挥控制系统

指挥控制系统包含信息采集/融合系统、智能辅助评估决策系统和火力控制系统.
在收到综合探测告警系统的警告之后,信息采集/融合系统采集系统各传感器信息,同时采集环境和

安装平台相关信息,经过信息融合处理,形成P ７７的威胁态势显示;智能辅助评估决策系统判定来袭导

弹威胁态势等级较高,决定对来袭导弹实施双发拦截,并为所需的制导信息提供相关参数.
同时,火力控制系统根据P ７７的目标特性和载机平台运动状态,进行弹道规划,装定导弹初始参数

信息,在５~１０km 处发射拦截导弹.实时测算目标、载机和拦截弹之间的相对动态,通过逆轨拦截先进

制导律计算,不断优化导弹航迹,并通过双向数据链向导弹发送中制导信息,最终在５km 以内命中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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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拦截系统

拦截系统包括内埋发射系统和主动防御拦截弹.

内埋发射系统用于在载机上安装与发射主动防御拦截弹.由于导弹的弹径较小且数量较多,发射箱

为多孔构型,箱体大小可根据安装位置不同而改变,故通常一组发射单元可发射２~１０枚导弹,具有机

械、电气、射频接口与载机、指控设备连接.
主动防御拦截弹用于直接拦截来袭导弹,在载机上同时安装水平及垂直发射装置 (水平发射响应更

快),全向拦截来袭空空、面空导弹,实现载机自卫防护.导弹总体设计方面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制导

体制上实现多样化 (包括主动、被动、光学及其复合制导方式),拦截方式上包括诱骗和硬杀伤,对于未

来战争可能面对的高超、隐身和集群类的空空/空面导弹,主动防御导弹能实现在多种制导体制下的分布

式协同作战,并通过 “以慢打快”逆轨拦截、末段轨控直接力修正等技术途径实现作战使命.

４　关键技术分析

针对上述拦截方式及系统架构的描述,若想有效拦截来袭导弹,势必涉及如下主要关键技术.

４１　多源信息融合技术

机载主动防御的多源信息融合是指通过获取陆、海、空、天基等多平台以及机载有源、无源探测等

多体制的多源信息,对重点关注目标进行检查、关联、跟踪、估计等多级多功能处理,以更高的精度、
更高的概率或置信度获得目标状态和身份估计,实现完整、及时的态势和威胁评估为指挥控制系统提供

有用的决策信息.多源信息融合技术能有效提升对低雷达反射特征、高动态目标的发现识别概率.多源

信息融合技术需要重点突破多源数据融合快速处理架构、特征选择与描述、多源数据目标关联、多源数

据融合处理方法等核心关键技术[１１].

４２　微型直接力应用技术

微型直接力应用技术包括动基座下垂直发射初始大机动转弯技术及小型轨控直接力技术,分别应用

于初始段转弯及末段大过载拦截.
动基座下垂直发射初始大机动转弯即指在高速机动的载机平台上垂直发射导弹,面对目标来袭方向

完成大机动转弯动作,实现３６０°无死角防御.此技术能够提高导弹响应速度,同时解决传统机载发射方

式只能前向发射而不能对侧向和尾后来袭导弹进行有效拦截的现实问题,提高机载主动防御的作战效能.
小型轨控式直接力是指利用配置在质心的燃气动力或火箭发动机产生通过质心的直接侧向力.轨控

式直气复合控制具有可用过载大、响应快速性不随飞行高度增大而下降的优点,能解决传统气动力控制

在打击大机动目标时因响应延迟引起的脱靶问题,可有效提高导弹的制导精度[１２].

４３　逆轨拦截弹道设计技术

逆轨拦截弹道设计技术是指根据载机平台的逃逸机动和来袭导弹的跟随机动,通过对来袭导弹的目

标特性和制导控制规律的研究,预测目标机动弹道轨迹,以此来设计己方导弹的导引规律,实现拦截目

的.逆轨拦截弹道设计技术具备智能、高效等特点,能解决传统导引规律对于大机动目标需要更大机动

过载才能实现拦截的问题,能有效提高导弹拦截精度.
在导弹导引头截获目标前,导弹依靠载机提供的制导信息进行中制导飞行.载机雷达对来袭弹的位

置和速度进行探测,之后通过机动目标跟踪算法,获得来袭弹的加速度信息;设计滑模变结构导引律,
在载机雷达向导引头交班前,尽可能实现逆轨拦截态势,降低末制导过程中拦截弹需用过载和弹目交

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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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分布式协同作战技术

分布式协同作战样式是一种将各种任务环节、功能组成拆散,形成单元更简单、系统更复杂的多单

元协同集群,替代原有的单个集中式作战单元的作战样式[１３].
空空导弹分布式协同作战的最终目标是将单一复杂、昂贵的大型空空导弹作战能力分解到大量具备

某一个或某些功能的各类小型空空导弹平台上.在此基础上,实现平台间实时数据共享、多弹组网、协

同配合及平台上不同任务模块的即装即用、无缝连接,进而形成分布式的空空导弹作战体系.具体到机

载主动防御系统中,要实现雷达主动、被动、光学等不同体制防御导弹之间的协同作战,更进一步地,
和空射诱饵弹实现协同作战能力.主要关键技术包括弹间高动态强鲁棒性自组网技术、智能在线任务规

划及目标动态分配技术、多弹联合搜索策略及目标定位技术等.

５　发展趋势

根据来袭导弹的制导体制及目标辐射特性,采取先易后难策略,首先具备对半主动导弹的拦截能力,
其次具备拦截主动雷达导引头导弹的能力,最后具备拦截红外型导弹的能力.

同时,依据未来军事需求和技术水平的发展预测,本文提出了机载主动防御武器发展的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发展支援保障飞机的机载主动防御武器系统.由于技术水平限制,空空导弹小型化技术尚

未有实质性突破,微型导弹在射程、速度、机动性方面指标较低,对抗大机动空中目标的能力尚有不足.
所以,应优先发展可装载于大型支援保障飞机的机载主动防御系统,突破空空导弹多源信息融合技术、
逆轨拦截弹道设计技术等关键技术,其中拦截系统的导弹尺寸应小于现役空空导弹的尺寸,具备逆轨拦

截空空/面空导弹的能力.
第二步,发展小型机载主动防御武器系统基本型.随着空空导弹小型化总体技术等关键技术的实质

性突破,小型空空导弹具备超声速、大机动能力,发展战斗机可装载的小型机载主动防御武器系统,拦

截系统不占据主战弹仓,采用常规发射方式,并具备对前半球来袭空空/面空导弹的拦截能力.
第三步,发展垂直发射小型机载主动防御武器系统.在小型机载主动防御武器系统基本型的基础上,

突破空空导弹微型直接力应用技术、空空导弹分布式协同作战技术等关键技术,机载主动防御武器在原

来超声速、大机动、逆轨拦截的基础上具备垂直空中发射、初始大机动转弯、全向攻击、分布式协同作

战等能力,军用作战平台的主动防御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６　发展趋势

解决作战飞机自身防御薄弱的问题一直是各国的重点研究方向,机载主动防御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此问题,有效提升作战飞机战场生存能力并掌握空战主动权.本文首次从顶层设计出发提出了机载

主动防御的武器系统架构,并分析了关键技术及未来 “三步走”发展趋势,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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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动喷管伺服机构的解析逆运动学算法研究

马玉海　张　翔　杨毅强　赖谋荣　廉　洁

北京中科宇航技术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使用正交、双摆伺服作动器驱动单喷管来实现推力矢量控制的固体火箭伺服机构,为

克服其由于摆动中心动态下沉引起的零位偏移,以及非理想结构布局下的通道间牵连运动的问题,基于

欧拉旋转定理推导了伺服机构的三维刚体运动模型,同时给出了一种解析逆运动学操纵算法.该模型中

的输入量使用了与控制系统设计所使用的线性化模型相一致的摆角定义,能够同时体现摆动中心下沉量

变化及摆角指令需求变化对伺服作动器及角位移传感器上线位移的影响.因而,其计算结果能够直接同

试验测量数据进行比对.在给定的约束条件及算例参数下,经过与已有隐式算法文献及三维 CAD 软件的

比对,计算结果均能够精确吻合.该模型推导过程物理意义明确,摆角定义精确易用,操纵算法为显式

公式,适于嵌入式飞行控制软件实时计算.
关键词　伺服机构;牵连运动;解耦操纵

０　引言

在各种推力矢量控制的实现方式中,摆动喷管推力矢量控制具有不依赖飞行环境,直接利用发动机

的热结构,无推力损失等优点;缺点为伺服机构驱动功率需求高,接头密封、结构谐振、摆动中心位移

与局部变形引起的非线性等问题[１]难以解决.伺服作动器布局方案的理想状态,是指两路作动器不发生牵

连 (要求摆动中心与上支点不存在轴向距离),伸缩时正负摆角对称 (无法精确实现,作动器力臂最长布

局时不对称度最小)[２].文献 [３]中,分析总结了使用摆动喷管,尤其是柔性接头喷管使用中对控制精度

有影响的因素,主要是非理想安装下的牵连运动、摆角不对称、力臂变化影响,摆动中心位移影响,位

移传递系数变化,预调角设计,以及位置控制系统设计时负载力矩、组合刚度等因素.上述这些问题,

除弹性、振动等与摩擦相关的问题外,宏观上都可以通过建立伺服机构的刚性运动学模型来进行精确分

析和补偿.
本文将已知空间推力指向需求,求两正交作动器的绝对长度的问题称为伺服机构操纵的逆运动学问

题;反之,将已知两正交作动器的绝对长度,求所形成的实际空间推力指向问题,称为伺服机构操纵的

正运动学问题.文献 [２]中以叠加平面修正角的方式给出了不考虑摆动中心位移,非理想安装时牵连运

动、正负摆角与力臂变化的计算公式.文献 [４]使用三维多体动力学软件 ADAMS建立了伺服机构的仿

真模型,并通过设置优化变量,以交联干扰量最小为目标,进行了结构参数的敏感度分析与优化设计.

文献 [５]使用摆动方位角和合成摆角描述喷管的运动,以平面投影方式推导了下支点坐标的计算公式,
但形式较为复杂且没有给出验证算例.文献 [６]使用两通道摆角的相继转动描述喷管的运动,得到三维

坐标变换矩阵,给出了牵连运动的补偿算法以及逆运算的一阶梯度迭代算法;然而从机械操纵的角度,
这种方式不具有对称性,与两通道指令的转动顺序有关,当摆角较大时,应该会造成与控制系统所需的

线性化摆角在反映两通道独立的推力分量上有偏差.文献 [７]使用摆动方位角和合成摆角的相继转动定

义了喷管运动,给出了三维坐标变换矩阵,通过与 ADAMS模型进行对比表明能够精确计算作动器长度,
其中使用的相继转动形式较为抽象,在如何满足运动约束条件的物理意义上并不明显.文献 [８]给出了

完备的刚体喷管三维运动约束条件,列出了非线性方程组,对一个牵连运动较为明显的算例给出了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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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与线性修正模型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表明避免了在牵连运动较严重时偏差增大的问题.
综上所述,针对这两类问题,已有的研究从仿真验证和理论分析方面均开展了工作.仿真验证方面,

可使用 ADAMS[４]或 SimulationX 等通用多体动力学软件,以及 Creo或 UG 等三维 CAD 软件进行运动

学分析,但是无法直接获得简捷、独立的操纵算法,仅适合作为验证手段.为构建独立的操纵算法,理

论分析方面,主要使用３类方法:１)使用平面投影法给出投影面上的修正角度,然后修正下支点坐标的

影响量[２,５];２)定义相继转动的欧拉角或摆动方位角与合成摆角,求出三维坐标变换矩阵,计算下支点摆

动后的坐标[６－７];３)使用解析几何方法,联立约束方程组求解[８].其中平面投影法在处理三维几何问题

上,过程烦琐且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简化和小角度近似.使用相继转动的两个摆角来描述伺服机构的运动,
形式上破坏了两通道操纵的对称性,应该在大角度时存在偏差;使用摆动方位角及合成摆角描述则与控

制系统的输入形式不符.联立约束方程组需要使用迭代算法进行数值求解,难以给出显式的解析解.并

且,上述工作均没有综合考虑摆动中心动态下沉对操纵的影响.

１　问题描述

以典型的火箭发动机摆动喷管推力矢量控制方式为例,如图１所示,俯仰、偏航两通道直线伺服作动

器分别安装于两个正交平面内,运动约束上可等效于两端通过球铰链连接于箭体 (连接点称上支点)及

喷管 (连接点称下支点)上;喷管运动约束上可等效于通过万向节 (实现为具有较大扭转刚度的柔性接

头或带有抗扭结构的球窝铰链)与发动机连接,形成摆动中心;由于发动机工作时内部压强变化,可造

成喷管摆动中心不同程度的轴向位移.通过伺服控制驱动器控制两通道伺服作动器的长度变化,操纵喷

管出口的三维指向变化,实现推力矢量控制.

图１　伺服驱动摆动喷管示意图

首先,在某一通道的平面内对二维结构形式进行分析.根据图１伺服和喷管的悬挂方式,抽象为图２
所示的平面约束运动关系.伺服上支点固联于结构外分支上,喷管处于结构内分支上,内、外分支之间

等效为滑动副;各支点及摆动中心等效为铰链;喷管本身等效为刚体.其中xp 为发动机工作时摆动中心

的下沉量,可以表示为工作压强p (可从传感器测量得到)的函数,xp ＝f(p);H 为冷态 (xp ＝０)时

摆动中心到上支点垂直距离,E 为摆动中心到上支点水平距离,R 为摆动中心到下支点水平距离,L 为摆

动中心到下支点垂直距离.

通电后,伺服机构按照控制指令操纵作动器长度xr 变化,发动机工作时带动喷管下沉量xp 变化,

此两个自由度唯一确定了悬挂的几何位置,即喷管的物理摆角δ(发动机轴线相对于对称轴的偏移角度);

若有角位移传感器,则带动对侧角位移传感器长度xs 同步变化.

当摆动中心与作动器上支点的连线与上支点平面 (通过作动器上支点且与发动机轴线垂直的平面)

１４



图２　伺服平面结构约束关系

夹角β＝０°时不存在牵连运动;当β≤１０°时[８],牵连作用较小,工程应用上可采用两通道独立、线性操纵

方式,即伺服摆角指令δr与作动器长度xr 间的关系为式(１),由冷零位长度xr０,热零位补偿量xrc,以及

指令增量krδr三部分组成,其中kr ＝Əxr/Əδr 为线性化近似的作动器位移传递系数.

xr(t)＝krδr(t)＋xr０＋xrc (１)
当β＞１０°时,通道间牵连耦合运动及正、负摆角的不对称性较为明显,同时常值的零位补偿量难以

适应工作压强的动态变化,从而简单地应用式 (１)将带来推力矢量控制的系统性偏差.
为克服上述摆动中心动态下沉以及非理想结构布局下的通道间牵连运动的问题,需要给出精确的运

动模型.推广到三维情况,所需的伺服机构的逆运动学操纵算法,是输入为推力指向指令,输出为作动

器的绝对长度的函数,如式 (２).反之,伺服机构的正运动学仿真模型,是输入为作动器的绝对长度,
输出为推力指向的函数,即操纵算法的反函数,如式 (３).由于两通道的结构具有对称性,悬挂几何参

数及下沉量作为两者共同的附加参数,角位移传感器长度作为可选的附加输出.
(xr１,xr２,xs１,xs２)＝g(δ１,δ２,xp,H,E,L,R) (２)

(δ１,δ２,xs１,xs２)＝g－１(xr１,xr２,xp,H,E,L,R) (３)
本文第２部分推导了伺服机构的三维刚体运动模型,并从逆运动学、正运动学两方面进行了应用;第

３部分与三维CAD 软件的仿真结果进行了对比验证;第４部分总结了模型及算法的特点.

２　运动分析

２１　一般三维摆动

在图１基础上,为便于问题分析,于摆动中心O 处建立与箭体结构坐标系平行的坐标系O XYZ ,
如图３所示.以俯仰通道作动器 (作动器１)为例,其上支点为A１,下支点为B１.由于假设摆动中心处

扭转刚度为无穷大,则空间的摆动转轴(其方向上的单位矢量为n̂)应限制在YOZ平面内,即沿扭转轴OX
的分量为零.

文献 [８]中的三个约束条件可描述为:

１)B１ 点与B′１ 点到摆动平面OPP′的距离相等.

２)直线OP′⊥ 直线P′B′１.

３)P′点与B′１ 点的直线距离等于R .
其中条件１)对应无扭转的假设,使用上述空间转轴的定义已经自然满足;条件２)与条件３)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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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管的刚性假设,即L 与R 长度为常值且保持垂直.

图３　一般三维摆动示意图

零位时,摆动中心到上支点的矢量记为rE１ ,到下支点的矢量记为rR１,作动器矢量为rR１－rE１; 对

于偏航通道作动器 (作动器２),同理.则得零位时各矢量的坐标向量为式 (４);摆动后,上支点固定不

变,摆动中心到下支点的矢量变为r′R１,作动器矢量变为r′R１－rE１.

rE１＝[H －xp －E ０]T

rE２＝[H －xp ０ －E]T

rR１＝[　L　 －R 　０]T

rR２＝[　L　 　０ －R]T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４)

２２　空间摆角定义

如图４所示,零位时,喷管中心轴的单位矢量记为u ;两通道摆角指令δ１,δ２ 为某值时,喷管中心

轴的单位矢量记为u′. 定义摆动前、后坐标向量形式为式 (５).

u＝
１
０
０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u′＝

cosΦ
cosΦtanδ１

cosΦtanδ２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５)

且满足约束式 (６),称Φ 为合成摆角.

图４　两通道空间摆角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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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arctan tan２δ１＋tan２δ２ (６)
该摆角定义满足单位矢量模为１的约束,且具有两通道对称的形式.其物理意义如图４所示,δ１,δ２

直接为推力轴线与箭体坐标系俯仰、偏航相应平面间的夹角,而与旋转顺序无关.
已知上述中心轴矢量坐标后,易得空间转轴方向的单位矢量为式 (７)

n̂＝
u×u′

|u×u′|
(７)

２３　逆运动学

要求得摆动后的作动器长度,即矢量r′R１－rE１ 的模,需要获得摆动中心到下支点矢量r′R１ 的坐标.

由于已明确约束了空间转轴矢量,本文采用欧拉旋转定理计算.
欧拉旋转定理:在三维空间中,假设刚体在旋转时,内部至少有一点固定不动,则此旋转等价于一

个绕着包含该固定点的固定轴的旋转.
欧拉旋转定理中,合成转动的转轴称为特征轴 (Eigenaxis),其方向上的单位矢量记为n̂ ,转过的合

成转角为Φ .如图５所示,一般矢量r(即OP→)绕轴n̂转过角度Φ 后得到矢量r′(即OP′→),旋转过程中矢

量端点在与转轴垂直的平面PCP′内运动且 ∠PCP′＝Φ,过P′做P′N ⊥CP.

图５　欧拉旋转定理公式推导

根据矢量合成关系可得式 (８).

r′＝OP→′＝OC→＋CN→＋NP→

＝(n̂r)n̂＋[r－(n̂r)n̂]cosΦ＋n̂×rsinΦ
(８)

文献中关于此计算式有若干不同形式[９１０],但可推出与式 (８)是等价的,如式 (９).

r′＝rcosΦ＋n̂×rsinΦ＋(n̂r)n̂(１－cosΦ)

＝r＋n̂×rsinΦ＋n̂×(n̂×r)(１－cosΦ)
(９)

２２节中的n̂,Φ 满足欧拉旋转定理中的定义,则可得从两通道摆角指令δ１,δ２ 到两通道伺服作动器

绝对长度xr１,xr２ 指令的解析分配算法为式(１０).同理,应用该 算法也可对角位移传感器的线位移变化

进行计算,不再展开.

r′R１＝rR１＋n̂×rR１sinΦ＋n̂×(n̂×rR１)(１－cosΦ)

r′R２＝rR２＋n̂×rR２sinΦ＋n̂×(n̂×rR２)(１－cosΦ)

xr１＝|r′R１－rE１|
xr２＝|r′R２－rE２|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１０)

采用与文献 [８]相同的算例进行对比验证,相关的几何常数 H ＝３００mm,E ＝５００mm,R ＝
６００mm,L ＝９００mm,则β ＝arctan(H/E)≈３１°,牵连作用应较为明显.设定摆角指令为式 (１１).

δ１(t)＝sin(t),t∈ [０,２π]

δ２(t)＝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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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计算结果曲线如图６所示,可见作动器零位长度为６０８２８mm,主通道在＋５°摆角时的伸长量

应为４０８７９mm,－５°摆角时的收缩量应为３６１９８mm,不对称性较为明显,不宜再使用线性操纵;当

主通道为＋５°摆角指令时,从通道所需的牵连伸长量最大,为１６８６７mm,牵连运动较为明显,不宜再

使用两通道独立操纵.

图６　典型算例下的牵连运动

对－５°~＋５°间的牵连线位移量与文献 [８]进行逐一对比,如图７ (标注为增量)所示,能够精确吻合.

图７　与文献 [８]中计算结果的对比

２４　正运动学

根据上述逆运动学规律,输入线位移xr１,xr２反解出摆角δ１,δ２,即可得到正运动学模型.正运动

学模型难以给出解析形式,好在数学仿真仅需要在设计计算与地面仿真软件中使用,对计算量优化与迭

代稳定性要求较低.使用通用的数值迭代算法求解逆运算的非线性方程组,如梯度法、高斯—牛顿法、

列文伯格—马夸尔特法[１１]或可信域狗腿法[１２]等都是可以接受的.

正运动学仿真模型的其他典型应用,包括试验数据的分析对比,以及动态下沉量的辨识.图８为典

型联合试车试验历程,其中工作压强为p,角位移传感器测量的角度为δs;通过输入线位移指令,由模型

计算给出预示的发动机摆角为δ,预示的角位移传感器测量值为δsx .

由于角位移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原因,简单处理获得的δs(线位移除以位移传递系数),并不能直接代

表发动机轴线方向,且其对作动器伸缩及摆动中心位移的增益并不相同(近似为 ２ 倍),不易于直接使

用;但通过模型获得的δsx 与δs 可以直接对比.当尚未获取下沉量随压强变化的精确规律时,也可以通过

匹配δsx 与δs 的相似程度,从联合试车试验数据中给出xp ＝f(p)的拟合参数估计.当然,这种用途上对

于牵连运动不明显的构型,按照图２的平面几何关系直接给出二维的正运动学解析解,进行简易计算,精

度也是足够的,不再详述.

５４



图８　典型试验结果分析与辨识曲线 (隐去具体数值)

３　仿真校验

根据文献 [８]中的约束条件,在 Creo软件中建立参数化三维几何模型.模型对喷管结构尺寸和方

位尺寸进行参数化约束.结构尺寸约束基于喷管摆动部分为刚体建立;方位尺寸约束的关键,在于约束

摆动后下支点圆半径在摆动前下支点平面上的投影和摆动前的对应下支点圆半径平行,如图９所示.在

Creo中通过驱动摆动方位角 (保持为零)和合成摆角 (沿主通道－５°~＋５°)进行敏感度分析,即摆角指

令、结构参数与图７中等价,结果如图１０所示,可见与理论模型计算结果完全一致.

图９　建立的参数化三维约束模型

　　
图１０　Creo仿真计算结果

４　结　论

相对于传统伺服机构运动模型中的摆动方位角及合成摆角,本文中给出的摆角定义与控制系统设计

所使用的线性化摆角物理意义相一致,易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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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文中所推导的伺服机构运动模型,能够同时体现摆动中心动态下沉及摆角指令变化对伺服机

构及角位移传感器线位移的影响,便于直接同试验测量数据进行比对,或者用于对下沉量随压强变化的

规律进行辨识等用途.
使用典型算例,与已有文献中的隐式约束方程组计算结果,以及参数化三维 CAD 软件的计算结果进

行了比对,结果均精确相符.
本文所形成的解析逆运动学操纵算法具有显式的计算形式,不需要进行迭代求解,更加适合嵌入式

飞行控制软件的实时计算,具有较好的工程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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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ing the algorithmhtml

ResearchonAnalyticalInverseKinematics
AlgorithmforServoMechanismofSwingingNozzle

MAYu hai,ZHANGXiang,YANGYi qiang,LAIMou rong,LIANJie
BeijingCASAerospaceTechnologyCo,Ltd

　　Abstract　FortheThrustVectorControl(TVC)servomechanismofsolidrocketdrivenwithapair
ofmutuallyperpendicularservoactuators,inordertoovercometheshortcomingsofthezeroposition
offsetduetothedynamicdeflectionofitsswingingpivot,aswellasthecoupledmotionbetweenthetwo
controlchannelsduetoanon idealconfiguration,athree dimensionalrigidbodykinematicsmodelis
derivedusingthe Eulersrotationtheorem,andananalyticalinverse kinematicssteeringlaw is

givenThedefinitionoftheswinginganglesusedasinputsinthismodelisconsistentwithwhatisusedin
thelinearizeddynamicsmodelincontrolsystem design,anditcandemonstratetheinfluencesonthe
lengthofservoactuatorsandtheanglesensorscausedbythedeflectionofswingingpivotandthechanges
ofswinginganglecommands,allatthesametimeSo,itsresultscouldbecompareddirectlywiththeraw
dataacquiredfrommeasurementsintheexperimentsForagivensetofconstraintsandconfigurationdata,

bycomparingtheresultswithanexistingarticleusingimplicitalgorithm,andwitha３DCAD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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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resultsarematchedpreciselyThismodelisderivedwithdefinitephysicalmeaningandwithaprecise
andeasytousedefinitionofswingingangle,moreover,itsalgorithmisinexplicitform,soitis
appropriatetobeusedintherealtimesoftwareembeddedinflightcontrolcomputers

Keywords　ServoMechanism;CoupledMotion;DecouplingSt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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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检测技术在航天器飞行控制中的应用

张　宽　张爱成　邹雪梅　赵凤才　程艳合　汪广洪　谢　源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摘　要　针对航天器飞行控制过程中传统状态监视方法人力成本高、效用有限的问题,提出了使用

数据驱动的异常检测技术进行航天器在轨实时状态监视的方法.本方法从工程任务需求出发,在充分研

究借鉴先进主流状态监视技术的基础上,采用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挖掘建立异常状态检测模型的技术路

线,实现不依赖专家的知识归纳、构建检测模型和在轨实施状态监视.将其应用到在轨重大航天器实际

飞行控制过程中,结果表明了数据驱动的异常检测技术的有效性.

关键词　航天器飞行控制;实时状态监视;异常检测

０　引　言

对在轨航天器进行实时状态监视判断是航天器飞行控制的一项基本工作,目前主要通过人工监视和

计算机辅助监视判断两种方法实现[１].人工监视对监视者专业知识要求较高,我国后续航天任务日益频

繁,呈现出多任务并发准备与执行、任务周期逐渐增长的新常态,高人力成本的人工监视方法远远无法

满足任务的需求.使用计算辅助监视判断具有反应速度快、不确定性低、人力成本较低等优点.
以往的计算机辅助监视判断主要采用遥测参数阈值比判方法,即比对遥测参数取值是否超出事先设

定的正常取值范围.该方法中所有判断规则的发现和阈值的设定均需领域专家发现和确定,判断规则往

往仅能覆盖较为有限的故障案例,阈值的选择人为不确定性较大,基于人工认知往往无法发现多遥测参

数之间的相关性,任务中实际效用有限,亟需发展新的状态监视判断技术.

本文首先介绍了异常检测的概念及其算法分类,然后从健康状态管理理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异常检测发展经验和地面飞行控制中心职能优势等三个角度论证了建立基于数据驱动的异常检

测系统进行航天器状态监视的可行性,进而提出了面向飞行控制中心的异常检测系统构建需求与方案,
最后通过实战案例对其应用效果进行了说明.

１　异常检测的概念及其算法分类

所谓异常,是指动态系统在缓慢演变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参数或非参数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系统

逐步偏离了它的正常状态,并且这种偏离使人怀疑并非随机误差导致,而是产生于完全不同的机制.异

常检测正是用来发现这种变化和偏移的过程.

异常一般可以分为三类[２３]:

１)点异常,即当某个样本与其他样本显著不同时,可视为离群点;

２)基于上下文的异常,即判定某个样本是否异常需结合上下文 (环境)进行判别;

３)协同异常,即单点出现异常不定义为异常,必需多个不同样本同时发生时才算是异常,一般系统

级的异常视为协同异常.

异常检测算法可以分为三种,基于模型的方法 (ModelBased)、基于规则的方法 (RuleBased)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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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据驱动的方法 (Data DrivenBased).
基于模型的方法需要研究人员对系统进行精确的物理或数学建模,基于规则的方法需要对专家的知

识进行抽取、归纳和编码,两种方法均需要大量的人力工作.随着航天器系统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不断

提高,其系统复杂度不断增加,采用人工对系统进行精确建模或编码的方法越发无能为力.
基于数据驱动的异常检测是指通过对 (历史)数据的分析,挖掘归纳出数据蕴含的系统行为规律,

并利用定量的方式来描述可接受的行为特征,以区分和正常行为相违背的、非正常的行为特征来进一步

进行故障诊断和隔离.该技术在故障发生的初期,尤其是故障对整个系统还没有造成重大危害时,就能

发现系统异常并报警,做进一步故障诊断和隔离.与传统的阈值比判方法相比,基于数据驱动的异常检

测技术能够针对所有的系统和部件,在缺少领域专家的情况下同时挖掘多个遥测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对

复杂系统进行建模方式具有明显的优势,但该方法需要积累大量的历史数据.

２　发展基于数据驱动的异常检测技术的可行性

２１　异常检测是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的重要组成

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技术 (PrognosticsandHealthManagement,PHM)是目前故障诊断领域的主

流技术,PHM 是指利用尽可能少的传感器来采集系统的各种数据信息,借助各种智能推理算法来评估系

统自身的健康状态,在系统故障发生前对其进行预测,并结合各种可利用的资源信息提供一系列的维修

保障措施以实现系统的视情维修[４－６].其技术架构图如图１所示.

PHM 架构包括数据获取层、数据处理层、状态监视层 (异常检测)、健康评价层 (故障诊断)、故障

预测层、自动决策与推理和人际交互等七层内容.除人机交互层外,其他六层之间均为串行建设关系,
在PHM 架构下,首先需要进行异常检测,异常作为故障的端倪,发现异常后进一步进行故障诊断.

图１　PHM 技术架构

２２　基于数据驱动策略可以建立高效的异常检测系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提出了集成系统健康管理 (IntegratedSystemsHealthManagement,

ISHM)可以视为PHM 的一个典型案例[７－９],系统异常检测是ISHM 飞行器健康状态管理的一项重要内

容,然而 NASA发现系统在轨异常几乎都是非预期发生的,由于缺少精确模型和专家知识,无法使用基

于模型的方法和基于规则的方法.
由 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 (AmesResearchCenter,ARC)研发的归纳式异常监测系统 (Inductive

MonitoringSystem,IMS)是一种针对航空航天飞行器基于数据驱动技术实现的异常检测系统[１０１１].IMS
于２００４年被提出,经过不断应用和改进,发展至今已经成为 NASA 的复杂系统数据分析的代表技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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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系统状态监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IMS研发经验表明在缺少专家知识或系统精确模型的情形下,
基于数据驱动的理论方法可以建立高效的异常检测系统.

２３　飞行控制中心存在海量航天器在轨数据

一般航天器飞行控制中心不仅是任务控制中心,也是数据汇集、处理和分发中心,积累并存储着海

量的、系统的和全面的任务实战数据,数据资源是飞行控制中心的核心战略资源和独特优势.大量实战

数据可应用于航天器健康状态管理,提升航天器管理水平.

３　异常检测系统建设需求

飞行控制中心建设异常检测系统的总体需求为:“按需高效建模,模型快速部署,系统实时监测,人

机交互友好”,如图２所示.

图２　建设需求

３１　按需高效建模

异常检测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部分需求无法事先定义.随着新数据的不断积累,基于数据驱动的

异常检测模型还存在模型更新的问题.因此,应该具备按需高效建模的能力,包括:

１)具备海量数据的存储、检索和挖掘的能力;

２)具备按需快速建立模型的能力;

３)具备模型检验能力.

３２　模型快速部署

异常检测系统的模型是指通过数据挖掘与分析方法分析数据,获得表征数据分布或变化的规律,并

以数学公式或逻辑规则的形式表达.建立模型后本质上获得的是数学公式或逻辑规则,要使用模型解决

实际问题 (进行异常检测),还需要将模型转变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语言.应用时效性要求模型能够快速

部署.

３３　系统实时监测

异常检测系统与事后分析不同,其核心功能就是可以实时监测系统的异常状态.要使系统具备实时

监测的能力,需要充分考虑数据的码速率、数据解析与预处理速度、评估分析速度三者之间的关系.逻

辑上,三者是串行的,首先要获取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解析和预处理,最后进行异常评估分析.数据

的获取一般由航天器遥测参数的下传周期决定,如果后面两步无法适应数据的码速率,则可能会导致系

统拥塞或系统崩溃,最终影响系统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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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人机交互友好

评估分析的结果最终用于飞控人员的决策,而结果的展现形式和展示内容对于飞控人员对系统状态

的认知和决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４　异常检测系统设计方案

４１　系统架构

为满足异常检测系统建设需求,异常检测系统的系统组成设计如图３所示.

图３　系统组成

系统为二阶五层结构,所谓二阶,即整个系统包括:离线训练系统和在线应用系统.
(１)离线训练系统

离线训练系统主要基于飞控人员监视需求,分析、挖掘历史遥测数据或其他数据,建立满足需求的

数学模型.
(２)在线应用系统

将离线训练系统获得的数学模型转换为计算机程序,对系统进行实时监测,当系统发生异常时向飞

控人员推送异常信息及异常产生原因,辅助飞控人员掌握系统状态和进行飞控决策.
系统从架构的角度分为五层:
(１)数据层

数据层主要负责数据的存储和管理.数据层具体包括两个部分:１)面向离线训练系统的数据存储管

理系统,如 HDFS、Hbase和 Hive等;２)面向任务系统的数据存储和管理系统,如 Oracle和Berkeley
DB等.

(２)挖掘层

挖掘层主要面向离线训练系统提供用于建立模型的各种计算架构和算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１)基

于 Hadoop架构的计算模型和方法,如 MapReduce、Mahout、Spark等;２)基于传统架构的计算软件和

方法,如 Matlab、Weka和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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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模型层

主要面向在线应用系统的各类数据模型,包括知识库和其他各类数据模型.
(４)业务层

主要面向在线应用系统的各类业务逻辑,具体包括知识库转换、数据解析、数据预处理、实时检测、
异常定位、知识库融合和日志服务.

(５)展示层

主要用于展示异常检测的处理信息.

４２　应用流程

异常检测系统的数据挖掘与应用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应用流程

(１)离线训练系统工作流程

离线训练系统首先需要完成历史数据的入库工作,即将历史数据从主任务系统的实时存储配置项中

转移至 Hadoop数据存储平台中 (图中上面步骤①).数据入库后,当信息监控需求输入后,在有领域专

家的情况下,需要与领域专家协商,参考专家意见选择合适的检测参数 (上面步骤②);如果没有领域专

家,则可以根据遥测参数的含义选择部分参数.选择完用于检测的参数后 (上面步骤③),需要选择学习

算法模型 (上面步骤④),并进行数据预处理 (上面步骤⑤).此后采用选好的学习模型,进行训练学习

并形成知识 (上面步骤⑥),最终将知识输入在线应用系统的知识库 (上面步骤⑦).
(２)在线应用系统工作流程

在线应用系统基于外部输入的实时数据和知识库信息对系统状态进行评估.首先需要针对外部输入

的实时数据进行数据解析和数据预处理 (下面步骤①).将预处理后的数据 (下面步骤②)和知识库信息

(下面步骤③)输入异常检测模型,进行系统状态监测和异常评估 (下面步骤④).

５　应用案例与分析

在重大航天器的实际飞控任务中,使用异常检测系统可以较早地发现系统异常,证明了本文提出的

异常检测系统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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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某型深空探测器调姿过程中发现的异常情况

为使探测器长期高精度、高可靠性和高稳定性运行,必须保证足够的姿态控制稳定度.姿态控制

稳定度不够,会产生推力器抖动、姿态控制性能降低和太阳帆板结构损坏等诸多问题.影响探测器在

轨姿态稳定的因素很多,比如探测器挠性结构、姿态控制系统控制能力、空间环境等,且各种因素并

发,复杂地作用于探测器.因此,探测器的姿态变化 (特别是在调姿期间)具有非线性动力学的复杂

特征.
我们采用加权信息熵异常检测模型[１２],通过计算局部时域内的非线性复杂度对探测器的姿态异常度

进行跟踪评估,发现了某型探测器飞行试验任务某次调姿后俯仰角和偏航角均未收敛和稳定的异常现象,
如图５所示.

图５　异常与正常两次调姿收敛对照比较

５２　某大型航天器控制力矩陀螺异常检测

控制力矩陀螺 (ControlMomentGyro,CMG)通过一个高速旋转的转子来获得一定的角动量,并通

过改变角动量的方向对外输出控制力矩.某大型航天器首次采用了６套单框架CMG作为主要的姿态控制

执行机构,在任务期内不断对外输出控制力矩,满足该航天器以及组合体的姿态控制和姿态机动需求.
由于CMG不间断长期运行多年,使用 CMG的航天器一般质量很大、空间环境十分恶劣,CMG 故障率

较高.
我们分别采用基于向量空间和基于图的异常检测方法,监视CMG的在轨运行状态.基于向量空间的

方法将研究对象建模为向量空间中的向量;基于图的方法更加考虑研究对象彼此之间的关联,将研究对

象建模为图中的点,对象之间的关系则建模为边.通过对６个CMG的部分在轨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异

常状态,如图６、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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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基于向量空间方法的CMG异常检测结果

图７　基于图方法的CMG异常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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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论

本文面向航天器飞行控制中的任务状态监视需要,提出了建立基于数据驱动的异常检测系统进行在

轨航天器实时状态监视的方法,按此技术路线可以实现不依赖专家的知识归纳与评估模型构建,极大程

度地降低人力成本.实战案例说明了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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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imingattheproblemofhighcostofmanpowerandlimitedeffectivenessoftraditional
statemonitoringmethodsinthespacecraftflightcontrolprocess,amethodofspacecraftreal timestate
monitoringusingdata drivenanomalydetectionisproposedinthispaperAccordingtotherequiremen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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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thereal timestatewithoutexpertsTheresultsappliedintheactualmissionshavedemonstrated
theeffectivenessoftheapproach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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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二号复杂月表环境下的红外定点探测控制方法

张　宽１　谢　圆１　谢剑锋１　邹雪梅１　付　强２　卢　皓１　张　辉１　于天一１

１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２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摘　要　玉兔二号月球巡视器在轨需使用红外成像光谱仪对特定目标进行精确定点探测.针对红外

成像光谱仪在车体上采用固定方式安装导致成像指向调整受限而无法在复杂月面环境下实施精确定点探

测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视觉引导信息控制车体逼近探测位置实施定点探测的方法.本方法根据拟合

出的局部地形,利用双目相机视觉信息和红外成像视场预估范围计算车体移动控制量,通过不断调整车

体位置姿态最终实现近红外光谱段视场对探测目标的覆盖.在轨应用结果表明了控制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玉兔二号月球巡视器;定点探测;成像指向调整受限;视觉引导

０　引　言

嫦娥四号着陆器 巡视器组合体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３日着陆于月球背面南极 艾特肯盆地的冯卡门撞击坑

内,此后着陆器开展月面就位探测、玉兔二号巡视器开展月面巡视勘察,实现了人类首次月背软着陆和

巡视探测[１].
玉兔二号携带全景相机、测月雷达、红外成像光谱仪和中性原子探测仪等科学探测设备,实现月表

形貌与地质构造调查、月表物质成分和资源勘察、月球浅层内部结构探测等科学探测任务[２－４].其中红外

成像光谱仪的主要任务是获取巡视区周围的可见光谱段图像以及红外光谱段曲线,用于月表矿物组成和

成分分析.任务中科学家系统提出使用红外成像光谱仪对特定目标 (比如具有一定尺寸的石块或坑)进

行精确定点探测[５].
红外成像光谱仪采用固定安装方式设计,无活动机构调整其成像指向,只能通过控制玉兔二号调整

车体位置姿态实现红外成像视场对特定目标的覆盖.为实现对探测目标的矿物组成和成分分析,除可见

光谱段视场覆盖目标物外,还需红外光谱段全部视场均落在目标物体上.红外光谱段成像视场较小,月

表地形起伏复杂[６],且巡视器移动过程中存在滑移现象,一步到位精确调整车体位置姿态进行探测的控制

模式不再适用,而应该采用分步接近移动的逼近控制方法,使得巡视器在考虑各类误差的情况下,既能

保证巡视器移动安全,又能尽量精确地到达目标位置,提高科学探测的成功率.
本文首先分析了红外探测移动控制的要求,提出了基于视觉引导信息控制车体逼近目标探测位置的

方法,最后通过在轨实施情况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１　红外探测移动控制要求

定点探测问题的控制实施约束要求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巡视器移动控制位置精度要求

巡视器移动控制精度要求极高,特别月面一般为非标称水平状态,且移动时存在滑移,需要在这些

约束条件下完成玉兔二号精确移动位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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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车体航向约束要求

由于红外成像光谱仪为无源探测设备,只能探测光照可见部分,探测时对太阳方位有要求,即太阳

光不能从车体的侧后方照到目标上,必须保证光谱仪对目标清晰成像,不受阴影影响.探测时一般需要

通过调整车体航向满足车体太阳方位约束要求.
(３)巡视器目标探测位置可达性约束

巡视器目标探测位置需安全可达,路径上不能存在无法通过的障碍.

２　红外探测移动控制实施方法

由于月面地形起伏情况复杂,车体移动到位后姿态无法准确预测,理论探测位置不能提前准确计算.
借鉴机器学习中强化学习的试错法思想[７８],先控制巡视器到达一个安全初始位置,多次控制巡视器逼近

探测目标位置并实施试探测,若探测结果满足要求则完成探测;否则通过双目视觉相机成像重建月面局

部三维地形信息[９－１１],根据探测结果偏差和三维地形定位信息分析位置姿态调整量,重新进行试探测,
直至满足要求.

方法步骤如图１所示.

图１　方法步骤

２１　探测初始位置点确定及移动

初始位置点是开始逼近探测目标位置的起始位置,要求该点距离探测目标较近且安全可达.从初始

探测位置点逼近探测目标位置时,尽量进行直线行驶逼近,其航向设置应考虑后续探测的可行性.由于

计算和控制误差的存在,玉兔二号移动至探测初始位置点后难以确保满足车体航向约束要求,可根据需

要再次进行移动或原地转弯控制.

在选择初始位置点时,要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１)从车体当前位置至探测初始位置点必须安全可达.初始位置点地形相对平坦,在该点能够对巡视

器进行安全原地转弯控制.

２)初始位置选择应考虑满足后续红外探测航向要求.此外,考虑尽量使后续逼近采用短距离直线行

走,减少原地转弯控制,还应确保探测目标在车体系下的方位角满足如下关系

αtar ＝arctan(a/L) (１)

其中arctan为反正切函数,a 为红外成像光谱仪安装位置相对车体中轴线的偏差,L 为红外成像光谱

仪与探测目标在水平面上的投影距离.玉兔二号探测目标在车体系下的方位角与投影距离的关系如图２
所示.

３)初始位置点距离探测目标不小于安全距离ls.

由于控制误差和月面滑移现象存在,一般实际控制到达位置与规划目标位置有一定偏差,随着偏差

累积增大,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

完成探测初始位置及航向选择后,地面根据感知地形信息,规划从当前点至初始位置之间的路径,

控制巡视器移动至探测初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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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投影距离与探测目标车体方位角关系

２２　初始位置航向分析及调整

玉兔二号向探测初始位置完成移动控制后,分析当前实际到达位置和航向是否满足探测要求.具体

步骤如下:

１)首先实施双目相机 (玉兔二号的导航相机和避障相机)成像.

２)根据运动前后图像对车体当前位置进行视觉定位.

３)基于双目相机图像构建三维地形,在三维地形中计算探测目标相对于车体的位置和方位,评估是

否满足任务要求.

４)若不满足要求,则需对玉兔二号的车体位姿进行调整,规划计算调整量.若在当前位置无法确保

位姿调整的安全性,可将巡视器规划后退至安全位置再实施.

２３　逼近感知探测目标

初始位置和航向满足要求后,实施逼近探测目标移动控制.逼近移动一般采用短距离直线行走,使

用 GNC模式直接驱动方式实施.
完成一次移动后进行双目相机成像感知与红外成像光谱仪探测.

２４　探测效果评估与分析

完成成像与探测后,首先进行红外成像光谱仪探测效果评估,若探测结果满足科学探测要求,则本

次探测成功结束.否则通过双目视觉相机成像重建月面局部三维地形信息,根据探测结果偏差和三维地

形定位信息进行巡视器位置与航向调整分析.
调整量计算可采用三维地形测距和红外可见光图像像素测距两种方法.三维地形测距方法,首先根

据当前车体姿态拟合出局部地形[１１],使用双目视觉相机获取的三维地形,分析红外谱段圆形视场调整至

目标位置时车体位姿调整量.红外可见光图像像素测距方法,适用于红外实际探测视场与目标探测视场

相距较近情形,通过图像像素与成像距离之间的关系计算车体位姿调整量.若两种方法均能计算出调整

量,根据安全性准则指定移动策略.
完成移动策略制定后,重新进行逼近感知探测和探测效果评估与分析,直到探测结果满足科学探测

要求或取消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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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轨实施情况

目前玉兔二号已经顺利完成了历次红外定点探测工作,证明了控制方法的正确性.下面以某月昼红

外探测石块实施情况对方法进行说明.
某月昼,科学家提出探测需求,对玉兔二号 (定义当前位置为S点)西北侧方向的一石块 (定义目

标石块位置为E点,如图３所示)使用红外成像光谱仪进行探测,希望获取并分析石头的矿物组成成分.

图３　探测目标石块

３１　探测初始位置确定及移动

探测时为确保太阳光从车体的侧后方照到石头上,使得光谱仪拍摄到清晰的石头像,而不受阴影影

响,按照预计开展红外探测时间计算太阳位置,根据仿真分析结果确定可行车体航向角范围,如图４
所示.

图４　巡视器探测石块适宜方位图

根据初始探测位置选取要求,选择了初始位置点E０,E０点约束满足情况见表１.

表１　E０点可行性分析

序号 位置点确定原则 E０点满足情况

１ 安全可达 安全可达,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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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位置点确定原则 E０点满足情况

２ 满足航向约束要求 设计航向角为可行范围的中间值,满足要求

３ 初始位置点距离探测目标距离 大于ls, 满足要求

４ 地形相对平坦 能够进行原地转弯,满足要求

E０点和E点相对于S点的位置,以及从S点到E０点路径规划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从S点到E０点路径规划结果

实施控制后,玉兔二号实际到达位置及航向与规划E０点位置及航向偏差相对较小,此处月壤滑移现

象不明显,无需对初始位置和航向进行调整,可直接进行后续逼近感知探测工作.

３２　逼近感知探测与效果评估分析

玉兔二号从E０点开始向目标逼近,至完成探测共经历３次移动与评估,各次情况见表２.

表２　从E０点向目标逼近过程

序号 位置点 红外成像结果评估 分析结果及控制量

１ E０
不满足要求

目标石块未在红外可见光视场范围内
　基于双目视觉图像的方法计算需向前移动Δ１距离,到达E１点

２
E１ (向前

移动Δ１)

红外成像不满足要求

　基于红外图像的方法计算需原地左转Θ１角度并前进Δ２,为确保安

全性,分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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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位置点 红外成像结果评估 分析结果及控制量

３
E２ (原地左

转Θ１角度)

红外成像不满足要求

　继续实施直线前进Δ３到达E３点

４
E２ (直线前

进Δ３)

红外成像满足要求

—

表２的结果表明,三维地形测距方法适用于较大尺度位姿调整,即红外成像视场与目标视场距离较远

时,可通过一次移动使探测目标进入红外可见光成像视场中.红外可见光图像像素测距方法适用于位姿

精调,即当探测目标进入红外可见光成像视场后,可多次实施位置或姿态的细微调整.

在轨实施情况在验证方法的正确性的同时也验证了其高效性.

４　结　论

本文面向玉兔二号月球巡视器在轨使用红外成像光谱仪对特定目标进行精确定点探测需要,提出了

一种基于视觉引导信息控制车体逼近探测位置的方法,该方法能够解决在复杂月表环境中无法一步到位

控制车体位置姿态实现红外准确探测的问题.玉兔二号的在轨实施情况验证了方法的正确性和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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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redFixed PointDetectionControlMethodof
JadeRabbit ２inComplexLunarEnvironment

ZHANGKuan１,XIEYuan１,XIEJian feng１,ZOUXue mei１,FUQiang２,

LU Hao１,ZHANGHui１,YUTian yi１

１BeijingAerospaceControl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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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UptothescientificobjectivesofChangE ４mission,fixed pointdetectioniscarriedout
usingtheVisibleandNear InfraredImagingSpectrometer (VNIS)installedontheJadeRabbit ２lunar
roverAsVNISisinstalledinafixedwayontheroverbody,theadjustmentofimagingdirectionislimited
anditisunabletocarryoutaccuratefixed pointdetectionincomplexlunarenvironmentAmethodbased
onvisionguidingtocontroltheroverapproachingdetectionpositionisproposedinthispaperforcarrying
outthefixed pointdetectionAccordingtothefittedlocalterrain,themethodusesbinocularcamera
visioninformationandimagingviewfieldofVNIStocalculatetheRovermovementcontrolamount,and
finallyrealizesthecoverageofnear infraredspectrumviewfieldtothedetectiontargetbycontinuously
adjustingtheroverspositionandattitudeTheon orbitapplicationperformancehavedemonstratedthe
effectivenessoftheapproachproposed．

Keywords　JadeRabbit ２lunarrover;Fixed pointdetection;Limitedadjustmentofimaging
direction;Visiongu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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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系统数据分析软件设计

田　欢１,２　陈　童１,２左从杨１,２　纪宝亮１,２　张仲良１,２

１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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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人工处理伺服系统测试数据费时费力、效率低的问题,使用 MATLABGUI设计了一

款伺服系统数据分析软件.该软件可以自动分析处理数据,生成 Word报表,还兼具伺服系统仿真和参数

离散化功能.校验结果表明该软件可以实现预期功能,有效减轻了测试人员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关键词　伺服系统;MATLABGUI;数据分析;软件设计

０　引　言

伺服系统是运载火箭发动机的执行机构,用于控制发动机喷管的摆角,从而控制运载火箭的飞行方

向[１２].为了测试伺服系统的性能,需要将伺服机构装到发动机上,输入扫频信号 (低频段信号波形如图

１所示),采集其输出信号.由于测试设备的限制,采集到的输出信号数据通常是未经处理的一个数万行

的矩阵.测试人员需要手动将数据分割、拟合、计算幅频和相频特性、绘制伯德图,费时费力,属于典

型的重复性工作,影响了实验分析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编写一款伺服系统数据分析软件代

替人工处理实验数据.MATLAB为用户提供了功能强大的集成图形用户界面开发环境 (GUIDE),通过

GUIDE,用户可方便、快捷地设计图形用户界面 (GUI),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３５].此外,测试伺服控

制参数时需要使用Simulink模型仿真,使用 MATLAB设计 GUI可以很方便地实现此功能.

图１　输入信号低频段波形

１　设计工具介绍

在 MATLAB主界面的应用窗口输入 “guide”,按＜Enter＞键,在弹出的窗口中新建空白 GUI,就

进入了GUI设计界面.GUI的左侧是控件工具栏,右侧是设计区.最新版本有１５个控件,本文使用到的

４６



控件及介绍见表１[６８].

表１　控件介绍

控件名称 控件功能

按钮 (PushButtons) 执行某种预定的功能或操作

复选框 (CheckBoxes) 多个复选框组成一个复选框组时,可在一组状态中作组合式的选择

文本编辑器 (Editab１eTexts) 用来使用键盘输入字符串的值,可以对编辑框中的内容进行编辑、删除和替换等操作

静态文本框 (StaticTexts) 显示单行的说明文字

边框 (Frames) 在图形窗口圈出一块区域

新建 GUI后会同时生成以下两个文件:

１)fig文件.该文件包括 GUI的图像窗口和所有子对象的完全描述以及所有对象的属性值.

２)m 文件.该文件包括用户用来发布和控制界面的各种函数,不包含任何组件的布置信息.
应用 GUIDE 设计一个完整的 GUI基本过程如下:

１)根据 GUI的功能,选择需要使用的功能按钮,添加到 GUI中.

２)根据设计需要,利用 GUIDE提供的布局工具,完成 GUI中各个对象的布局.

３)打开各功能按钮的属性查看器,设置 GUI中的相应属性.

４)为 GUI对象编写必要的回调函数 (callback),以保证所设计 GUI能正确响应用户的操作.

５)进行 MCC编译,生成exe独立运行文件.

２　软件设计

软件的界面如图２所示.本软件所有功能集成于一个界面,避免了使用软件时层层打开,更直观方

便.软件共分为三个模块:数据处理分析模块、系统仿真模块和参数离散化模块.

图２　数据分析软件界面

２１　数据处理分析模块

数据分析功能是本软件最重要的功能,如图１所示.该模块包括伺服机构选择、数据幅值选择、数据

频率点选择、起始波数、采用波数、各频率点时刻等部分.各个部分的功能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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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数据分析模块各部分功能

名称 功能

伺服机构选择 选择伺服机构

数据幅值选择 选择数据幅值

数据频率点选择 选择需要分析的频率点

起始波数g０ 输入各频率点从第几个波开始截取

采用波数gn 输入各频率点截取几个波

扫频各频率点时刻 输入各频率点的起始时刻

MATLAB内置的 Word组件可以很方便地生成 Word报表,可以极大地简化测试人员的工作量.调

用 Word服务器及初始化的程序如下所示:

try％如果 Word服务器已打开,则返回句柄

myWord＝actxGetRunningServer(̍WordApplication̍);

catch％否则创建 Word服务器,并返回句柄

myWord＝actxserver(̍WordApplication̍);

end
set(myWord,̍Visible̍,１);％设置 Word服务器可见

myDoc＝myWordDocumentAdd;％新建空白文档

％Content接口操作

myContent＝myDocContent;％返回文档的Content接口的句柄

myContentStart＝０;％设置文档Content的起始位置

title１２３＝strcat(̍　　　＃伺服机构频率特性(̍,(num２str(round(X０∗１０)/１０)),̍°输入)̍);

２２　系统仿真模块

系统仿真模块的功能是利用搭建的Simulink模型[９] (图３),仿真验证控制参数的控制效果.伺服系

统控制器采用比例加双陷波滤波控制[１０],其结构为

N s( ) ＝K

s２

ω２
１
＋

２ξ１

ω１
s＋１

s２

ω２
１
＋

２ξ２

ω１
s＋１



s２

ω２
２
＋

２ξ３

ω２
s＋１

s２

ω２
２
＋

２ξ４

ω２
s＋１

,ξ１ ＜ξ２,ξ３ ＜ξ４ (１)

该控制方式包含７个控制参数,分别为K,ω１,ω２,ξ１,ξ２,ξ３,ξ４ .
输入系统仿真控制参数,单击伺服系统仿真分析,仿真模型将调用输入的参数进行仿真分析,并输

出对应的幅频和相频曲线.

图３　伺服系统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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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参数离散化模块

控制参数确定后,需要将其离散化,才能输入伺服系统控制器.为了方便使用,该软件加入了控制

参数离散化功能.
双线性变换可以消除频率的混叠,适用于伺服系统采用的带阻滤波器[１１],因此采用双线性变换将控

制参数离散化.双线性变换的方式为

s＝
２
T

z－１
z＋１

(２)

系统仿真模型控制参数填写完毕后,单击参数离散化按钮,K１~K９共９个参数就会显示在软件界

面上.

３　软件校验

３１　数据处理分析功能校验

选择B１伺服机构,０５°幅值,按照图４ (a)所示填写完成各项数据.单击数据处理分析后,生成的

Word报表如图４ (b)、(c)所示.报表包括伺服机构频率特性数据表和角位移伯德图两部分.报表数据

可以直接复制到报告中,方便快捷.

图４　数据处理分析功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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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数据处理分析功能应用 (续)

３２　系统仿真功能及参数离散化功能校验

按照图５所示,随意输入一组参数 (并非实际控制参数),校验软件功能.

图５　系统仿真模型控制参数

单击系统仿真分析,软件将输出图６所示系统的幅频和相频特性曲线.从生成的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出

该控制参数是否符合性能指标要求.

图６　系统仿真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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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参数离散化,离散后的参数将显示在软件界面 (图７).离散后的９个控制参数可以直接输入伺

服控制器.

图７　控制参数离散化结果

４　结论

针对人工处理伺服系统测试数据费时费力、效率低的问题,本文利用 MATLABGUI设计了伺服系

统数据分析软件.通过按照频率点切割数据、非线性拟合等方式,实现了测试数据的自动处理,并可自

动生成 Word报表,有效减轻了测试人员的工作量,提高了测试效率.此外,本文所设计软件还兼具伺服

系统仿真和参数离散化功能,方便了研发人员修改测试伺服系统控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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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viewofthetime consumingandinefficientproblemofmanualprocessingofser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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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testdata,adataanalysissoftwareofservosystemisdesignedbyusing MATLAB GUIThe
softwarecanautomaticallyanalyzeprocessingdata,generatewordreports,andalsohaveservosystem
simulationandparameterdispersionfunctionsThetestresultsshowthatthesoftwarecanrealizethe
expectedfunction,effectivelyreducetheworkloadofthetesterandimprovetheworkefficiency．

Keywords　Servosystem;MATLABGUI;Dataanalysis;Softwar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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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卫星高精度历元间差分轨道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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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统研究了 GRACE 卫星高精度历元间差分轨道解算的原理和方法,编制了 GNSS_

LEO _PD 差分轨道解算软件,并解算了一个星期的 GRACE 卫星数据,相比于JPL 事后精密差分轨道,

各个分量的精度为厘米级甚至亚毫米级,软件最终的差分轨道３D_RMS精度为１~２cm .该差分轨道可

以为 GRACE 卫星的精密定轨以及速度场的解算提供高精度的相对基准,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GNSS;导航卫星;差分轨道;GRACE;低轨卫星

０　引　言

与传统地基卫星跟踪系统相比,星载 GPS技术可以提供相对经济、精确、连续、完整的低轨卫星轨

道跟踪服务,该技术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低轨卫星定轨手段[１４].随着星载 GPS技术的逐渐成熟,基于该

技术的定轨方法主要包括:动力学法、约化动力学法和运动学法等.相比于基于动力学模型的动力学法

和约化动力学法,运动学法不受卫星动力学模型误差的影响,独立于轨道特征,特别对低轨卫星来说不

受大气阻力模型误差的影响,定轨结果比较稳定.截至目前,星载 GPS技术在我国很多航天飞行器的精

密轨道确定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以上所述,研究星载 GPS低轨卫星运动学精密定轨具有一定

的意义[５８].

由于原始的星载 GPS载波相位观测值中含有整周模糊度,一旦能够准确地固定出整周模糊度,就可

以将其转换为毫米级精度的距离观测值,从而能够进行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的定轨定位[９１２].在实际情况

下,由于低轨卫星的高动态飞行,载波相位观测值中的整周模糊度很难精确固定.采用历元间相位差分

技术可以有效避免整周模糊度影响,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例如瑞士 AIUB (AstronomicalInstitute,

UniversityofBerne)的Bernese软件和 UNB (TheUniversityofNewBrunswick)的DIPOP软件都是采

用该模型实现定轨定位.通过历元间相位差分方法可以精确计算差分轨道,为速度场反演以及其他动力

学、约化动力学模型提供重要输入[１３１５].

本文系统研究了历元间相位差分技术解算GRACE卫星差分轨道的原理和具体算法,编制了低轨卫星

历元间差分轨道解算软件 GNSS_LEO_PD,解算了 GRACE_ A 和 GRACE_B卫星２０１１年年积日为

２１３天至２０１１年年积日为２１９天共一个星期的历元间差分运动学轨道,进一步做内外精度统计分析工作.
需要 特 别 指 出,本 文 采 用 的 观 测 数 据 质 量 控 制 方 法 为 “Majority VotingandIterativeScreening
Procedure”,先验轨道为双频P码无电离层延迟伪距解算的几何轨道.

１　历元间差分轨道计算方法

GRACE卫星历元间差分轨道解算主要原理:根据星载 GPS接收机在相邻历元之间共同跟踪到的导

航卫星载波相位观测值建立历元间相位差分观测方程,采用最小二乘原理或者卡尔曼滤波的方法解算轨

道差分值.下面重点研究建立观测方程的具体形式和推导过程,首先定义本文所涉及的表达式和符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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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含义:j表示导航卫星编号,j＝１,,ns, 其中ns 为该历元时刻低轨卫星观测到的导航卫星数量;

m 表示导航卫星发射的信号频率编号,其中m＝１,２;fm 表示GPS导航卫星发射的第m 个载波信号频

率;λm表示GPS导航卫星发射的第m 个载波信号波长;δ表示t时刻星载接收机钟差,且t＝t′－δ;δj 表

示t－τj 时刻编号为j的导航卫星钟差;Ij
m 表示m 波段信号在传播过程中受到电离层延迟影响距离大小,

针对载波信号 L１、L２,令Ij
１＝Ij,则Ij

２＝
f２

１

f２
２
Ij

１;ρj表示导航卫星在信号发射时刻 (t－τj)至星载接收机

信号接收时刻t的几何距离;Lj
m表示星载接收机对编号为j的导航卫星第m 个频率波段的载波相位伪距观

测值 (m);nj
m 表示星载接收机对编号为j的导航卫星第m 个频率波段的载波相位整周模糊度 (周).

考虑相对论效应的影响,载波相位伪距观测方程可以写成

Lj
m ＝ρj ＋cδ－cδj ＋cδr －cδj

r ＋λmnj
m －Ij

m ＋ΔLj
m (１)

为削弱电离层延迟误差的影响,采用无电离层影响组合观测值L３,以上相位观测方程可以重新写成

Lj
３＝ρj ＋cδ－cδj ＋cδr －cδj

r ＋
１

f２
１－f２

２
(f２

１λ１nj
１－f２

２λ２nj
２)＋ΔLj

３ (２)

假定星载接收机对导航卫星j连续跟踪,历元间的相位观测值差分可以消除整周模糊度参数.对于相

邻历元i以及i－１(i＝２,３,,n)L３ 载波相位观测值组成差分观测方程得到

ΔLj
i ＝Δρj

i ＋cΔδi－cΔδj
i ＋cΔδr －cΔδj

r ＋ΔLj
j (３)

对于不同的 GPS导航卫星,历元间的相位差分观测方程是独立的.因此可以对所有相邻历元间共同

跟踪的导航卫星建立载波相位观测误差法方程,具体形式如下:
应用 Taylor级数一阶展开,对式 (３)线性化得到

ΔLj ＝F(xi,xi－１)＋
ƏF(xi,xi－１)

Əxi
dx＋

ƏF(xi,xi－１)
Əxi－１

dxi－１

＝Δρj
i ＋cδi－cΔδj

i ＋cΔδr －cΔδj
r －

xj －x
|r➝j －r➝| i

dxi－
yj －y

|r➝j －r➝| i
dyi－

zj －z
|r➝j －r➝| i

dzi＋

　cdδi－cdδi－１＋
xj －x

|r➝j －r➝| i－１
dxi－１＋

yj －y
|r➝j －r➝| i－１

dyi－１－
zj －z

|r➝j －r➝| i－１
dzi－１＋ΔLj

３

(４)
将式 (４)在已知先验轨道处写成简洁误差方程形式

(ΔLi－F(x０))＋wi＝Bidxi－Bi－１dxi－１ (５)
定义dΔxi＝dxi－dxi－１,li＝ΔLi－F(x０),δBi＝Bi－Bi－１ ,对于观测１m 的位置精度,δBidxi－１

项所产生的误差约为１cm,因此可以忽略.Bi,F (x０),li 的具体形式在这里就不具体描述,则式 (５)
可以重新写成

BidΔxi－li＝wi (６)

假定对于所有的载波相位观测值Lj
i 具有相同的观测中误差σϕ,考虑相位差分观测值的观测权矩阵

PΔϕ, 差分观测法方程可以重新写成

BT
i PΔϕBidΔx＝BT

i PΔϕili (７)

根据误差传播定律,载波相位差分观测值方差为:δ２
Δϕ ＝２δ２

ϕ, 定义测距码伪距观测值权阵为单位权

阵,因此可以得到:PΔϕ ＝
δ２

c

２δ２
ϕ

.定义观测法方程矩阵 (NEQ):Ni＝BT
i PΔϕBi ,观测方程最后解算的

差分轨道改正值为

dΔxi＝N－１
i BT

i PΔϕli (８)
综上所述,对于相邻的两个历元,如果同时跟踪到的 GPS导航卫星的数量大于四颗,则可以根据以

上的公式推导解算出基于载波相位差分观测值的低轨卫星差分轨道.理论上低轨卫星的差分轨道精度应

该与载波相位观测值的观测精度相当.根据历元间相位差分原理编制了历元间差分轨道解算软件 GNSS_

LEO_PD,具体的数据处理流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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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低轨卫星历元间差分轨道解算流程图

２　算例分析

本文采用 GNSS_LEO_PD软件解算了 GRACE_ A和 GRACE_B卫星的历元间差分轨道,采用的

数据为:１)GRACE_ A和 GRACE_B卫星观测数据 GPS１B (DOY２１３ ２１９/２０１１,采样时间１０秒);

２)IGS提供的最终 GNSS导航卫星精密轨道 (１５分钟SP３精密轨道);３)IGS提供的最终 GNSS导航卫

星精密钟差 (３０秒间隔精密钟差文件);４)JPL提供的 GRACE_ A 和 GRACE_B卫星事后精密轨道

(６０秒间隔 GNV１B精密事后轨道).下面对解算结果进一步进行分析统计,评价差分轨道解算质量.
(１)导航卫星观测情况统计

以GRACE_ A与 GRACE_B卫星２０１１年８月１日 (DOY２１３/２０１１)这一天的星载 GPS观测文件

为算例,统计这两颗低轨卫星采用 “MajorityVotingandIterativeScreeningProcedure”数据质量控制法

预处理后有效的观测卫星数量以及观测条件精度因子PDOP值.

由图２可以看出,DOY２１３/２０１１这一天 GRACE卫星在相邻历元间共同跟踪的有效导航卫星数量在

大部分历元处于６~８颗,观测精度因子PDOP值基本处于２~４之间,综上所述GRACE卫星对导航卫星

的跟踪情况及观测条件良好,为下面进一步地解算历元间差分轨道提供重要保证.
(２)内符合精度统计情况分析

GRACE卫星相位差分观测方程解算的相位差分观测值中误差、差分观测值与计算值的差值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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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GRACE卫星观测有效导航卫星数量和观测条件统计图

以及各种线性组合类型观测值之间的差值虽然不能直接反映差分轨道解算的质量,但是也是反映观测方

程解算的结果内符合精度的重要指标.图３表明DOY２１３/２０１１这一天解算的相位差分观测值中误差大小

处于０~００１m 之间,O－C处于０~０００５m 之间,图４表明相位差分与测距码差分之差处于分米级,
通过这些数据统计可以看出GRACE卫星观测方程解算的结果内符合精度比较高,从侧面反映差分轨道的

质量可靠性高.

图３　GRACE卫星相位差分观测方程内符合精度分析统计图 (DOY２１３/２０１１)

(３)外符合精度统计情况分析

外符合精度可以直观地反映 GRACE卫星差分轨道解算的质量.图５表明 GRACE卫星在 DOY２１３/

２０１１这一天解算的差分轨道相比于JPL事后精密差分轨道,在差分分量X、Y、Z方向大部分历元精度处

于厘米级甚至毫米级,且X、Y方向的精度明显优于Z方向,主要由于 X、Y 方向的观测条件优于Z方

向.为进一步验证本文算法的合理性以及软件的可靠性,解算了一个星期的 GRACE卫星星载观测数据,
图６与表１共同表明:GNSS_LEO_PD软件解算的 GRACE卫星的差分轨道在 X、Y、Z三个分量方向

的精度优于厘米级,且大部分历元达到亚毫米级水平,最终的３D_RMS精度处于１~２cm 之间,差分轨

道的精度为厘米级甚至可以达到亚毫米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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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GRACE卫星相位差分值与测距码差分值之差统计图 (DOY２１３/２０１１)

图５　DOY２１３/２０１１GRACE卫星差分轨道与JPL事后精密 GNV１B差分轨道差值统计图

图６　GRACE卫星一星期差分轨道与JPL事后精密 GNV１B差分轨道差值统计图 (DOY２１３~２１９/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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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一个星期GRACE卫星差分轨道与JPL差分轨道相比较统计表

２０１１年 Delta_X Delta_ Y Delta_Z ３D_RMS Delta_X Delta_ Y Delta_Z ３D_RMS

DOY２１３

DOY２１４

DOY２１５

DOY２１６

DOY２１７

DOY２１８

DOY２１９

GRACE_ A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GRACE_B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

３　结　论

本文系统地研究了GRACE卫星历元间差分轨道解算的基本原理,导出差分轨道解算的基本观测方程

以及方程解算具体过程,在此基础上设计出软件实现的具体算法和数据处理流程图,编制了 GNSS_LEO
_PD软件,利用该软件解算了 GRACE卫星的历元间差分轨道,差分轨道在 X、Y、Z三个分量方向的

精度优于厘米级,且大部分历元达到亚毫米级水平,差分轨道最终３D_RMS精度为１~２cm.高精度的

GRACE卫星历元间差分轨道可以为低轨卫星的速度场解算以及精密定轨提供重要的位置相对基准,且在

此基础上与动力学定轨相结合可以提供可靠的虚拟观测量,保证精密定轨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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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SatellitesPreciseEpoch
DifferenceOrbitCalculating

FANCheng cheng１,２,YINZeng shan１,２,TIANLong fei１,２,LIUGuo hua１,２,

LIUYang１,２,WANGXu hui１,２

１InnovationAcademyforMicrosatellitesofCAS;

２ShanghaiEngineeringCenterforMicrosatellites

　　Abstract　Thispapersystematicallystudiedtheoryandmethodsofthephasedifferencebetweenthe
epochoftheGRACEsatellitestocomputeprecisedifferenceorbit,preparedthesub orbitalsolver
softwarenamedGNSS_LEO _ PD,andcalculatedaweek＇sGRACEsatellitedata,comparedwithJPL

post precisiondifferentialorbit,theaccuracyofeachcomponentcouldreachcentimeter leveloreven
sub millimeterlevel,thefinaldifferentialtrack３D_RMSaccuracycouldreach１~２cmThedifferential
orbitcould provide high precision relative benchmark for the GRACE satellites precise orbit
determinationandthevelocityfieldsolving,ithadsomesignificancetodoit．

Keywords　 GNSS;Navigationconstellation;Differenceorbit;GRACE;LEO

７７



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卫星遥感影像云检测方法

刘　迪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摘　要　卫星遥感图像的云层检测在遥感图像处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能区分出影像中是否存在薄

云、厚云和无云,在后续去除云和目标检测任务中可以提高遥感数据的可用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深

度学习框架的云检测新方法,将云检测问题转化为分类问题.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 VGG１６的基础上进行

修改,将其作为特征提取器进行训练,然后使用训练后的特征提取器自动学习行为良好的特征.最后,
在学习到的特征上训练随机森林分类器以区分出存在薄云、厚云和无云的类型.通过与其他特征提取的

方法进行对比,本文利用深度学习网络作为特征提取器的方法能更好地检测出薄云、厚云和无云.
关键词　卫星遥感图像;云检测;卷积神经网络;VGG１６;随机森林

０　引　言

光学遥感卫星图像可以为气象监测、资源调查、军事侦察等诸多领域提供充足的信息.然而,这些

图像通常会受到天气条件的影响而退化,如雾霾、云遮挡等,这些天气条件是无法控制的[１].这些云区域

不仅会导致收集到的信息丢失,还会使目标检测、物体识别和其他进一步处理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大大

降低了遥感数据的质量和利用率,还增加了遥感图像分析和应用的难度[２].为了提高遥感图像的可用性,
必不可少的是在进行任何特定任务的遥感分析之前进行云检测.

目前对于云检测的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阈值的方法,另一类是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
基于阈值的方法是逐个像素提取其手工特征,然后设置阈值或学习二进制分类器以确定此像素是否属于

云区域.文献 [３]使用两步直接阈值技术来分离降级 AVIRIS数据中的清晰像素和混浊像素.文献 [４]
将双谱复合阈值技术与两个通道的图像的２０天复合图像结合使用以进行云检测.阈值法计算速度快,但

忽略了云的结构和纹理,检测结果依赖于传感器.与阈值方法相比,基于分类的云检测方法在自动化检

测过程和提高检测性能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文献 [５]中,人为地提取了每个像素的光谱、纹理和结构

特征,然后,利用积分特征信息在模糊自动编码器神经网络中实现云和云阴影检测.
近年来,深度学习方法已经在计算机视觉的各种任务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图像分类[６]、对象检

测[７].近年来被广泛应用在目标检测方法中的卷积神经网络 (CNN)[８１０]可以自动提取特征,该方法将像

素或分割的超像素作为研究对象.在上述方法中,通过这些不同的模型自动提取云、云阴影或雪的特征,
并通过训练样本优化模型参数以实现检测任务.

论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卫星遥感影像云检测方法,将云检测问题转化为分类问题.在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结构上进行修改,将其改进为特征提取器,自动提取输入网络的遥感图像特征.将提

取出的特征输入分类器.在遥感图像库中进行实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较好地对云遮挡进行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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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基于深度学习的云遮挡检测方法

１１　卷积神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CNN)是一种前馈人工神经网络,是神经网络的扩

展,它可以提取区域特征并以此用于分类任务.CNN模仿人类的视觉皮层系统,其中局部感受野是识别

图像模式的关键.在卷积层中,几个二维内核从左上到右下逐像素地与输入图像进行卷积,就像一个

“滑动窗口”.在人眼中作为局部感受野起作用的同时,在前几个层中提取基本特征,例如从各种方向提

取边缘.CNN在神经网络领域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权重共享的实现,在相同的特征图上应用相同的权重,
通过显著减少训练参数的数量来提高学习效率[１１].

CNN中有两种基本层类型:卷积层和池化层,如图１所示.随着 CNN 的发展,加入了激活函数和

Dropout以提高CNN的性能.在CNN的最后一层,根据任务类型选择不同的损失层.

图１　CNN整体结构

１２　卫星遥感影像特征提取方法

深度学习能够将原始输入转换为更高、更抽象级别的表示.其关键在于这些特征不是由人工设计的,

而是通用学习过程从数据中学习得到的.卷积神经网络 (CNN)是一种优秀的特征提取器,它可以对原

始图像的特征和表征形式进行端到端的学习,进而进行分类任务,免去了手工设计特征的麻烦.基于

CNN的算法近年来在ImageNet大规模视觉识别竞赛 (ILSVRC)中取得了超人类的成果,并且 CNN 作

为特征提取器已经被广泛用于计算机视觉任务中[１２１４].近年来,AlexNet[１５]、VGGNet[１６]等在计算机视

觉任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经典网络相比,VGG１６具有更清晰的层次结构.如图２所示,它由１３
个卷积层和３个完全连接的层组成.１３个卷积层分为５个阶段,每个阶段由两层或三层组成卷积层使用３
×３内核,步长为１,填充为１,以确保每个激活映射保留与前一层相同的空间维度.在每次卷积之后立

即执行ReLU激活,并且在每个块的末尾使用最大汇集操作以减小空间维度.最大池化层使用２×２内

核,步长为２且无填充,以确保来自前一层的激活映射的每个空间维度减半.激活单元全部是 ReLU,并

且Dropout作用在Fc６和Fc７这两个全连接层上,使得训练时间得以缩短,防止过拟合 (overfitting)现

象的出现.经过缩小的２２４２２４RGB图像通过向前传播,通过８个卷积层和３个完全连接的层来计算特征.

VGGNet的卷积层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特征图的空间分辨率单调递减,特征图的通道数单调递增.
特征信息的代表性会随着网络层数逐渐加深,输入的图像通过网络得到的抽象特征表征能力也越来越

强,如图３所示,经过逐层卷积处理可视化特征可以看出,网络提取的特征逐渐淡化内容,而是突出特征.
为了避免网络参数过多产生过拟合现象和克服训练样本数量有限的不足,采取迁移学习的方法,将

被大规模图像数据集训练好的 VGG１６用来对遥感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在 VGG１６网络结构上进行修改,
将Fc７之后的结果移除,其余部分视为新数据集的固定特征提取器,调整所有图像的大小,使用海量数

据集ImageNet初始化该深度网络的参数,以便与CNN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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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VGG１６网络结构图

图３　可视化特征图

１３　云遮挡检测模型

本文将薄云、厚云和无云的检测转化为分类问题.将提取出的特征通过分类器的学习来判断该影像

属于上述三种中的哪种情况.
随机森林[１７]是使用树型分类器进行分类和回归的集成方法的总称,其中 {h(x,βk),k＝１,}是独

立的均匀分布的随机向量,x 是一个输入模式.在训练中,“随机森林”算法会创建多个类似CART的树,
每个树都在原始训练数据的自举样本上进行训练,并且仅在输入变量的随机选择子集中进行搜索以确定

拆分 (针对每个节点).每棵树的生长如下:随机抽取 N 个样本 (训练集中的事件),并替换原始数据;
该样本将成为树木生长的训练集;在每个节点上,从M 个输入变量 (m＜M)中随机选择m 个预测变量,
并使用在这m 个预测变量上的最佳拆分来拆分节点.每棵树都尽可能地生长,不可修剪.为了进行分类,
随机森林中的每棵树在输入x 处对最受欢迎的类别进行单位投票.分类器的输出由树的多数票决定.对

于大规模系统随机森林与当前的分类算法相比具有更高的准确性[１８].
将 VGG１６的最后Soft max层替换成随机森林分类,来预测输入模式的标签,其中分类标签为薄

云、厚云和无云,如图４所示.被CNN提取出的４０９６个特征向量被馈送到随机森林中进行学习和测试.
一旦对随机森林分类器进行了良好的训练,它将执行识别任务并针对具有这种自动提取特征的测试图像

做出新的决策.在实验中,使用默认参数 (树木数为５００)训练了随机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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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修改后网络结构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数据集

本次实验使用的卫星遥感影像采用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 WorldView３,如图５所示.其中包含薄云

层、厚云层的遮挡和无云层遮挡情况.

图５　WorldView３卫星遥感影像

将收集到的 WorldView３影像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其中训练集为２０００幅,测试集为５００幅.将

训练集输入检测模型中进行网络的训练,将测试集输入训练好的模型中对卫星影像是否存在薄云、厚云

遮挡和无云进行判定.

２２　实验结果

通过总体分类精度和 Kappa系数来评估本文所用方法和其他方法的检测性能.
如表１、表２所示,本文方法相比于传统特征提取和分类的方法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分类结果.得到

的 Kappa系数也高于其他２种方法,因此分类精度也高于其他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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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分类精度评价结果比较

方法 OA

SIFT＋随机森林 ８２７％

HOG＋随机森林 ８３％

本文方法 ８７５％

表２　Kappa系数结果比较

方法 Kappa

SIFT＋随机森林 ８３％

HOG＋随机森林 ８４５％

本文方法 ８６２％

３　结　论

对卫星遥感影像进行云检测可以提高遥感影像解释的效率.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框架的遥

感图像云检测新方法,将CNN用作可训练的特征提取器,以从原始像素中自动提取特征,而随机森林充

当分类器.该方法结合了CNN的特征识别能力和随机森林分类器的优势.使用 CNN 提取的特征来训练

随机森林分类器.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比其他方法具有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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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detectionmethodforsatelliteremote
sensingimagebasedondeeplearning

LiuDi
BeijingAerospaceControlCenter

　　Abstract　Cloudlayerdetectionofsatelliteremotesensingimagesplaysanimportantroleinremote
sensingimageprocessingInsubsequentcloudremovalandtargetdetectiontasks,itcanbedistinguished
whetherthincloudsexistintheimage,thickcloudsandnocloudscanimprovetheavailabilityofdataA
newclouddetection methodbasedondeeplearningframeworkisproposedTheconvolutionalneural
networkmodelVGG１６wasusedformodification,anditwastrainedasafeatureextractor,andthenthe
trainedfeatureextractorwasusedtoautomaticallylearnfeatureswithgoodbehaviorFinally,therandom
forestclassifieristrainedonthelearnedfeaturestodistinguishitfromthincloud,thickcloud,and
cloudlesstypesBycomparingwithotherfeatureextractionmethods,herethemethodusingdeeplearning
networkasafeatureextractorcanbetterdetectthinclouds,thickcloudsandnoclouds．

Keywords　Satelliteremotesensingimage;Clouddetection;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VGG１６;

Random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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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混装发射控制技术研究与实现

张　帅　黄　磊　孙海涛　杨　幸　王志德　范文晶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

摘　要　为了研究多型武器混装技术,借助某通用发射控制教学演示实验平台,进行了基于数据特

征的自适应多型武器混装创新课题的研究,在上述实验平台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实现了四型武器的混装,

并能根据混配型号自适应完成发射时序控制参数配置.该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为多武器型号混装的实现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自适应;多型武器;混装

０　引　言

由于目前导弹武器种类繁多,软件版本纷繁复杂.缺少一款给部队或者军校学生实验演示使用的集

成度高、融合度高[１]的混装通用发控实验演示平台.既能够根据导弹模拟器的配弹选择单独某一型武器,

也能够实现多型武器型号混配完成模拟发射过程.

发射控制系统是导弹武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射前导弹与指控系统进行信息交互的唯一接口.

智能混装发射控制系统是一套用于发射控制系统实验教学以及开展导弹智能混装发射控制技术研究的实

验平台,可以满足发控专业教学实装,作为开展发射控制系统实验教学以及武器智能混装发射控制技术

研究的平台支撑.

随着以后武器型号可能越来越丰富,继承型号越来越多.不能通过一套硬件设备和配套软件完成多

型武器的发射流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器研制单位的快速交付性,同时也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对

部队战士或者军校学生进行新型武器型号的培训工作.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设计开发一套多型号混装的

某通用发控实验演示平台解决上述问题,同时也为以后的多型号武器混装提供了思路和方案.依据四型

武器系统的工作流程,开展某智能混装发射控制实验演示平台的开发,基于平台实现多型武器混装功能,

开创性地完成了四型武器混装的自适应混装技术创新应用研究,为多型武器混装通用发控平台提供了策

略和方案.

１　系统硬件组成

智能混装发射控制系统实验平台硬件设备主要由模拟指控系统、通用发控系统和导弹模拟器三部分

组成,通用发控系统由１个发控计算机组合、１个执行组合、１个通用电源组合组成,其中,１个执行组

合由４个执控单元组成,１个执控单元控制１枚导弹 (筒弹),可以同时完成４枚导弹 (筒弹)的射前检

查、加电、准备、发射等任务.

如图１所示,模拟指控系统作为整个实验平台的管理层,其功能是对通用发射控制系统进行管理和控

制,向发控系统发布指令和传送有关导弹预装参数,使发控系统进行控制与执行,同时对发控系统的工

作情况进行收集,实现集中指挥控制.模拟指控系统与导弹发射控制有关的信息显示需配置人机界面,

执控系统发送的过程命令、状态命令、导弹装定参数以及发控系统返回的工作状态信息等在显示器上实

时、直观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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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智能混装发射控制平台原理框图

如图１所示,发控计算机组合、执行组合、通用电源组合共同组成发射控制系统.发控计算机组合是

通用发射控制系统的管理机,主要功能是根据接收到的模拟指控系统的信息产生时序逻辑,传输给下级

执行组合,同时还将接收执行组合的信息反馈给模拟指控系统,执行组合是整个实验平台的控制执行层,
导弹模拟器的发射控制任务由该设备直接控制完成;通用发射控制系统还包括一台通用电源组合,通过

执行组合给导弹模拟器提供地面电源.通用发射控制系统采集模拟指控的控制命令和导弹预装参数、发

控系统产生的发射控制时序、导弹模拟器返回的模拟导弹状态信息,并在显示器上实时、直观地显示.
如图１所示,导弹模拟器是整个平台的现场层[２],其主要功能是接收执行组合的控制指令,模拟完成

导弹正常发射和故障发射的工作过程,并返回相应模拟导弹状态信息.导弹模拟器配置显示器,将采集

导弹接收的命令和参数、导弹发射过程、返回给发射控制系统的信息等实时、直观地显示.系统原理框

图如图２所示.

２　自适应多型武器混装技术实现

本文就是基于上述智能混装发射控制实验平台提出一种自适应多型武器混装技术.能够根据导弹模

拟器模拟弹架进行多型武器混配,发控计算机组合通过１５５３B在线热识别各型武器的数字特征,实现对

多型武器混装的识别.通过各型号武器的数字特征实现发控参数自适应配置,通过 MFC环境的C/S模式

实现各型武器的发射时序录取及回放功能.

２１　基于热识别的多型武器数据特征提取实现

导弹模拟器和发控计算机组合是通过１５５３B总线进行通信[３],导弹模拟器模拟弹架进行四型武器的

混配,通过对１５５３B的四个RT通道设置对应的数字标签以区别不同的导弹类型,每个 RT通道的３２个

子地址都设置为该弹型的数字标签,发控计算机组合作为１５５３B总线的BC端通过 B１５５３RecvThread接

收线程,在线轮询四个RT通道的四型武器的数字标签,实现对四型混装武器的在线热识别.导弹模拟器

配弹界面如图３所示.
上述导弹模拟器配弹界面中的四型武器可以实现混配,不同的导弹武器数字标签经过１５５３B传递到

发控计算机组合,通过１５５３B通信得到各RT通道弹型后,采用 MFC的PostMessage消息传递函数给绘

图DrawBoard子函数传递消息,通过 MFC的系统Invalid子函数实现对界面的刷新和切换,根据不同的

数字标签识别出的弹型在发控计算机组合界面上显示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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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智能混装发射控制平台原理框图

图３　导弹模拟器配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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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四型武器数字标签

武器型号一 武器型号二 武器型号三 武器型号四

２２　基于参数自适应的智能混装发射控制实现

经过上述的导弹模拟器进行弹架模拟多型武器混配,发控计算机组合经过１５５３B总线对多型武器进

行在线热识别,发控计算机组合能够根据不同的数字标签进行相应的武器型号发控参数配置,自动选取

对应的发控参数文件,实现四型武器的参数自适应.具体的四型武器的相应的参数配置如图４所示.

图４　模拟指控系统参数配置界面

经过上述的多型武器参数的自适应配置,发控计算机组合配置相应的武器型号的发射时序,经过上

述获取配弹类型以及界面刷新之后,调用模块化设计的各型武器界面,由于各型武器的界面已经成熟可

以固化成子模块,通过设置相应的标志位,调用对应的武器混装界面并根据不同武器型号数字标签[５]设

置相应的发射流程.

２３　机内发射时序记录与回放实现

经过上述导弹模拟器的四型武器模拟配弹,并经过１５５３B总线[４]在线传递各型武器数字标签,发控

计算机组合通过热识别武器型号数字标签,自适应完成对应武器型号的参数配置以及发射流程设置.同

时发控计算机组能够在机内完成对各型武器的发射流程的时序记录.
发控计算机组合能够基于C/S (客户端/服务器)模式[５]的可视化在线可测量时序记录,在发控计算

机组合工控机建立与屏幕显示兼容的内存显示环境及位图,发控计算机组合完成发射流程后,将相应的

数据从内存中读出并显示在界面上,完成机内发射时序记录与回放功能.
通过计算机组合工控机建立内存显示环境并显示在界面上,并通过软件一键式实现机内发射时序记

录与回放.具体的实现效果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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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智能混装发射控制系统时序录取界面

３　自适应智能混装技术实现效果

本文上述自适应多型武器混装发射技术在智能混装发射控制教学演示平台的使用中得到技术的验证,
具体的自适应多型武器混装发射技术实现效果是通过该教学演示平台的模拟指控系统、发控计算机组合、
导弹模拟器实现的.

发控计算机组合将四型武器的混配模式通过 RS４２２串口通信传输给模拟指控计算机组合,模拟指控

计算机组合通过将显示界面的四个通道设置为对应的导弹武器型号实现混配显示界面,具体如图６所示.

图６　智能混装发射控制系统模拟指控界面

模拟指控计算机组合通过上述识别出的四个通道的导弹武器型号,根据不同的武器型号自适应配置

相应的发射时序参数,发控计算机组合通过１５５３B总线在线热识别导弹模拟器的多型武器混配,根据模

拟指控计算机组合对四个通道的各型武器进行相应的发射时序配置,发控计算机通过 RS４２２串口通信获

取识别出的武器的发射时序.图７即为混配的四型武器发控计算机组合显示控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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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智能混装发控计算机组合界面

４　结束语

本文在智能混装发射控制教学演示系统上进行了基于数据特征的自适应多型武器创新技术的研究,
创新性地实现了四型武器的混装,实现了多型武器发射时序控制参数自适应配置,同时也实现了发控计

算机组合机内发射时序录取技术.为多型武器混装提供了解决方案.本文自适应多型武器混装技术研究

与实现具有以下启发和借鉴意义:

１)多型武器混装:能够通过导弹模拟器显控台的配弹类型,发控计算机组合与模拟指控系统自适应

完成多型武器的混配模式,并实施多型武器的发射控制流程,对降低研发成本、维护成本都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２)软件架构统型:模拟指控系统、发控计算机组合、导弹模拟设备的软件架构统型化设计,提高了

软件编程效率,减少了维护成本.

３)机内发射时序记录与回放:发控计算机组合实现了机内发射时序记录与回放,能够由软件一键同

时录取与回放１２路数据信号,相比于传统发射时序记录需要３~４台笔录仪同时录取,录取的实时性、准

确性、可测试性、可维护性得到大大的提高.
本文提出的自适应多型武器混装技术的实现,可在以后大趋势环境的武器混装发控平台上推广应用,

目前已有多个预研项目对武器混装提出了非常明确且强烈的需求.基于数据特征的自适应多型武器混装

技术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技术途径,为后续拓展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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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星载计算控制系统设计

朱　斌　严　城　张永承　
(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上海２０１８２１)

摘　要　根据星载计算控制设计要求,考虑FPGA 的单粒子效应,提出一种基于 CPU＋FPGA 的星

载计算控制硬件结构.该系统采用SPARCV８体系结构的抗辐射 BM３８０３FMGRH 作为核心处理器,利

用BQR２V３０００FPGA 作为扩展接口芯片.本文详述了系统的方案设计及各接口设计方案,并讨论了关键

元器件的选型及使用注意事项.该设计实现的计算控制系统的系统功耗低、工作模式控制灵活、扩展性

好、可靠性高.
关键词　计算控制;嵌入式处理器;星载设备

０　引　言

随着空间信息化的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对空间互联网、卫星星座等整体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同时为了摆脱对国外电子元器件的依赖,对航天设备研制中元器件的国产化设计使用提出了自主可控的

要求[１].BM３８０３FMGRH 处理器是基于SPARCV８体系结构的抗辐射３２位 RISC嵌入式处理器,由我

国自主研发,内核包括整数处理单元、浮点处理单元、独立的指令和数据 Cache、硬件乘/除法器,能够

满足空间恶劣环境应用场景下的抗辐射、长寿命、高可靠指标要求,在航天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２－５].

对于卫星计算控制系统,在以往的测控、天线分系统中多采用单独的 CPU/单片机架构或单独的

FPGA架构,这种架构存在如下弊端:

１)单独的CPU架构通用 GPIO较少,扩展性差,不利于控制系统的设计,接口设计的灵活性不强,
不能并行处理,处理效率低;

２)单独的FPGA架构专业计算能力弱,内嵌的驱动少,需要专用IP核或自行编写,宇航FPGA 资

源性价比较低,成本高[６].

由于恶劣的宇航空间环境的制约,星载设备对元器件和材料的要求高,可选择的余地较少[７].本文从

实际工程设计的角度出发,以卫星测控技术为基础,结合航天电子设计要求,以某型卫星的正样产品需

求作为依据进行设计[８９].以整星的特点以及运行的环境要求为准则,结合可重构设计的思想理念[１０],设

计一种CPU＋FPGA的硬件架构,该系统功耗低、工作模式控制灵活、扩展性好、可靠性高.

１　硬件设计方案

１１　任务要求

星载计算控制系统的主要功能如下:

１)实现与卫星星务计算机的１５５３B通信,实现状态控制、数字量遥测采集、参数上注等功能;

２)实现与载荷数据处理器、中心管理单元遥控单元和遥测单元、收发信机等单机的RS４２２通信;

３)自主测定在轨解算,通过计算控制天线波束指向,计算信号处理机工作频率、到达时间、多普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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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估计与补偿等.

１２　总体框图

由于本计算控制系统涉及１５５３B通信、RS４２２通信、星间任务计算等功能,计算控制系统组成框图

如图１所示,由CPU、SRAM、FPGA、PROM、刷新芯片、FLASH、１５５３B接口、RS４２２接口等组成.

图１　计算控制系统组成框图

１３　核心器件选择

CPU选择７７２所研制的BM３８０３FMGRH,它是７７２所２０１３年推出的一款基于SPARCV８体系结构

的抗辐射３２位RISC嵌入式处理器,内核包括整数处理单元、浮点处理单元、独立的３２KB指令和１６KB
数据Cache、硬件乘/除法器;外设包括中断控制器、定时器、看门狗、UART、通用I/O 接口、外部存

储器控制器等.其核心电压１８V,IO电压３３V,最大工作频率１００MHz,支持３路串口通信,３２路

通用 GPIO,支持１１４９１边界扫描逻辑.CPU主要完成实时在轨计算、波束指向控制解析、协议解析计

算、广播链路控制管理等功能.

FPGA选择７７２所研制的BQR２V３０００,它是７７２所２０１６年推出的一款３００万门SRAM 型 FPGA,

最大工作频率３００MHz,兼容 XilinxProVirtex_IIXQR２V３０００,基本特点是由１２８bit可配置逻辑块

(CLB)和输入/输出块 (IOB)以及可编程互连资源组成,另外还包括三态缓冲器、全局时钟缓冲器和

１１４９１边界扫描逻辑.其核心电压１５V,IO电压３３V,最大用户IO为５１６个,DCM１２个,９６个乘

法器.FPGA主要完成接口设计、数据读取交换、控制CPU启动和计算等功能.

２　接口方案设计

２１　对外接口设计

星载计算控制系统对外通信采用RS４２２、１５５３B两种方式实现.具体使用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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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与中心管理单元遥控单元、收发信机实现同步 RS４２２通信,包括锁定信号、时钟信号、PCM 信

号、时钟信号４０９６bps,码型 NRZ L;

２)与中心管理单元遥测模块实现同步 RS４２２通信,包括时钟信号、数据信号,时钟信号可配置为

２０４８bps/４０９６bps/８１９２bps,码型 NRZ L;

３)与中心管理单元PPS信号接收实现单数据RS４２２通信,信号频率１Hz;

４)与载荷数据处理器实现同步RS４２２通信,包含门控、时钟、数据,可配置码率１MHz、１０kHz,
码型 NRZ L;

５)与星务计算机实现１５５３B 通信,采用变压器耦合,A、B 通道双备份,本方案采用１６位缓冲

模式.

２２　遥控遥测接口

(１)遥控功能

星载计算控制系统接收外部的遥控开关机、软复位指令,通过接收外部１５５３B指令,获取工作模式,
通过判断当前工作模式,切换模式控制工作流程.

(２)遥测功能

星载计算控制系统生成、接收和采集自身和其他单机的数字遥测信号,按照１５５３B协议格式打包,
上传给星务计算机.

２３　CPU与FPGA的通信接口

CPU由FPGA控制启动和计算,FPGA 通过控制 CPU 的配置,确定 CPU 的工作频率、工作模式,
通过PROM、SRAM 存储器控制接口,控制CPU的重构运行,通过I/O空间接口传输FLASH 存储的信

息,通过 GPIO回传CPU的运行状态,通过串口回传计算数据.

３　硬件启动设计

３１　JTAG链设计

星载单 机 设 备 在 研 制 阶 段 分 为 调 试 和 落 焊 两 部 分,调 试 阶 段 程 序 存 储 使 用 可 编 程 PROM
XCF３２PVO４８C,落焊阶段使用反熔丝PROM XQR１７V１６CC４４V.下面以调试阶段 XCF３２JTAG链设计

进行说明.为了软件调试的便利,通过外部的JTAG菊花链,将JTAG首先连接到FPGA的配置PROM
的TDI端口,FPGA的TDO输出端口连接到CPU的配置PROM 的TDI端口,CPU的TDO输出端口连

接返回JTAG处,实现程序烧录.具体连接方式如图２所示,该方式可以使系统方便地向多个PROM 下

载程序和仿真测试.

图２　JTAG流程图

３２　FPGA引导方式

为了保证星载计算控制系统的可靠性,本系统采用刷新芯片＋PROM 的方式进行引导加载和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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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上电后,刷新芯片将PROM (XCF３２或１７V１６)中的数据读取到刷新芯片,然后通过FPGA 的配置

D０IO口写到FPGA中.FPGA完成配置后,刷新芯片通过FPGA 的JTAG端口回读配置信息.刷新芯

片根据回读的信息监测刷新数据的正确性,同时刷新芯片检测 FPGA 的 DONE信号引脚,发现信号异

常,立刻对FPGA进行复位操作.

３３　CPU引导方式

CPU的启动受FPGA控制,FPGA 启动后通过配置 CPU 的控制引脚,确定 CPU 的工作模式和状

态,然后从属于CPU程序的PROM 中读取CPU运行加载程序,通过CPU的PROM 接口启动CPU.
当系统收到星务计算机下达的CPU工作模式重构命令,判断重构方式:

１)重新加载源程序,返回源程序遥测.

２)重构程序由星务计算机通过１５５３B总线传给FPGA,FPGA 写入FLASH 相应的重构区,则先对

重构区进行CRC校验.校验正确后,从FLASH 处引导程序,校验失败则不做重构.

３)若重构中CPU出现异常工作状态,FPGA对CPU进行重新加载,加载不成功则恢复初始程序.

３４　时钟方案设计

星载计算控制系统需要时钟的芯片主要有:FPGA、CPU、刷新芯片和１５５３B总线控制器.本系统的

主时钟采用１０MHz,通过时钟分路分成三路送给FPGA、CPU 和刷新芯片,同时FPGA 控制CPU 的数

字PLL进行倍频,根据需要设定 CPU 的实际工作频率.１５５３B的时钟根据整星实际运行通信情况,选

择１６MHz.

４　软件设计

星载计算控制系统软件与硬件联系十分密切,属于嵌入式开发,研制中需要软硬件并行交互,具体

包含:

１)外部接口处理,星务计算机指令的解析与处理,遥控遥测数据处理,与其他单机的RS４２２处理;

２)存储管理控制,包含计算任务的分配与存储,重构数据的存储和传输;

３)CPU启动和监控软件,包含CPU的配置、CPU的调度、CPU的健康管理等.

４)CPU计算算法,包含自主测定在轨解算,通过计算控制天线波束指向,计算信号处理机工作频

率、到达时间、多普勒频率估计与补偿等.

５　结　论

星载电子系统在设计时由于需要遵守力、热、抗辐照、降额、防静电等规则,同时受到体积和功耗

的限制,在设计时需要尽量降低系统的资源消耗,提升系统的能耗比、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时兼顾元器

件自主可控的要求,确保设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目前该系统已完成正样阶段的研制.本系统通过对系

统的有效集成,合理划分CPU、FPGA 的分工,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可靠性,满足使用要求,系统功耗

小于２５W,经过鉴定件的验证,长时间工作状态正常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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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视角下运动目标快速检测与轨迹跟踪方法

郑智辉　李　飞　王　硕　闫　威　唐　波　肖利平　李全运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针对无人机飞行状态下对运动目标跟踪过程中存在目标尺度小、相似目标干扰以及相互遮

挡等问题,提出一种融合轻量级深度学习目标检测和卡尔曼滤波跟踪预测的目标运动轨迹关联算法.该

算法用一种轻量级深度神经网络进行目标检测,采用级联匹配方法同时考虑运动信息和目标外观信息的

关联,使用融合度量的方式计算目标检测和跟踪轨迹之间的匹配程度.通过 VisDrone２０１９无人机视觉数

据集验证,表明算法可实现高精度小物体检测、被遮蔽物体跟踪、相似目标区分和轨迹关联等任务.以

英伟达 TX２为试验平台,兼顾了算法部署在无人机上嵌入式平台后的检测速度和低功耗等硬件因素限制.
关键词　目标检测;卡尔曼滤波;匈牙利分配;级联匹配;多线程处理

０　引　言

近年来,安装视觉数据采集设备的无人机已经快速而广泛地部署到城市管理、农业生产、物流运输

等应用领域,对无人机平台收集的视觉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和场景理解的需求变得愈发迫切.其中,行人、
车辆等运动目标检测和轨迹跟踪是实现无人机视觉数据智能应用的核心基础问题.

相较于视频监控等固定应用场景,无人机视角下目标检测与跟踪往往存在以下难点:

１)目标尺寸一般较小,图像中目标像素占比小于１０％;

２)容易由于长期遮挡、相机剧烈抖动或旋转后出现目标丢失;

３)相机视角发生变化或者目标形变严重时,预测框只框到目标的一部分,或者预测框比目标实际大;

４)存在光照亮度变化、背景相似干扰和目标快速运动等复杂情况.

近年来,目标跟踪算法主流分为基于相关滤波和基于深度学习两大类[１].相关滤波算法的核心是建立

一个相关滤波器,使其与目标的相关响应最大,最大的特点是速度快[２４].相关滤波算法通过循环样本增

加样本丰富性,其缺点在于边界效应问题,导致判别器不稳定.改进主要在５个方面:特征、尺度、边界

效应、目标分块和响应自适应.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是利用深度卷积网络对目标进行特征提取、分类的

跟踪算法.特点是精准度高,针对复杂场景表现优越,但是基于深度学习的跟踪算法存在训练样本不足、

在线微调机制导致跟踪速度慢等问题.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跟踪算法主要包含３种思路:将目标跟踪转化

为分类问题;将目标跟踪转化为概率图问题;通过孪生网络来实现跟踪[５９].

因此,无人机视觉应用需要设计高精度算法完成小物体检测、被遮蔽物体跟踪和相似目标区分等任

务,也需要充分考虑算法被部署在嵌入式目标平台后的检测速度及低功耗等硬件因素限制.

１　算法整体框架

本文提出一种融合轻量级深度学习目标检测和卡尔曼滤波预测的目标运动轨迹关联算法.该算法采

用自底向上网络搜索深度神经网络模型方法进行目标检测网络设计[１０],采用级联匹配方式同时考虑了运

动信息和目标外观信息的关联,使用了融合度量的方式计算目标检测和跟踪轨迹之间的匹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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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无人机嵌入式视觉信息处理器性能限制,本文设计了一种多线程并行处理架构,如图１所示.
其中线程１进行视频图像数据的读取和解码,并将解码后的数据放置到图像数据队列中;线程２获取最新

图像数据,进行目标检测,保存检测结果和深度卷积特征;线程３运用匈牙利算法进行目标检测结果和卡

尔曼跟踪预测结果的匹配,并根据匹配结果对跟踪器参数进行更新;线程４输出已经确认的跟踪器的跟踪

预测结果.

图１　多线程多目标运动轨迹关联算法流程图

２　轻量级目标检测网络

２１　自底向上的网络模型搜索

本文采用一种自底向上的深度神经网络 (DNN)设计方案[１０],目的是生成一种能充分理解硬件资源

限制且能被高效部署在终端设备的DNN模型.

第一步,生成并选出最合适的 DNN 基本搭建单元.通过枚举 DNN 里常用模块 (如不同的卷积层、

池化层和激活函数),组合成多个拥有不同特性的基本搭建单元 (如不同的计算延时、硬件资源开销和推

理精度特性).随后,依据已知的硬件资源开始评估每一个基本搭建单元的硬件性能,筛选掉对硬件资源

需求过高的基本搭建单元.为了获取基本搭建单元在目标数据集的推理精度信息,分别堆叠每一款基本

搭建单元,搭建其对应的简易DNN并在目标数据集上做短时间训练.这些基本搭建单元中硬件性能达标

且精度表现最好的会被选中,并被输出至下一步的网络结构搜索.

第二步,进行网络结构搜索,以生成符合延时目标、资源消耗合理且推理精度高的 DNN.为了进一

步加速网络结构搜索过程,收窄了生成网络的设计空间,只保留三个设计变量,分别是基本搭建单元堆叠

的层数、降采样次数及插入位置和通道数扩展因子.较小的设计空间有利于加快搜索算法的收敛并可以生成

结构更加规整的DNN.这种结构规整的DNN也更易于在硬件资源稀缺的终端设备上部署并高效运行.
第三步,为生成的DNN加入额外特性,以更好地适应目标任务.

２２　目标检测网络模型设计

依照自底向上的设计方案,设计出目标检测网络结构,如图２所示.在设计过程中,被选中的基本搭

建单元包含了DW conv３x３、PW Conv１X１、BN (BatchNormalization)和 ReLU６这４个主要元素.

７９



网络架构配置表见表１.在网络搜索算法堆叠基本搭建单元并生成初始 DNN 后,对初始网络做了细微的

修改,增加了一条用于传送特征图的旁路 (图２点画线).设置旁路的原因在于,无人机数据集里约有

９０％的被测物与输入图片大小之比少于９％,约有３０％的被测物与输入图片大小之比少于１％,属于小物

体检测任务.所以,添加了用于传送浅层特征图到深层卷积的旁路 (把第三个基本搭建单元的输出直接

输入至最后一个基本搭建单元),减少小物体特征在经过池化层后丢失的机会.由于旁路跨越了池化层,
旁路传输的特征图与原输入特征图尺寸并不相同.本文采用特征图重新排列去解决这个问题,如图３所

示.重新排列经过旁路的特征图,在减小其宽和高的同时,增加其通道数,并混合不同通道的特征.对

比使用池化层,重新排列的优势是能在匹配旁路与原输入特征图尺寸的同时,不丢失特征数据.

图２　目标检测网络结构

图３　特征图重排示意图

表１　网络架构配置表

输入 (１６０×３６０×３)彩色图像 基础搭建单元

DW Conv３ (３)

PW Conv１ (４８)
＃１

２×２Max Pooling

DW Conv３ (４８)

PW Conv１ (９６)
＃２

２×２Max Pooling

DW Conv３ (９６)

PW Conv１ (１９２)

{旁路起点}　特征图重组 (７６８)
＃３

２×２Max Pooling

DW Conv３ (１９２)

PW Conv１ (３８４)
＃４

DW Conv３ (３８４)

PW Conv１ (５１２)
＃５

{旁路终点}特征图连接

DW Conv３ (５１２＋７６８)

PW Conv１ (４８)

{旁路终点}特征图连接

DW Conv３ (５１２＋７６８)

PW Conv１ (９６)
＃６

PW Conv１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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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上主干网络,并使用精简过的 YOLO后端 (移除物体分类输出,仅保留２个锚框anchors)做

检测框回归计算.

３　状态估计和轨迹关联

３１　状态估计

用一个８维空间表示轨迹在某时刻的状态

(u,v,r,h,x,y
,r,h


) (１)

式中,(u,v)是检测框的中心坐标;r是长宽比;h 表示高度;(x,y
,r,h


)四个变量表示在图像坐标

系中对应的速度信息.本文使用一个基于常量速度模型和线性观测模型的标准卡尔曼滤波器进行目标运

动状态的预测,预测的结果为(u′,v′,r′,h′).

３２　目标的创建与移除

对每一个追踪目标,记录自其上一次检测结果与追踪结果匹配之后的帧数 N .一旦一个目标的检测

结果与追踪结果正确关联之后,就将该参数设置为０.如果 N 超过了设置的最大阈值Amax,则认为对该

目标的追踪过程已结束.对新目标出现的判断则是如果某次检测结果中的某个目标始终无法与已经存在

的追踪器进行关联,那么则认为可能出现了新目标.如果连续的３帧中潜在的新的追踪器对目标位置的预

测结果都能够与检测结果正确关联,那么则确认是出现了新的运动目标;如果不能达到该要求,则认为

是出现了 “虚警”,需要删除该运动目标.

３３　关联方式

本文采用检测框和跟踪框的运动信息的关联和目标外观信息的关联,采用匈牙利算法,使用了融合

度量的方式计算检测和跟踪轨迹之间的匹配程度.

３３１　运动信息的关联

使用检测框与跟踪器预测框之间的马氏距离来描述运动关联程度.

d(１)(i,j)＝(dj －yi)TS－１
i (dj －yi) (２)

式中,dj 表示第j个检测框的位置;yi 表示第i个跟踪器对目标的预测位置;Si 表示检测位置与平均跟踪

位置之间的协方差矩阵.马氏距离通过计算检测位置和平均跟踪位置之间的标准差将状态测量的不确定

性进行了考虑.

通过从逆χ２ 分布计算得来的９５％置信区间对马氏距离进行阈值化处理.

b(２)
i,j ＝I[d(２)(i,j)≤t(２)] (３)

如果某次关联的马氏距离小于指定的阈值t,则设置运动状态的关联成功.

３３２　外观信息的关联

无人机上相机存在运动时会使得马氏距离的关联方法失效,造成ID编号跳动的现象.因此,引入外

观信息的关联方法,对每一个检测块dj 求一个特征向量rj (通过 CNN 网络计算对应的９６维特征向量

rj ),限制条件是 ‖rj‖ ＝１.对每一个跟踪目标构建一个集合,存储每一个跟踪目标成功关联的最近

１００帧的特征向量.计算第i个跟踪器的最近１００个成功关联的特征集与当前帧第j个检测结果的特征向

量间的最小余弦距离.计算公式为

d(２)(i,j)＝min{１－rT
jr(i)

k |r(i)
k ∈Ri} (４)

如果上面的距离小于指定的阈值,那么这个关联就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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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两种关联方式的融合

使用两种度量方式的线性加权作为最终的度量:

ci,j ＝λd(１)(i,j)＋(１－λ)d(２)(i,j) (５)

只有当两个指标都满足各自阈值条件时才进行融合.距离度量对短期的预测和匹配效果很好,但对

于长时间遮挡的情况,使用外观特征的度量比较有效.对于无人机存在相机运动的情况,本文设置λ＝０.

但是,马氏距离的阈值仍然生效,如果不满足第一个度量的标准,就不能进入ci,j 的融合阶段.

３４　级联匹配

当一个目标长时间被遮挡之后,卡尔曼滤波预测的不确定性就会大大增加,状态空间内的可观察性

就会大大降低.

假如此时两个跟踪器竞争同一个检测结果的匹配权,往往遮挡时间较长的那条轨迹因为长时间未更

新位置信息,追踪预测位置的不确定性更大,即协方差会更大,马氏距离计算时使用了协方差的倒数,

因此马氏距离会更小,因此使得检测结果更可能和遮挡时间较长的那条轨迹相关联,这种不理想的效果

往往会破坏追踪的持续性.

本文使用了级联匹配来对更加频繁出现的目标赋予优先权.设T 是物体跟踪集合,D 是物体检测集

合,具体步骤如下:

１)C 矩阵存放所有物体跟踪i与物体检测j之间距离的计算结果;

２)B 矩阵存放所有物体跟踪i与物体检测j之间是否关联的判断 (０/１);

３)关联集合M 初始化为空;

４)将找不到匹配的物体检测集合U 初始化为D ;

５)从刚刚匹配成功的跟踪器循环遍历到最多已经有Amax次没有匹配的跟踪器;

６)选择满足条件的跟踪器集合Tn;

７)根据最小成本算法计算出Tn 与物体检测j关联成功产生集合 [xi,j];

８)更新M 为匹配成功的 (物体跟踪i,物体检测j)集合;

９)从U 中去除已经匹配成功的物体检测j;

１０)循环;

１１)返回M、U 两个集合.

级联匹配的核心思想就是由小到大对消失时间相同的轨迹进行匹配,这样首先保证了对最近出现的

目标赋予最大的优先权.

在匹配的最后阶段还对未确认的跟踪器和未匹配检测器进行基于IoU 的匹配,可以缓解因为表观突

变或者部分遮挡导致的较大变化.

４　实验结果

４１　数据准备

VisDrone２０１９数据集由天津大学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实验室 AISKYEYE队伍负责收集,全部基准

数据集由无人机捕获,包括２８８个视频片段,总共包括２６１９０８帧和１０２０９个静态图像.

这些帧由２６０多万个常用目标 (如行人、汽车、自行车和三轮车)的手动标注框组成.数据集提

供了场景可见性、对象类别和遮挡等重要属性.本文采用 VisDrone２０１９数据集训练目标检测模型 (见
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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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VisDrone２０１９数据集

４２　实验结果

如图５所示,首先在 VisDrone２０１９数据集中进行典型行人和车辆的检测.无人机视角下行人和车辆

的尺度变化较大,人员和车辆密集,存在相互遮挡情况.本文提出的轻量型目标检测网络均可完成目标

的准确检测.

图５　VisDrone２０１９数据集中行人、车辆目标

如图６所示,本文提出的轨迹关联算法可完成对运动目标的轨迹追踪,并对视场中的目标进行计数.
本文提出的轻量级目标检测算法在英伟达 TX２中 GPU运行速度达到６０FPS (IoU为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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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行人、车辆多目标检测与轨迹关联结果

５　结论

本文提出一种融合轻量级深度学习目标检测和卡尔曼滤波跟踪预测的多目标运动轨迹关联算法,实

现高精度算法完成小物体检测、被遮蔽物体跟踪、相似目标区分和轨迹关联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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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imingattheproblemsofsmalltargetscale,similartargetinterferenceand mutual
occlusionduringthetrackingofmovingtargetsinthe UAVflightstate,atarget motiontrajectory
associationcombininglight weightdeeplearningtargetdetectionandKalmanfiltertrackingprediction
wasproposedThealgorithmdesignsalight weightdeepneuralnetworkfortargetdetectionThecascade
matching methodis usedto consider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otioninformation and appearance
information,andthefusionmetricisusedtocalculatethedegreeofmatchingbetweentargetdetec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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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discrimination,andtrajectorycorrelationNVIDIA TX２isusedasatestplatform,andthe
algorithmisdeployedonthedroneembeddedcomputingplatformwiththedetectionspeedandlow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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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混合智能故障诊断及架构技术

律新伟　岳　岚　聂来晓　贾　龙　李焱焱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复杂系统存在复合故障发生的可能,运载火箭控制系统作为典型的复杂系统,通过故障诊

断设计实现系统故障修复和系统重构,对支撑运载火箭的快速发射和飞行成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

析国内外故障诊断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控制系统的信息特点,提出了面向控制系统不同信号的混合

智能诊断方法,并提出了系统诊断架构设计方案,介绍了面向地面发射及空间飞行剖面的故障诊断系统,

及诊断方法思路,提出了故障诊断架构设计,可有效支撑运载火箭控制系统故障诊断设计.
关键词　控制系统;智能;诊断;架构;复合故障

０　引　言

为确保新一代航天系统的发射和维修使用需求,有效缩短航天系统发射准备时间,达到减少测试时

间和测试人员保障的目标,快速、智能地完成故障定位成为技术发展的一个迫切需求.新一代运载火箭

系统日益向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技术的进步在满足航天领域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使得系统的功

能日益增多,各工作单元间的关系日趋复杂,系统的造价越来越高,导致影响系统安全和工作性能的因

素越来越多,这对航天系统的使用、维修和安全可靠性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１－２].有必要开展运载火箭控

制系统故障诊断设计技术及系统架构研究,通过监测系统数据,对系统的运行状态和性能做出准确的判

断,及时发现和排除问题,有效提高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使用性,降低维修保障人员的工作难度和维护

成本,尤其对提高航天系统智能化测试和故障诊断水平,对实现快速发射决策、智能维修保障等具有重

要的意义.

１　故障诊断技术发展

美国 NASA的约翰逊航天中心的各种专家系统就是突出的范例,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９年间,NASA 利

用智能故障诊断修复技术,已经成功处理过卫星的故障.在运载火箭方面,德国 Matijevic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就开发了基于模式识别的专家诊断系统,用来对液体火箭发动机进行故障诊断,这是一个仿真系

统的原型方案.法国的Delange等人也研究了一种用于阿里安 ５火箭发动机的监测系统[３], 具有诊断速

度快、准确率高,能在发动机发生严重故障前关闭发动机的特点.故障诊断技术方法由基于规则的专家

系统技术[４]、基于模型的故障诊断[５]、基于多信号流图的故障诊断技术[６],向智能诊断技术逐步发展.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出现了大量运用机器学习进行故障诊断的研究,２１世纪以来深度学习的发展促进了针对复杂

数据的故障诊断技术应用.

２　系统故障诊断设计方案

运载火箭控制系统故障可以分为电子类故障及机电类故障.电子类故障通常具有突变特性,机电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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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通常具有缓变特性.电子类故障在发生前征兆不明显,或征兆没有确定性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

偶然性和随机性.此类故障可以采用基于多信号流图的故障诊断技术实现诊断隔离.机电类故障由于磨

损、疲劳、老化,使得技术特征参数逐渐劣化,此类故障需要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故障诊断

技术.
运载火箭任务剖面又分为发射任务和飞行任务,发射期间由地面设备、飞行设备协同工作,地面实

时监测控制系统运行状态,并进行诊断隔离.飞行期间由飞行设备实现系统运行状态监测,地面接收飞

行设备的数据信息和诊断结果,与地面运行的诊断结果协同实现故障诊断.
复杂系统故障发生概率高,故障的出现具备随机性、继发性和并发性[７].为解决复杂系统复合故障隔

离问题,在专家系统、图搜索、故障树分析等方面开展了复合故障诊断技术研究[８].龙兵等人基于拉格朗

日松弛和子梯度优化算法研究了实际系统的复合故障隔离问题,考虑了先验不确定因素[２].杨鹏等人提出

了基于相关性模型的复合故障诊断策略优化[９].

控制系统综合设计实现系统配电、时序测试、发射控制、飞行控制等功能,系统逻辑适用基于多信

号流图的故障诊断设计方法,并可结合测试向量优化技术开展复合故障定位.对应惯性器件、执行机构

等机电类设备,可采用机器学习的故障诊断技术实现故障隔离和系统重构,保障飞行任务成功.

２１　基于多信号流图的系统故障诊断方法

基于多信号流图模型分析方法是由SomnathDeb等人[６]提出,并由美国 Qualtech系统公司引入其测

试性工程和维护系统软件 (TEAMS)中.多信号流图在系统功能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有向图表征系统故

障和测试依赖关系,从而实现系统测试性建模.
通过控制系统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梳理故障模式与测试点间的相关性,通过图形化建模工具实现

测试性建模,获取故障与测试间的依存矩阵,系统故障与测试间的相关性数学模型可以用下述的依存D
矩阵表示

Dm×n ＝

d１１ d１２  d１n

d２１ d２２  d２n

⋮ ⋮ ⋮

dm１ dm２  dm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１)

其中第i行矩阵fi＝ di１ di２  din[ ] 表示的是第i个组成单元发生故障时在每一个测试点上的

反映 信 息, 它 表 明 了 每 一 个 测 试 点 和 第 i 个 组 成 单 元 之 间 的 相 关 性. 而 第 j 列 矩 阵tj ＝
d１j d２j  dmj[ ] T 表示的是第j个测试点和每个组成单元之间的相关性.其中,当dij ＝０时,表示

fi 和tj 不相关;当dij ＝１时,表示fi 和tj 相关.

为实现控制系统故障检测和隔离,进行测试点优化[１０１２],根据系统优化后的最优测试向量,生成各

故障状态对应的最优可用测试点,依据系统测试点状态,搜索系统故障状态完备最小割集,其中每个割

集对应于一个可隔离的故障模式或者由故障模式组成的模糊组,实现多个故障同时发生时的复合故障隔

离,提高了控制系统单故障、复合故障发生时的故障诊断能力.
如下所示的D 矩阵,经过测试向量优化后,得到最优测试向量,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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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最优测试集

故障状态 最优测试集

f１ t１

f２ t１,t２

f３ t２,t３

f４ t３,t４

测试向量确定后,根据测试点的取值,确定故障模式的发生.如测试向量取值为Tp ＝[００１１],根

据D 矩阵可知,故障模式f３ 发生,故障模式f４ 可能发生.

２２　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故障诊断方法

惯性平台、伺服机构等飞行设备对飞行任务的完成至关重要,作为典型的机电产品,可以在地面测

试时通过实时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及时发现问题并处理,保证任务正常完成.
然而,此类设备故障现象复杂,标签样本数据有限,如何在飞行设备小样本数据训练的情况下获得

统计规律进行学习,取得较可靠的诊断准确率,是智能故障诊断领域研究者一直探索的课题.
支持向量机 (Supportvectormachine,SVM)是在统计学习理论 (statisticallearningtheory,SLT)

这种小样本学习统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SLT为解决有限样本情况下的机器学习提供了解决方案,其

本身有一个系统坚实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统计判断一致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反映学习机器推广能力

的界———VC维理论和推广性的界;针对小样本数据的归纳推理原则———结构风险最小化归纳原则.这一

理论体系构成了SVM 的理论基础,SVM 采用核函数变换后的目标函数和决策函数为

Q(α)＝∑
n

i＝１
αi－

１
２∑

n

i＝１
∑
n

j＝１
αiαjyiyjK(xi,xj) (３)

f(x)＝sgn ∑
n

i＝１
α∗

iyiK(xi,x)＋b∗{ } (４)

式中,K 为核函数,当K 满足 Mercer条件时,有

K(xi,xj)＝[Φ(xi)•Φ(xj)]

α∗
i 为如下对偶的二次规划最优解:

max∑
n

i＝１
αi－

１
２∑

n

i＝１
∑
n

j＝１
αiαjyiyj(xT

ixj)

st∑
n

i＝１
αiyi＝０　αi ≥０　i＝１,２,,n

b∗ 由ƏL
Əα ＝０对应的方程求出.

SVM 算法在样本的学习精度和推广能力之间获得了较好的平衡,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推广能力,适用

于惯性平台、伺服机构等小样本训练.高可靠性飞行设备的故障诊断可获得较高的诊断准确率,但算法

效果与核函数选择有关,在多分类时实现较为复杂,并且依赖于特征提取,需要识别故障特性,提取过

程中大多需要专业知识来进行特征好坏的判断与选取.故障样本非常少,甚至只有正常运行状况下的历

史样本时,支持向量分类方法并不适用,研究者们转而采用支持向量机回归 (SVR)去实现故障的

检测[１３].

近年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领域的不断发展,也推动着机电故障诊断技术朝着更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神经网络是对生物神经网络的简化和模仿,弥补了SVM 二分类缺陷,并且具有对较复杂现象的分类

能力.模型简单且应用效果较好的有反向传播 (BP)神经网络、径向基 (RBF)神经网络和概率神经网

络 (PNN),然而传统 “浅层”神经网络有限的计算单元对在模式识别中学习数据特征的能力有限,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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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仍然依赖于特征提取的优劣,因此这些浅层神经网络的应用也受到一定限制.与传统 “浅层”机器学

习方法相对应的 “深度学习”方法被提出,深度学习的基本思想就是利用多层神经网络来模拟人脑组织

对外界信号的处理[１４].用于深度学习的基本模型框架主要包括深度置信网络[１５]、卷积神经网络[１６]、堆叠

自动编码机[１７]、递归神经网络[１８１９]以及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然而神经网络都需要大量标签数据训练才

能建立准确率较高的模型网络.
有监督学习需要大量的正常和故障样本进行训练,可采用 K 均值聚类算法等无监督学习实现的数据

训练深度学习模型,当故障发生时,该数据值与正常值具有较大偏差,实现故障检测,再结合深度置信

网络等方法进行深度学习,以适应故障诊断.

K 均值聚类算法是针对聚类所得簇划分C＝{C１,C２,,Ck}最小化平方误差,给定样本集为D＝
{x１,x２,,xm}.

E＝∑
k

i＝１
∑
n

x∈Ci

‖x－μi‖２
２ (５)

其中

μi＝１/|Ci|•∑
x∈Ci

x

其中E 是μi 簇的均值向量.E 值越小,表明簇内样本相似度越高.对系统数据进行多轮迭代实现数

据簇划分,从而区分出正常值与异常值,实现故障检测.
运载火箭等复杂系统故障诊断需要面对大量的正常运行数据与有限样本的故障状态数据,这是航天

等复杂且可靠性高的系统数据的一个典型特点,目前正在通过深度置信网络等方法对系统正常和故障样

本数据集及故障标签进行深度学习,以期获取数据与故障标签的信息,实现基于数据驱动的故障诊断.

２３　控制系统故障诊断系统架构

根据运载火箭任务剖面,控制系统故障诊断系统需要保障发射支持和飞行任务,故障诊断系统的功

能主要包括故障检测、隔离,进而实现发射前故障检测隔离和快速处置,以保证发射任务完成,实现飞

行过程中的故障检测隔离和系统重构,保证飞行任务可靠完成.
控制系统故障诊断系统采用集中 分布式架构,如图１所示.集中 分布式诊断架构为地面及火箭各级

组件分别独立进行故障检测和诊断,并将各自诊断结果和诊断数据汇总至地面测控处理单元,进行最终

故障诊断显示,得到整个系统的诊断结果.基本过程如下:

１)地面及火箭各级诊断单元:完成各部段局部功能的故障检测和诊断推理过程,输出局部诊断结

果,并上报给系统级诊断单元.

２)系统级诊断单元:由三级的飞行诊断单元３及地面测控单元承担.输入既可以是各级诊断单元上

报的局部诊断结果,也可以是与其相交联的传感器采集到的故障模式所影响的故障状态参数、外部设备

直接发送的离散量信号、总线传输数据以及其他可达的测试信号,完成测量信息和局部诊断信息的判断

和诊断推理过程,最后进行诊断结果输出.

３)诊断信息传递:各级诊断单元分别基于各自单元的测量参数完成故障检测和诊断推理,将各自模

块的故障发生情况和诊断逻辑信息上报给系统级诊断单元.系统级诊断单元将各级诊断单元的上报信息

与自身的测量参数进行融合处理,完成故障检测和诊断推理,最终输出整个系统诊断结果.在发射任务

阶段,以地面系统级测控诊断为主,实现故障的检测隔离,支持故障处理和快速发射;在飞行任务阶段,
以系统级飞控诊断为主,实现故障隔离,支持系统重构,确保飞行任务成功.

４)架构特点:集中 分布式诊断架构兼顾了集中式诊断架构和分布式诊断架构的特点,合理配置诊断

资源,充分利用测试资源,提升了诊断系统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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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控制系统故障诊断系统架构

３　结　论

目前,我国卫星、空间站、运载火箭等故障诊断系统取得了突出进步,并实现故障诊断系统在线运

行,提高了任务执行的可靠性和保障性.本文在分析故障诊断主要技术发展和运载火箭工作特点的基础

上,提出运载火箭控制系统故障诊断系统架构和技术,提供了一种故障诊断技术设计应用的参考,明确

了运载火箭控制系统中故障诊断系统功能构成,采用基于多信号流图和基于机器学习的混合智能故障诊

断方法,通过集中 分布式架构,在地面测控发射和飞行控制过程中实现系统故障诊断,为控制系统故障

修复和系统重构提供基础,但基于机器学习的小子样故障数据智能诊断方法等技术在运载火箭控制系统

中的应用仍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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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 control systemFault diagnosis is the precondition of system fault repair and function
reconstruction,soitisakeyissueforthelaunchvehicletobelaunchedrapidlyandsuccessfullyA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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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技术下航天装备的综合保障模式发展研究

刘雨昌１　贾　丽１　樊　鑫２　黄顺勇２

１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２火箭军驻成都地区军事代表局

摘　要　随着新兴技术的推动与发展,面向装备全寿命周期阶段的数字孪生技术受到了各方的广泛

关注与研究,并在复杂装备的综合保障领域呈现出巨大潜力.为解决航天装备综合保障过程中实体装备

与数字模型无法有效联动的问题,对基于数字孪生的航天装备综合保障模式进行探究.本文首先回顾了

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现状,并对当前装备综合保障的主要需求与问题进行了分析梳理.接下来,提出建

立 “主装备＋ 保障资源”的数字孪生体,在数字孪生技术下构建航天装备的综合保障模式.最后,从状

态监测与评估、故障诊断与预测、维修决策支持以及保障资源规划四个方面阐述了具体的实现方式,为

我国航天装备综合保障模式的发展以及数字孪生技术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了探索与借鉴.

关键词　数字孪生;航天装备;综合保障;全寿命周期

０　引　言

随着当前航天装备技术水平与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装备的维修保障难度大大增加,装备寿命周期

内的运行维护成本也在不断提高.用户方对装备的综合保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装备的保障性能被

提升到了与作战指标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当前航天装备的保障环境复杂、保障链条较长,且多批次装备

并行保障困难、备件资源消耗难以预测,导致航天装备的综合保障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亟需探索新形势

下,适应我国航天装备未来技术发展的综合保障模式.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装备研制与运行过程中的数据采集能力、

虚实空间中的数据传输能力以及虚拟空间中的建模仿真能力大幅提高,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装备的设计、

研制和运行维护等全寿命周期阶段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数字孪生 (DigitalTwin)作为面向装备全寿命

周期,实现虚实交互、数据融合分析的前沿技术受到了各领域的广泛关注,在装备虚拟建模仿真、实时

状态监控等方面表现出了巨大潜力.
因此本文开展基于数字孪生的航天装备综合保障模式研究,以数字孪生技术为基础,融合大数据分

析、机器学习、射频识别技术 (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RFID)以及 VR 技术等,实现航天装备

综合保障在状态监测、故障诊断与预测、维修决策以及备件资源规划等方面的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

发展,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条件下航天装备的综合保障模式,为提高我国航天装备的保障效能提供探索

与借鉴.

１　数字孪生技术发展现状

数字孪生是利用装备的高保真物理模型,结合运行历史与传感器实时数据,通过在虚拟空间中完成

映射,构建与物理实体外形、内容、性质完全相同的虚拟模型,完整反映实体装备的全寿命周期过程[１].

数字孪生贯穿装备的整个寿命周期,通过信息物理的深度融合,在虚拟空间中模拟装备的物理实体在现

实环境中的各种活动,实现装备全寿命周期中多源异构动态数据的有效融合与管理,促进装备研发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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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运行维护等活动中的优化决策,实现物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与共融.
孪生体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ASA)的阿波罗计划.NASA 通过建造多个相同的空间飞行器,使地面模型通过飞行数据精确反映空

间飞行器任务过程中的真实状态,并在危机情况下协助航天员进行决策.２００３ 年密歇根州大学教授

MichaelGrieves在其产品全寿命周期管理课程中提出了 “与物理产品等价的虚拟数字化表达”的概念[２].
此后,这一概念先后被称为 “镜像的空间模型”与 “信息镜像模型”,并最终于２０１１年命名为 “数字孪

生”[３４].Grieves在其概念模型中提出数字孪生具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物理空间实体、虚拟空间实体、
两者之间的数据与信息接口.Grieves所提出的三维模型形成了数字孪生的雏形 (见图１).这一技术概念

中孪生体是通过数字化方式在虚拟空间建立的与物理实体相同的虚拟产品,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可以进

行数据与信息的交互与关联,从而实现虚实融合,以虚控实.

图１　数字孪生三维模型示意图[４]

２０１１年,NASA 与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联合提出了面向未来飞行器的数字孪生范例 (针对飞行器、

飞行系统与运载火箭等),用来解决未来飞行器在复杂环境下的寿命预测与运行维护问题[５].２０１２ 年,

NASA 发布 “建模、仿真、信息技术与处理”路线图,定义数字孪生为一种集成多学科、多物理、多尺

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通过数字化方式构建虚拟模型,反映物理实体在真实环境中的行为过程[６],使数

字孪生技术正式进入公众视野.此后,数字孪生逐渐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相关理论技术不断拓展、升

级.庄存波等人给出了数字孪生的内涵,指出数字孪生体是对象、模型和数据,而数字孪生是技术、过

程和方法[７].世界权威IT 咨询公司 Gartner自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连续３年将数字孪生技术列为十大战略

技术趋势之一.Deloitte也在其 «数字孪生与工业４０»报告中指出数字孪生技术在产品全寿命周期中具

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与应用空间,其中就包括预测性维修以及备件库存优化等.陶飞等人基于数字孪生发

展的新趋势与新需求,对 Grieves的三维模型进行扩展,提出了数字孪生的五维模型概念 (见图２),包

括:物理实体 (PE)、虚拟实体 (VE)、服务 (Ss)、孪生数据 (DD)以及各部分之间的连接 (CN),即

MDT ＝(PE,VE,Ss,DD,CN) (１)

数字孪生作为可有效解决信息物理融合的关键使能技术,已经成为重要的技术概念与应用前沿之一.

图２　数字孪生五维模型示意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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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航天装备综合保障需求分析

航天装备的研制难度大、周期长、价值高,是典型的复杂产品.因此,需要在装备服役过程中随时

掌握装备当前的技术状态,利用先进的建模与仿真分析手段不断提高装备的决策水平,维护装备处于最

佳性能状态[９].但在实际工程中,由于装备研制阶段对测试性以及保障性的设计考虑不足,导致装备生产

后难以依靠自动化手段获取各个分系统以及单机的实时状态数据,使航天装备的实时监测与状态评估难

以开展;同时用户方没有有效的装备数据采集与管理手段,承制单位无法获得装备使用过程中的数据反

馈,使物理实体装备与数字装备模型之间无法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当前航天装备状态评估过程中缺乏

科学有效的评价手段,仍然依赖专家经验,主观性较强.此外,在装备维修过程中也存在着维修规划不

清晰、备件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对装备的使用寿命以及运行维护成本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亟需提升

航天装备在役数据采集处理与维修保障技术手段,提高装备的综合保障效能.
数字孪生技术的优势在于其伴随装备寿命周期的成长性与持续提供的决策支持,是通过虚实结合的

建模仿真提高航天装备综合保障效能的一种有利手段.数字孪生在监测数据采集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装

备结构、材料、环境、过程等模型,在数字空间中完成虚拟模型的构造,使数字孪生体具备较强的近似

性、逼真性和成长性,可在虚拟空间中实时映射装备的运行状态,并在装备寿命周期进程中通过分析评

估提供持续的决策支持.

３　基于数字孪生的航天装备综合保障模式研究

基于数字孪生的航天装备综合保障模式的核心是数字孪生体的构建.数字孪生体的建立不单单是在

虚拟空间对主装备建模,也包括对备件库存状态与备件供应流程的虚拟建模,即 “主装备＋保障资源”.
首先,通过结构模型、材料模型与环境模型等输入在虚拟空间构建主装备物理实体的数字孪生体,并基

于实际监测数据的动态输入实现孪生体与主装备实体之间的虚实融合,实现对主装备的单机状态监控与

评估.此外,基于射频识别技术 (RFID)以及 GPS技术的应用,可以对主装备的保障资源,尤其对备件

的仓储状态、拆换送修以及运输供应等过程在虚拟空间中实现建模仿真,实时反映备件供应的全过程.
航天装备数字孪生体构建的基础是装备综合保障数据中心的支撑.随着航天装备交付批次越来越多,数

字孪生体的建立不单单依赖物理模型的导入,还需要多批次装备海量监测数据的输入,从而使数字孪生

体能够伴随实体装备不断成长,并通过数据中心实现装备运行状态的分析与评估,生成维修保障决策,
提高装备的综合保障效能.

基于所构建的 “主装备＋保障资源”的孪生模型,数字孪生技术可实现航天装备的实时状态监测与

评估、故障诊断与预测、维修决策与优化以及保障资源的管理与优化 (见图３).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以

及虚拟模型的深度仿真,数字孪生技术可有效实现主装备实体的状态监控与评估,及时发现运行过程中

的故障与隐患,做出提前预警.此外,通过将历史故障数据与虚拟模型的故障失效仿真数据相结合构建

主装备的故障失效数据集,基于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等算法在虚拟模型中挖掘实体装备的深层故障状态,
提高装备故障诊断与预测的准确性.而在故障发生后,可在虚拟模型中映射实体装备的失效或故障状态,
通过对故障现象与失效原因的分析,提前进行装备维修决策的制定与优化,指导保障资源规划,实现航

天装备由预防性维修向视情维修模式的转变.同时,结合先进传感技术对备件的仓储状况、装机拆换信

息以及运输供应过程进行全流程的跟踪监控与虚拟建模,对备件的库存状态以及运输供应过程进行实时

监测与风险预警,实现对保障资源供应的可视化管理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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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数字孪生的装备维修保障模式示意图

３１　基于数字孪生的状态监测与评估

航天装备具有研制难度大、装备价值高、制造批量小的特点.当前对航天装备的维修保障需求越来

越强烈,其维修模式正由预测性维修向视情维修转变,因此需要准确掌握装备的实时技术状态与运行数

据信息[１０].当前复杂装备的健康管理是依托机内测试技术 (Built inTest,BIT)以及嵌入式传感器,
通过对装备运行过程中的特征性能参数进行实时监控 (如流量、流速、压力、温度等),从而做出技术状

态的评估,并对装备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故障进行诊断以及对装备劣化趋势进行预测,进而做出维修保障

决策,保证装备的安全、可靠运行[１１].传感器采集数据虽能真实反映装备的运行状态,但无法揭露更丰

富的深层信息,因此可以通过数字孪生体的虚拟仿真获得更丰富的仿真数据,用于解释装备的深层状态.
在数字孪生技术下,通过装备状态数据、环境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反馈,可将不同批次装备的单机工况、
运行环境等信息引入虚拟模型在虚拟空间中映射单机装备物理实体的真实状态,并通过数字模型的虚拟

仿真获得装备更丰富的深层次状态数据.基于信息物理世界的交互与融合,实现对多批次装备的单机实

时监测与状态评估 (见图４),为后续装备维修保障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撑.

３２　基于数字孪生的故障诊断与预测

数字孪生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可使复杂装备的故障诊断与预测将模型、数据与算法相结合,提高分

析的准确性与鲁棒性.当前复杂装备的故障诊断主要有基于信号处理、基于模型以及基于数据驱动的三

种模式.基于信号处理的故障诊断方法虽应用较早,但需要人工选择特征参数,具有较强的专家主观判

断的依赖性.另两类故障诊断方法虽然诊断精度较高,但基于模型的方法需要提前建立大量的装备故障

模型;而基于数据驱动的故障诊断方法需要大量的运行数据作为机器学习模型的训练基础.而在实际工

程中,装备采集到的大量运行数据均为正常状态下的数据,故障样本较少,不足以作为驱动机器学习模

型的基础.因此,当前装备故障诊断的发展趋势是由数据驱动向数据与模型混合驱动的方向发展,而数

字孪生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可有效实现模型与数据的结合.另一方面,随着深度学习以及机器学习算法

的应用,复杂装备的故障预测也在向数据驱动的方向转变.在数字孪生技术下,可以通过虚拟模型的仿

真提供装备的故障仿真数据,结合故障机理以及历史故障数据,建立丰富的故障数据集,挖掘对装备故

障失效产生重要影响的特征参数信息,进而结合物理实体采集到的实时监测数据,利用机器学习或深度

学习算法实现装备的智能故障诊断与预测,提高分析的精度与效率 (见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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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基于数字孪生的装备状态监测与评估示意图

图５　基于数字孪生的装备故障诊断与预测示意图

３３　基于数字孪生的维修决策支持

数字孪生技术基于虚实空间的数据融合与交互,可为装备提供及时的维修决策支持以及维修指导,

如图６所示[１２].基于装备的故障诊断与预测信息,可获取装备的故障类型与失效原因,通过在数字孪生

体中实时映射装备的故障状态,在虚拟空间中可以构建出装备的虚拟故障模型.在装备发生故障或失效

前,维修保障团队可以根据虚拟空间中的故障模型事先制定并优化装备的维修决策,指导维修作业人员

开展维修活动以及指导维修资源的配置规划,可以提前确定维修任务以及所需的人力资源、设施设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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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备品备件等.同时,结合 VR与 AR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可以有效实现基层与后方维修人员的虚拟维

修,降低维修人员训练成本和装备维修成本,提高装备的维修保障效能.在实际工程中,装备用户方的

实际维修能力与技术水平仍存在一定局限,在维修过程中,用户仍需要装备承制方提供技术支持.而在

数字孪生技术的加持下,通过在虚拟空间中构造与物理实体相同的故障模型,以虚拟模型代替实际装备,
不仅可用于基层维修人员的维修训练,提高技术水平,也可用于后方基地对基层现场维修人员的远程维

修指导,使基层维修人员得到数字空间的助力,有效提高基层的维修时效与成功率.

图６　基于数字孪生的装备维修决策支持示意图

３４　基于数字孪生的保障资源管理与优化

供应链系统复杂、响应速度较慢,存在着不可预测的风险.传统供应链管理模式中,经常因信息掌

握不及时而导致决策失误[１３].在供应链中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会产生海量数据,而数字孪生技术可以

成为供应链管理的高效工具,提高供应链端到端的可视性和透明度,做出优化决策.通过实时监控供应

链流程,在出现特殊情况时采取应急措施,及时掌握信息,加快相应速度,提高供应链效率.随着 RFID
以及 GPS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备件表面或包装箱表面贴附标签,可随时记录追踪备品备件等保障资源的

出入库、运输转运、装机拆换以及报废退役等关键节点的履历信息,可以记录监控备件的全寿命周期过

程,实现保障资源的全流程追踪.通过对备件仓储状态的监测,可以实时监控备件的库存状态,包括备

件数量、存储时间、维修次数等,通过对备件库的虚拟建模,实现备件资源的可视化管理,从而及时制

定备件的进货补货策略,备件翻新报废决策等,保持装备库存健康、充足.另一方面,GPS可以实时跟

踪保障资源在供应过程中的实时位置信息,通过结合卫星数据、气象环境等数据,基于数字孪生技术可

在虚拟空间中构建备件运输过程的环境模型,在数字空间实时映射备件的供应过程与实时状态,包括运

输、储存、包装、装卸等.通过虚拟模型的构建,提前判断运输供应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并指导备

件供应方案的优化,如更换运输线路或更换运输方式,以及调整备件供应的基地源等,实现保障资源的

高效敏捷供应.数字孪生技术下,通过对备件库存以及供应流程的虚拟建模,对保障资源链条上的备件、
人员等进行虚拟映射,实现对整个保障资源供应过程的管理 (见图７),使装备保障资源的供应与管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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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可视化的方向发展.

图７　基于数字孪生的保障资源管理示意图[８]

４　小　结

数字孪生作为最新的前沿技术,对航天装备综合保障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物理世界与数字空间的交互流通以及信息物理的深度融合,使基于虚拟实体形成的优化决策对装备

维修保障活动的精确控制成为可能.本文首先回顾了数字孪生技术发展现状,其次对当前航天装备综合

保障需求进行了分析梳理.最后,重点探讨了数字孪生技术条件下航天装备综合保障模式的构建,通过

建立 “主装备＋保障资源”的孪生模型,实现航天装备的实时状态监测与评估、故障诊断与预测、维修

决策支持以及保障资源的管理与优化,为我国航天装备综合保障模式的未来发展以及数字孪生技术的深

入应用提供探索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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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DevelopmentofIntegrated
LogisticsSupportModeforAero space
EquipmentunderDigitalTwi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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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iththepromotionanddevelopmentoftheemergingtechnologies,digitaltwintechnology
forequipmentlifecyclehasreceived widespreadattentionandresearchBesides,ithasshowngreat

potentialintheintegratedlogisticssupportofcomplexequipmentThus,inordertosolvetheproblem
thatphysicalequipmentandthedigitalmodelcannotinteracteffectivelyintheintegratedlogisticssupport

process,theintegrated logistics support mode of aerospace equipment based on digitaltwin is
exploredFirstly,thecurrentsituationofdigitaltwintechnologyanditsevolutionisreviewedNext,the
mainrequirementsandproblemsinthecurrentintegratedlogisticssupportprocessareanalyzedThen,

the“Main Equipment ＋ LogisticsSupportResources”twin modelisproposed,andtheintegrated
logisticssupport modeunderdigitaltwintechnologyisestablishedFinally,theconcreterealization
methodfromfouraspectsisexpounded,suchascondition monitoring,faultdiagnosis,maintenance
strategyoptimization,andsupportresourcesplanning,whichprovidesexplorationandreferenceforthe
developmentofintegratedlogisticssupportmodeforaerospaceequipmentandthefurtherapplicationof
digitaltwintechnology．

Keywords　DigitalTwin;AerospaceEquipment;IntegratedLogisticsSupport;Lif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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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强时间约束的控制系统快速测试方法

周　虎１,２　卢　波１　向　刚１　岳　岚１

１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２宇航智能控制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摘　要　针对武器装备对压缩测试发射准备时间、提升实战化水平的客观要求,提出了一种面向强

时间约束的控制系统测试流程优化方法.该方法将测试行为抽象为逻辑二叉树节点,利用设备历史故障

率与当前测试故障信息作为先验知识,实现了对最优测试序列的自动化搜索.仿真结果表明,本方法能

够在满足系统故障隔离率前提下,使得测试序列搜索耗时、系统测试时间均达到最优,有效提升装备综

合性能.
关键词　控制系统;测试;强时间约束;最优化

０　引　言

实战化水平是影响导弹武器最重要的综合性能指标之一.实现强时间约束条件下导弹快速测试、发

射和控制功能,是减少控制系统地面发射准备时间、提升导弹有效打击能力与射前生存能力的重要

前提[１２].

另一方面,军队综合保障专业客观上也对导弹武器的快速测试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在战备

值班阶段能够通过测试手段快速对控制系统故障进行定位,就能够及时对故障产品进行更改,保证装备

的战备完好性,保持战斗力[３６].

为应对这一不利局面,导弹武器控制系统往往设计了测试覆盖性满足预期要求的测试流程与测试用

例.但受控制系统功能复杂、规模偏大等的制约,通常在测试过程中采用基于固化的测试项目,按既定

规划流程序贯开展测试的方案,使得故障定位过程耗时较多,不利于实现对导弹武器控制系统射前或者

战备情况下自身完好性的快速评估,影响最终的整体作战性能[７].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的测试流程优化算法能够在对导弹武器控制系统测试性分析基础上,利用

当前部分测试结果,动态计算和调整后续测试项目序列,使得在最小测试代价下获得最优的测试效率,
从而在同样测试效果前提下大幅度压缩测试时间,提升装备实战化能力.

１　系统测试模型

设某导弹武器控制包含m 个可通过系统测试进行故障定位和隔离的现场可更换单元,预先规划的独

立测试项目有n 个,则控制系统测试行为可归纳为一个集合R＝{S,P,T,C,D}[８]. 对集合中各元素

定义如下:

１)S＝{s０,s１,s２,,sm}为对系统故障状态的描述,集合中各元素均为逻辑值.若si＝１(i＝０,

,m)则表示对应的第i个现场可更换单元存在故障.s０ 为便于后续计算定义的元素,s０＝１表示所有现

场可更换单元均无故障发生.

２)P＝{p０,p１,p２,,pm}为与S 中元素对应的每个现场可更换单元的故障概率估计值.一般

地,为计算方便起见,需要对各元素进行归一化处理.

３)T＝{t１,t２,,tn}为n 个独立测试项目,每执行一项测试,能够获得某些现场可更换单元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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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故障的结论.

４)C＝{c１,c２,,cl}为与测试项目相关的l项测试代价.考虑到控制系统定型后装备状态不再发

生变化,通常测试代价仅考虑影响实战化的测试时间因素.即l＝１,c１ 为执行该项测试耗费的时间.

５)D＝[dij]m×n 为元素为逻辑值的二维矩阵.其中i＝１,,m,j＝１,,n,m、n 分别为现场

可更换单元与测试项目数量.该矩阵说明了测试项目对可更换单元故障的测试覆盖性.若dij＝１,表示故

障状态si 可被测试项目tj 检测.
控制系统的高可靠性设计,使得同时发生二度故障的概率极其小.因此仅考虑一度故障,则控制系

统测试效率评价函数为

F＝PTAC＝∑
m

i＝０
∑
n

j＝１
aijpicj (１)

其中矩阵A 为在矩阵D 基础上增加对控制系统各现场可更换单元均无故障发生描述后的(m ＋１)×n
扩维矩阵,即

A＝
０
D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

其中向量０由１行n列的０元素组成.aij＝１表示在确定系统故障si 的过程中使用了测试tj,否则aij＝０.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代价函数具有线性可加性.

构建测试时间最短序列的最优化目标模型满足:

min{F}

subjectto:FIRF ≥FIR０

(３)

式中,FIRF、FIR０ 分别为采用目标测试序列模型后的实际故障诊断率与控制系统要求的故障诊断率.

２　测试序列优化算法

２１　测试序列的图形化表示

对于系统中存在的故障状态,若能够通过选择测试项目序列,根据各故障所在的模糊集中所包含故

障与相应测试项目之间的故障 测试依赖关系矩阵,实现对故障的隔离,从而达到系统故障诊断的目的.
控制系统测试序列寻优基于２个假设:１)控制系统同一时间段内仅发射一度故障,这由系统自身设

计的可靠性保证;２)控制系统独立测试项目采用串行序贯方式.实际上,并行测试项目可以合并为一个

大的测试,因此,假设２的条件同样可以满足.
执行测试tj 的效果是将被测试现场可更换单元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应故障状态si 可被检测,另一类

对应故障状态不可被检测.换言之,任意测试项目作为中间节点,将测试前未分类现场可更换单元和测

试后完成分类的现场可更换单元连接成一棵二叉树.从图论角度出发,测试序列优化算法的目的就是在

依赖模型反映的与或图中找出最优的测试路径,形成最优的测试决策树的过程.
如图１表示的是某系统的测试序列的图形化,从总体结构上看,由一个根节点S和多个中间模糊组节

点以及多个非空终端叶子节点组成.图中的根节点表示要隔离的系统状态的总集合,终端叶子节点表示

根据选用测试得到的子模糊组.或节点中包含了未实现故障隔离模糊集中的所有故障模式,或节点通过

与节点中测试项目被划分成两个子节点,达到降低故障模糊度的目的.决策树不断将或节点划分成更小

的子节点,直到分割出模糊度最小的叶子节点.

２２　最优测试序列搜索的实现

二叉树中的测试项目节点具有不平衡属性.当前二叉树两个子节点代表不同的现场可更换单元.可

能存在对其中一个子节点所代表的现场可更换单元进行故障隔离,需要较长时间测试,而另一个子节点很

快可以完成测试的情况.极端情况下,只有执行完全部规划的测试项目,才能给出控制系统故障隔离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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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测试序列的图形化表示

结合信息论以及最优化理论,通过合理的筛选机制,可构建可能存在最优解的序贯并更新满足优化

目标的解,能够达到压缩搜索次数,避免现场可更换单元与测试项目规模逐渐增大导致的计算量爆炸的

问题.
对于任意一个故障模糊集,针对每一个可用测试项目均可以产生一个测试方案,针对每个测试项目

产生的测试方案,对方案的优化能力进行预估.预估方法如下:对于目标故障集S,计算测试项目集T 中

各个测试项目关于S的优化能力的估计值.如对于测试项目ti ∈T,其测试项目信 息的优化能力估计值计

算方法如下:

f(ti)＝ci∑
sj∈S

pj ＋copt,０ ∑
sk

０
∈S０

pk０ ＋copt,１ ∑
sk１

∈S１

pk１ (４)

式中,S０ 和S１ 是根据ti 分割出的两个子故障集,若为叶子,则对应的部分直接取０.copt,０ 和copt,１ 为剩余

待选测试项目中最小测试项目的代价值.
显而易见,优化能力的评估值本质上是该故障集在进一步隔离的情况下产生的最低代价.对于每次

搜索,取预估值最小的测试项目作为可能的当前最优测试进行进一步的测试方案搜索,并在子模糊集搜

索完成后按照真实的搜索结果更新优化能力函数的数值如下

f′(tc)＝f(tc)＋Cost０＋Cost１－copt∑
si∈S

pi (５)

式中,Cost０ 为S０ 对应的最优测试项目代价(意味着最短测试时间);Cost１ 为S１ 对应的最优测试项目代

价;copt 为S 待选测试中最优测试项目的代价值.
更新之后,继续寻找下一个可能的最优测试项目,直至找到的最优测试项目的启发函数已经是真实

值,则可以认为该二叉树对应的测试方案是最优的测试方案.

２３　测试序列寻优的动态优化

尽管前述方法可以以较低的时间复杂度搜索出模型的最优解,然而在自上而下的图拓展过程中忽略

了子故障树最优解信息的利用价值,导致相同模糊集在最优解搜索过程中出现了重复搜索,导致算法中

不必要的时间消耗.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引入动态规划,用于优化搜索过程.
在最优故障树的生成过程中,最优故障树的故障隔离率和最优代价与其子故障集的最优解之间存在

如下的递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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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k)＝
[n０FER(S０)＋n１FER(S１)]

(n０＋n１)
(６)

Cost(S,tk)＝ck∑
si∈S

pi＋Cost(S０)＋Cost(S１) (７)

式中,S０ 和S１ 分别为由tk 分割的故障子集;n０ 和n１ 为两个故障集中的故障状态个数.

由于基于故障依赖关系生成的多条序贯均可以从总故障集中分割出S０ 和S１ 两个子模糊集,因此可以

采用动态规划的方式减少算法重复搜索的次数,提高搜索的效率,形成下述动态优化改进算法:

Step１:初始化最优故障隔离率FIRopt＝０,最优测试代价Costopt＝０, 计算各个测试项目的优化能力

函数初始值.

Step２:设置当前优化能力函数最小数值对应的测试项目为待选测试项目tk,从待选测试项目中分解

出对应的子故障集S０ 和S１.

Step３:将S１ 作为故障模糊集S, 再返回步骤Step１,直至找到关于该故障集对应的故障隔离率

FIR(S１)和最优代价Cost(S１),然后进入步骤Step４.

Step４:将S０ 作为故障模糊集S, 再返回步骤Step１,直至找到关于该故障集对应的故障隔离率

FIR(S０)和最优代价Cost(S０),然后进入步骤Step５.

Step５:判断步骤Step３和Step４中故障集S１ 和S０ 的最优解是否同时在动态规划列表中存在,如果

同时存在,则将当前选择的待选测试项目tk 作为最终的最优测试项目,标记为t, 同时返回生成的最优故

障隔离率FIRopt 和最优代价Costopt, 否则进入步骤Step６.

Step６:在待选测试项目tk 下,计算诊断树的故障隔离率FIRopt 和代价Costopt.

Step７:更新待选测试项目的优化能力函数值.

Step８:如果待选测试项目tk 下诊断树的故障隔离率FIR ＞FIRopt 或FIR ＝FIRopt 时,Cost小于

Costopt,则更新FIRopt＝FIR,Costopt＝Cost, 并将当前选择的待选测试项目作为最终的最优测试项目,

标记为t.

Step９:记录当前测试策略.

３　测试序列优化仿真

采用文献 [９]中提供的模型进行验证,该模型具有１３个系统状态和１２个可用测试,系统的故障相

关矩阵见表１.

表１　仿真模型相关矩阵

状态 t１ t２ t３ t４ t５ t６ t７ t８ t９ t１０ t１１ t１２ 故障概率

s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１

s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１２

s２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０７

s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０８

s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０９

s５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０８

s６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１１

s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１３

s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０９

s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０４

s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２

s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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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状态 t１ t２ t３ t４ t５ t６ t７ t８ t９ t１０ t１１ t１２ 故障概率

s１２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０５

测试代价 １ １ ２２ １３ １５ １０ １ ２ ３９ ２８ ０８ ２３ —

将本算法在静态与动态条件下的试验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如表２所示.静态情况下生成的诊断树如图

２所示.其中,cj 的变化代表测试项目代价变化,pi 的变化代表故障概率变化.可以看出,不同的算法由

于搜索策略有差别,产生的搜索时间不同,产生测试序列的平均代价也不尽相同.在静态环境和动态环

境下,传统 AO∗算法[１０]通过全局搜索得到最优解,但是以牺牲大量搜索时间为代价;本算法在搜索过

程中避免对表现差的测试项目不必要搜索,同时降低重复搜索概率,因此在得到与最优解相同或相近的

解的情况下,搜索时间基本比其他算法用时要短,这证明本算法相比其他测试优化方法具有优越性.

表２　优化结果比较

动态环境 静态 c２－０４ c２＋０３ c１０－０５ c１０＋０３ p０＋００３ p０－００５

AO∗
搜索时间/s １３４２７４６ １４７５７ ４２７９３ １４６８８６３ １６２９７ １２８０６０３ １３１０９８１

测试代价/s ４７５２ ４６７２ ４８１２ ４６９７ ４９１５ ４８６６ ４５６２

本算法
搜索时间/s ５５ ５７９ ６７０ １１１７ １４６１ １２２１ ２０４８

测试代价/s ４７５２ ４６７２ ４８１２ ４６９７ ４７８５ ４８９９ ４５２２

图２　静态优化后的测试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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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更新故障概率的情况下进行动态的策略优化更新,各步骤下的优化结果如图３所示.算法根据测

试项目通过与否的信息给出测试策略的更新,产生更新状态下的最优测试方案.其故障隔离率与静态相

同,但测试代价根据动态变化的情况产生了调整.

图３　动态优化后的测试序列

４　结　论

对于导弹武器实战化需求,本文利用最优化算法,给出了一种强时间约束条件下利用先验故障测试

信息实现最优测试项目序列快速搜索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设计的动态测试流程,可以保证系统在满足

测试覆盖性指标的前提下得到最快测试方案.文中给出的仿真实例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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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rdertoreducethepreparationtimeofweaponequipmenttestandlaunch,aswellasimprovethea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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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运载器远程支援智能专家系统设计

黄　华　刘孟语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为了实现航天运载器在系统使用过程中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建立了远程支援智能专家系统.
当装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状态时,用户可通过查询故障诊断知识库,找到匹配项,或通过专家系统

在线生成故障诊断方案,辅助故障定位与排故.智能专家系统在诊断过程中,也可以通过与用户进行远

程信息交互的方式实现故障的准确定位,并提供故障解决处理指导意见,帮助用户完成故障的定位与处

置;还可以根据任务需求完成装备质量评估,帮助用户提升任务完成质量.将其应用到航天运载器的日

常使用中,将起到提高装备保障智能化的作用.
关键词　远程支援;专家系统;智能;故障诊断

０　引　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近年来基于网络通信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航天运载器

的信息化水平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航天运载器在设计时考虑了可靠性、测试性和维修性,在装备交

付后如何保障复杂的装备系统具有良好的战备完好性,必要时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评估决策,以保

持装备良好的技术状态去参加测试任务,是设计、使用和维修人员的共同职责.在以往的支持中都是

基于故障现场和使用方通信咨询的方式实现的.由于受到场地、人员及环境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实现

故障排除和专家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如果采用本地和远程相结合的专家智能方式,可以很好地解

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随着装备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完善,对装备的信息智能保障体系也不断提出了需求.目前国外很

多组织开展了设备故障网络在线诊断咨询服务,以便有效规范网络传输.
一些国际高校和知名企业也把网络技术应用于产品开发中,例如基于Internet的 Testbed诊断系统能

够同时在线监测多台设备,并诊出比较典型的几种故障,还具有与企业管理系统联网通信的功能,方便

企业掌握不同地区产品的运行情况并能及时监测诊断产品运行状态[１].
国内远程网络诊断才刚刚起步,但发展迅速,部分重点高校和组织也已经开始在工业领域全面开展

远程故障诊断研究工作.西安卫星中心 “航天测控装备远程测试与故障诊断系统”,东南大学 “基于 web
的远程网络监控与诊断系统”等物联网的目标是感知与应用[２].

１　系统方案设计

航天运载器远程支援智能专家系统的设计依托于现代航天运载器内部数据通信能力的不断提升,其

整体系统方案设计由前方数据采集系统、专家系统、数据通信服务、远程决策支持中心等几部分组成,
其组成框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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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远程支援智能专家系统组成框图

１１　前方数据采集系统

１１１　测试数据采集子系统
测试数据采集子系统负责采集航天运载器系统的测试数据,包括计算机、控制器等装备的测试数据,

各分系统测试数据等.

对于测试数据,可通过测试数据采集子系统的数据录入模块,按照标准格式对测试数据进行解析,

并按照要求对数据进行处理,作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判读和决策支持的基础数据.同时,将上述数据批

量导入信息采集计算机的数据库中备份.

１１２　故障数据采集子系统
故障数据采集子系统的作用是采集故障数据.在发生故障时,前方数据采集系统记录装备测试系

统等设备的故障状态数据,将这类数据介质传输给故障数据采集子系统,这类故障状态数据可作为现

场故障状态的复现,后续通过读取或图像识别的方式采集可用于专家系统使用的有效信息.对于可由

计算机自行生成并记录的数据,可以将故障时刻的状态数据通过测试系统直接发送给故障数据采集子

系统.

１２　专家系统

１２１　数据解析
故障现场采集到的视频、音频、图片、系统运行参数等故障信息,虽然足够直观,但并不能够准确

反映故障内在机理,且不能够直接应用于故障诊断系统,降低了故障诊断效率,因此需要配备数据解析

模块,将能够被排故人员接收的故障信息转换为能够被机器识别的电子数据,数据解析的效率将直接影

响到故障的诊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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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故障诊断知识库
故障诊断知识库具体可以分为故障诊断方法库、故障诊断参数库、解决方案库和诊断记录库.故障

诊断方法库用于存储故障诊断方法及案例,在使用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故障类型或者可采集到的故障数据

参数的不同,专家系统可从中调用合适的故障诊断方法.故障诊断参数库主要负责存储、添加、修改、
调用故障诊断所需的参数信息,库内参数可录入符合格式规定的参数信息表,收录内容包括参数的信息,
通过预先规定好的适用于不同故障诊断方法的参数格式,可以有效实现故障数据的规范化录入,便于后

续故障诊断方法的选择.
由于系统发生故障时,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尽快确定故障原因,找出故障部位加以排查.为实现这一

目标,可从系统的特定故障现象入手,进行系统故障实时诊断[３].
专家系统通过学习诊断领域专家知识,以及存储在故障诊断知识库中的历史信息,可以对运载器系

统的故障问题做出类似于专家的推理解决方案[４],并且可以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迭代、丰富其诊断知识,对

于系统繁杂、各系统存在交叉影响、故障推理复杂的运载器系统,故障诊断非常适用.
作为故障诊断知识库的核心部分,故障诊断方法库可以采用如下四类故障诊断方法模块来实现,分

别是基于案例的故障诊断方法模块、基于故障树的故障诊断方法模块、基于模型的故障诊断方法模块、
基于规则的故障诊断方法模块.以基于故障树的故障诊断方法模块为例建立故障知识库,建立过程流程

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故障知识库建立流程图

创建故障录入导航树,根据航天运载器故障,将控制系统各类故障现象、故障原理、故障原因和故

障排除方法按要求[５７]分类录入故障诊断专家库.发生故障时,操作人员能够基于已有专家库进行搜索、
匹配故障,从而诊断系统的故障.故障诊断知识库为操作人员制定最优解决方案,辅助其进行故障定位

与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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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推理机
专家系统首先要具备完备高效的知识库作为支撑,这一点在故障诊断知识库中得以实现,其次是准

确有效的推理机[５].推理机利用经过数据解析得到的故障数据以及故障诊断知识库数据,通过推理算法及

决策策略得到诊断结果,并根据诊断结果迭代完善故障诊断知识库.基于故障树分析方法FTA、以案例

为基础的推理方法CBR等多种算法融合的故障诊断方法是推理机的关键所在.
故障诊断专家系统通过学习诊断领域专家知识,以及存储在故障诊断知识库中的历史信息,可以对

航天运载器的故障问题做出类似于专家的推理解决方案,并且可以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迭代、丰富其诊断

知识,对于系统繁杂、各系统存在交叉影响、故障推理复杂的航天器系统故障诊断非常适用.

１３　远程决策支持中心

远程决策支持中心负责实现后端专家对前端的远程技术支持.通过支持向量机或Logistic回归等先进

机器学习算法[６],对运载器系统进行质量状态评估和趋势预判,基于故障诊断系统生成结果和专家对故障

视频和照片等信息的实际判断,给出最可行有效的故障定位与解决方案,实现远程辅助决策功能,指导

前线的现场作业.

１３１　故障统计分析
建立分布式运载器系统产品故障信息库,包括产品在生产、总装测试以及交付后出现的故障现象信

息、故障处理信息、机理分析信息、纠正措施信息以及闭环验证信息等.基于不断累积的航天运载器的

故障数据,通过对有效信息进行提炼、筛选、处理、分析、转换、存储,形成历史故障数据库,为后期

产品设计改进、产品寿命预计以及基于产品质量状态信息的辅助决策过程提供基础数据.

１３２　数据分析与判读
测试数据采集子系统采集到的测试数据繁多,且各系统各单机之间的测试数据相互独立,人工判读

需要的时间长且准确度无法精准把握.数据分析与判读子系统可以根据客户提供的判读要求及实际情况,
将测试数据采集子系统采集和解析后的数据作为输入,进行自动分析与判读.

１３３　装备质量状态评估
装备质量状态评估实质上是对运载器系统所有设备的单项效能[８]状况进行客观的评价,并最终根据需

要给出相应评估结果.但是设备类型的差别给评估增大难度,因此在评估过程中需要对实体设备抽象化,
这样才能找到所有设备的共性.影响运载器系统质量状况的因素有很多,因此需要建立评价模型或者评

价体系.但是由于任务需求不同,决定了运载器系统质量状态评估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同.适当调整各类

因素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输出适用于目前作战需求的质量状态评估结果,将是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通过对运载器系统实施专家评定、统计试验、指数解析、任务模拟[９]的方式对装备系统效能进行评

定,对装备的质量状态进行评估,在线规划出合理的测试项目和测试频率,准确掌握运载器的质量状态

和装备的可用情况.通过对测试数据进行数据分析与判读,结合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等先进算法,在系

统数据还未发生超差或超包络时进行提前的趋势预警,将有助于实现对航天运载器的整修安排,对运载

器常态化值班有着重要意义.
运载器系统质量状况评估可以包含以下三类要素,即装备基本性能、试验测试状况以及装备状态历

史信息.在这三类要素下,又可以逐个进行细分,比如装备基本性能可以细分为技术参数、质量等级、
性能效果等;试验测试状况可以细分为分系统和单机系统等;装备状态历史信息可以细分为贮存年限、
贮存环境、故障缺陷及异常记录、检修记录、同型号质量状况等.

２　实验结果

航天运载器远程决策支援系统界面如图３所示,主界面包含故障诊断、性能评估、数据分析、故障统

计四个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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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远程决策支援系统展示图

故障诊断子系统界面展示图如图４所示,可以对测试中发生的故障,根据故障现象解释故障原因及列

出故障排除方法.

图４　故障诊断系统界面展示图

运载器装备性能评估示意图如图５所示,图中以 A、B、C三个型号为例,通过分析和技术支持对三

个型号的性能指标进行比较和打分,给出运载器性能指标建议.

图５　性能评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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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远程支援智能专家系统的实施离不开装备内部网络技术发展和应用,其设计有利于使用方实现对故

障诊断的及时性.运载器远程故障系统的构建有利于保障人员及技术专家之间进行较好地技术交流,亦

可提高运载器保障故障诊断效能,缩短维修时间,减少人力、物力等的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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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IntelligentExpertSystemforSpaceLaunch
VehicleRemoteSupport

HUANGHua,LIU Meng yu
BeijingInstituteofAerospaceAutomaticControl

　　Abstract　Inordertorealizethehighefficiencyandintelligentofspacelaunchvehicleintheprocessof
systemuse,theremotesupportintelligentexpertsystemhasbeenestablishedWhentheequipmentisin
theprocessofusing,theusercanfindthematchingitemsbyqueryingthefaultdiagnosisknowledgebase,

orgeneratethefaultdiagnosisschemeonlinethroughtheexpertsystemtoassistthefaultlocationand
eliminationIntheprocessofdiagnosis,theintelligentexpertsystem canalsoachieveaccuratefault
locationbyremoteinteractionwithusers,andprovideguidanceonfaultresolutionandtreatmenttohelp
userscompletefaultlocationanddisposalItcanalsocompleteequipmentqualityevaluationaccordingto
missionrequirements,andhelpusersimprovetaskcompletionqualityItsapplicationtothedailyuseof
spacevehiclewillplaykeyroleinimprovingtheintelligenceofequipmentsupport．

Keywords　 Remotesupport;Expertsystem;Intelligent;Fault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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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智能体系统网络拓扑控制算法的设计

范祥瑞　林金永　董文杰　孟振华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摘　要　针对多智能体系统任务协同对高效、高可靠组网通信的需求,本文探讨了能够适应动态变

化的环境、任务及干扰状态下的多智能体自主网络拓扑控制技术,通过按需更新集群拓扑优化系统组织

结构以最大化满足任务需要,重点研究基于功率控制、信道切换、路由优化的智能网络拓扑控制方法,
克服复杂环境干扰、群内干扰以及任务变更对多智能体信息交互和协同行为的影响,支撑多智能体系统

多样化的协同任务.
关键词　多智能体系统;网络拓扑控制;功率控制;路由优化;强化学习

０　引　言

多智能体系统是指由多个智能体组成的一个智能体联邦,依靠恰当的协同策略和稳定高效的网络拓

扑控制,使系统能够协同应对外界多变、未知的环境,共同完成一项复杂的任务.当前具有代表性的应

用有无人机编队、微纳卫星群、协作机器人以及智能交通管理等.多智能体网络拓扑控制技术是高效、
可靠组织这群个体的基础.但受外部环境和节点状态的影响,多智能体网络的拓扑结构常常随时间的推

移发生着变化.网络拓扑结构一方面影响着网络的整体性能,另一方面也将极大地影响多智能体协同中

集群智能的涌现以及协同策略的实施.当前多智能体系统的拓扑控制技术已经成为多智能体系统理论方

面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本文将探讨可以适应动态变化的环境、任务需求和干扰状态的多智能体网络控

制技术,旨在通过优化网络的组织结构有力支撑多智能体协同任务.

１　网络拓扑控制技术概述

网络拓扑控制指的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协调网内各个节点的传输范围,并在满足一个或几个期望条件

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高网络性能.受到智能体移动性、内外部环境干扰以及通信机制等多方因素影响,
多智能体网络的拓扑结构不断变化.动态变换的拓扑结构直接影响网络抗毁性、网络容量、网络平均时

延等性能,也间接影响集群的协同能力.以军事应用中无人机编队协同为例,当集群中节点受到恶意攻

击或者遭受一些不可预料的干扰时,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效能最优的拓扑维护算法,使得网络快速从攻击

和干扰中恢复性能.因此,对于多智能体网络,拓扑控制不仅要提高传统意义上的网络性能,同时还应

通过自适应调节最大化适应环境和任务的需求,以充分发挥集群协同优势.
在网络协议分层中并没有明确的层次对应拓扑控制机制,大多数的拓扑控制算法是部署于 MAC层和

路由层之间,为路由层提供足够的路由更新信息.图１显示了拓扑控制与 MAC层以及上层的路由协议之

间的关系.根据拓扑控制的定义,拓扑控制问题可以描述为一个优化问题:即在一定的约束条件 (如k
边连通)下,对节点的拓扑进行优化,以优化网络某方面的性能.拓扑控制实现主要是设置最优通信范

围,可通过对节点发射功率的控制来完成,也有学者研究通过控制传输速率、多天线系统的信道分配,
以及功率控制与网络层协议协作等方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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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拓扑控制在协议栈的位置

２　多智能体系统网络拓扑控制设计目标

多智能体协同中稳定和高效的网络拓扑结构是执行任何任务的重要前提.但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
网络拓扑控制算法将面临不同的假设与设计目标,大多数算法无法兼顾所有的网络性能指标.传统的网

络拓扑控制设计的目标是在保证一定网络覆盖率和连通性的前提下,以延长网络的生命周期为主要目标,
兼顾网络延迟、通信干扰、负载均衡、可靠性和可扩展性等其他性能,形成一个优化的网络拓扑结构[１].
针对多智能体系统分布式协同和复杂环境强适应性的基本特点,网络拓扑控制设计目标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保障连通性

连通性是指拓扑结构中的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都有一条或多条可达的路径.保证网络的连通性是网络

拓扑控制的基本要求,但并不是连通性越高越好,提高网络的连通度可以增强网络健壮性,同时会增大

节点的能耗,引入更多节点间干扰.连通性与其他优化目标存在冲突时,需要根据实际场景进行权衡.
(２)减少网络延迟

多智能体协同通常对网络时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尤其是在各类军事应用场景,如飞行器编队协同、
战场数据采集和融合等,系统的低延迟将是网络拓扑控制首要考虑的优化目标之一.网络延迟与应用环

境、节点能力以及通信协议都存在关联性.当网络负载较高时,节点设置低发射功率会带来较小的端到

端延迟;而在低负载情况下,低发射功率会带来较大的端到端延迟[２].
(３)自愈和重构能力

多智能体系统通常被用于在恶劣的环境中执行复杂任务,节点经常会由于自身能量限制、外界破坏

或者环境影响等而失效,通信链路质量也难以保持较高水平.因此如何在部分节点和链路失效的情况下

实现网络拓扑的自愈和重构,维持网络的正常工作,以提高网络的抗毁能力,是多智能体系统网络拓扑

控制面临的新问题.
(４)降低节点间干扰和信道竞争

无线信道竞争区域的大小与节点的发射半径成正比,当多智能体系统节点过于密集时,将会频繁出

现群内干扰和信道竞争的情况.通过功率控制、睡眠调度等拓扑控制手段减少节点的有效通信半径,可

以缩小通信竞争区域的范围,从而降低节点间的通信干扰和 MAC层的资源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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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多智能体系统网络拓扑控制算法

３１　基于功率控制的拓扑控制算法

功率控制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拓扑控制算法中.节点的发射功率直接影响网络的连通度和节点之间的

内部干扰.提升节点的发射功率意味着网络连通度增大,鲁棒性增强,对抗外界干扰能力增强.但是由

此带来的是能耗增加,网络内部各个节点间干扰增大.以飞行器协同为例,采用传统全连通组网模式引

入的节点能耗大、节点内干扰强以及网络拥塞严重等问题,将难以适应复杂协同任务的需求.因此,根

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发射功率优化网络拓扑,权衡自组织网络在能耗、鲁棒性等方面的能力,可使网

络更能适应环境和任务的需求.
在此类问题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经典的分布式拓扑控制算法,基本思想是每个节点通过

收集本地的邻居节点信息来计算最优发射功率[３],具有较强的可扩性和自适应性.本文基于分布式功率控

制算法思想,提出一种根据真实链路质量信息动态调整节点功率实现分布式拓扑控制算法.设计目标是

在保持多智能体网络连通性的同时,降低网络能耗,削弱节点间的干扰,提高网络中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同时可结合不同的任务特点设置连通度,优化网络性能的同时充分满足协同任务需求.主要设计思想是

不同于传统的通过欧式距离来衡量链路质量的方法,采用链路质量感知获取信噪比等参数,统计真实的

网络连通状态,构建本地最大功率拓扑,对本地最大功率拓扑执行 LTRT (LocalTree basedReliable
Topology)[４]算法,获得满足k 边连通 (连通度根据应用场景进行配置)的子图,并按照此子图调整发

射功率.当网络中任意节点发现本地拓扑不满足k 边连通,则再次触发局部拓扑维护的过程.算法流程

如图２所示,主要分为拓扑信息收集、逻辑拓扑构建、功率调控三个阶段.

３２　基于信道切换的拓扑控制算法

信道环境是影响网络通信性能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网络所处工作频点对应的外界干扰较大时,对应

链路递交率降低,固定的信道配置难以满足通信需求,无法构建合理地集群拓扑实现协同目标.本文采

用了基于信道切换的拓扑维护策略,可通过合理地选择工作频点来提高传输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优化拓

扑结构,有效提升网络的生存能力.已有学者提出基于控制信道与工作信道分离的拓扑控制算法,该策

略根据数据包长度将数据包分为两种:短数据包在控制信道传输,长数据包在工作信道传输.当网络中

有数据包需要发送时,判断数据包大小进而选择相应的发送频点.利用控制信道发送短数据包的优势在

于,当数据信道比较忙时,依旧可以通过控制信道发送部分数据.但针对多个任务共存的多智能体网络,

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协同任务存在不确定性,上述算法并不适应.本文考虑设计基于 Q 学习[５]的信道控

制算法,旨在通过周期性感知外界环境动态调整工作信道,减少网络之间的干扰.Q学习算法与移动 Ad
Hoc网络拓扑控制的对应关系如表１所示.表１中,可选动作集是指网络节点在某个时刻根据当前网络环

境可选的信道集合,Q学习算法模型的奖赏指的是当前信道的外界干扰相关的一个函数,函数设置方法

在下文中具体讲述.

表１　Q学习算法模型与网络拓扑控制的对应关系

学习算法模型 多智能体网络拓扑控制

环境 多智能体网络

智能体 信道控制节点

可选动作集 A 网络信道集合

奖赏r 当前信道的外界干扰

根据表１中各个参数的映射关系,可以得到基于Q学习算法的网络信道控制算法结构图,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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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链路质量的改进型LTRT算法结构图

图３　基于 Q学习算法的信道控制算法框架

基于Q学习的信道控制算法中的Q值表示智能体在当前的状态st 下选择动作at 所对应的累计奖赏值,
即信道控制节点在当前网络环境下选择某个信道对应的累计评价.初始状态下,所有信道Q值相同.控制节

点根据上一感知周期对应工作信道的外界干扰修改 Q值,并选择 Q值最大的信道作为下一感知周期内的全

网工作信道.基于Q学习算法的信道控制算法可分为拓扑信息收集、信道学习、信道调控三个阶段.

３３　基于路由优化的拓扑控制算法

以飞行器集群为代表的多智能体系统中,随着节点的移动、失效或增加,系统的状态和拓扑结构都

发生了改变,采用传统路由协议无法适应拓扑结构变化,导致收敛困难,引起网络效率降低,无法动态

适应环境和任务的变化.一方面网络拓扑结构是路由选择的基础,另一方面路由选择算法进一步影响着

网络拓扑的变化,从而影响网络的整体性能.为了保障多智能体网络更加高效地运行,探讨通过路由协

议和功率控制结合的拓扑控制算法,根据环境和任务的状态动态优化路由决策,利用路由信息为节点设

置合适的控制报文发射功率.如图４ (b)所示,源节点按照路由算法决策的路径把数据发给中继节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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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其转发,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源节点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增大发射功率直接发送数据到目的节点.

图４　路由选择与网络拓扑的关系

路由决策问题可视为求解多约束条件下的多智能体决策问题,需要首先依据构建的多智能体多跳路

由系统模型,进一步建立对应的分布式部分可观测马尔科夫决策过程,然后通过利用一种基于贝叶斯协

同的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方法,使得每个智能体基于已有的经验和新学到的知识来选择何种策略,以一种

快速收敛的方法不断探索未知动作和采用已知最优动作之间的平衡,最终通过路由决策优化拓扑控制,
实现多智能体网络的快速建立与恢复.其中,多智能体系统中智能体很少能获取完整的状态信息,失去

了马尔科夫性[６],需要采用部分可观测马尔科夫决策过程来解决这类状态无法完全获取的分布式强化学习

问题.同时,考虑到多智能体多跳路由快速建立与恢复对算法收敛速度的要求,需要在传统多智能体强

化学习算法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探索和利用的平衡.为此,可采用一种基于贝叶斯协同的多智能体强化学

习算法,设计思路如图５所示.

图５　多智能体路由优化方案示意图

４　结　论

多智能体系统具有更好的容错性、更强的适应环境和任务的能力,在民用和军用领域均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本文针对多智能体协同信息交互过程中面临的环境干扰、任务变化以及节点间通信竞争等诸

多问题,探讨了多种智能网络拓扑控制方法,包括基于功率控制的拓扑控制算法、基于信道切换的拓扑

控制方法以及基于路由优化的拓扑控制方法,并详细介绍了算法的设计思路和实现方法,后续还将进一

步对上述算法性能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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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业机械臂砂带柔性磨削的防碰撞路径规划

张志刚１,２　江希龙１,２　韩保辉１,２　周　泉１,２　刘志刚１,２　郭成达１,２　王　旭１,２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２北京市航空智能遥感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摘　要　工业机械臂在航空航天领域,是适应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技术发展的一种新型高自动化装

备.然而,这种高自动化装备在加工航天单件、小批量产品时,一旦发生运动过程干涉、碰撞,对场地、
设备、产品甚至现场人员的生命安全,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本文通过工业机械臂砂带

柔性磨削系统加工典型硬脆材料光学元件的工程应用,介绍了一种保证安全生产加工、调试测试中的防

碰撞路径规划应用研究.通过风险分析,制定预防性措施,进行防碰撞路径规划,采用离线编程、三维

模拟等数字化、智能化手段,选择最优路径,自主规划出一条从起始状态开始运动到目标状态为止的无

碰撞最优路径.这不仅是机械臂控制与应用过程中的必要工作,而且对工业机械臂防碰撞路径规划研究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　工业机械臂;防碰撞;离线编程;三维模拟

０　引　言

机器人技术是综合了计算机、控制论、机构学、信息和传感技术、人工智能、仿生学等多学科交叉

融合一体的高新技术[１].在行业内看来,智能制造和机器人已经成为制造强国的关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之一.随着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机器人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它把传感技术、机械结构、控制

技术、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技术交叉融合于一体[２].

工业机械臂作为机器人学的一个研究分支,近年来,在制造业已经成为钻研的一个热点.机械臂能

够通过旋转、移动等变化来模仿人的手臂,代替人力进行重复性、危险性、高强度等工作,减轻工人劳

动强度.其种类繁多、类型广泛,从低端的传统手工制造业到高端的技术范畴有越来越多的应用领域.

在航天航空领域,随着航天遥感器设计、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化和智能化制造技术将会成为我国

未来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发展趋势,同时遥感器研制进度加快,我国航天飞行器的发射将会更加常态化,

对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随着机器人技术的飞速发展,工业机械臂的精度不断提高,工业机械

臂的应用必将为航空航天制造产业的变革提供巨大的推动力[３].

工业机械臂的形态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接收程序发出的指令,然后高

自动化、精确地定位到三维空间的某一点上进行工作.然而,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由于机械臂的柔性

化和多关节灵活性,从起始状态开始运动到目标状态为止有多条路径,这些运动路径中极有可能和周边

环境、现场设备、固定工装、被加工零件等发生一定的干涉或障碍,甚至发生碰撞.
工业机械臂这种高自动化设备在加工航天单件、小批量产品时,一旦发生运动过程干涉、碰撞,对

场地、设备、产品,甚至现场人员的生命安全,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通过对加

工方案进行风险分析,制定预防性措施,选择最优路径,对机器人进行防碰撞路径规划,通过程序设定、

三维模拟等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在障碍物存在的情况下,自主规划出一条从起始状态开始运动到目标

状态为止的无碰撞最优路径,避免与各障碍物,尤其是产品产生碰撞,这不仅是实际工业机械臂控制与应

用过程中的必要工作,而且对工业机械臂防碰撞路径规划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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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ABB公司的工业机械臂为研究对象,末端执行器柔性砂带机为加工工具,以航天产品主反射镜

光学元件镜面加工为典型工件,通过基于 Windows平台的仿真软件 RobotStudio,建立三维模拟仿真环境,
通过离线编程、三维模拟等方式,进行防碰撞路径规划的调试与应用研究.确保在运动过程中,机械臂在有

障碍物的工作环境中设计出一条高效的无碰撞路径,使机械臂在主反射镜光学元件表面自动化安全加工,保

证机械臂各关节不会超过其限制范围,不会与外围设备发生碰撞,降低加工风险,保证产品安全.

１　工业机械臂砂带柔性磨削系统描述

机械臂砂带磨削系统以工业机械臂系统作为执行工具,以砂带机作为末端执行器加工工具,光学元

件通过专用工装定位,固定在回转工作台上,机器人抓持砂带机,驱动砂带进行高速运转,在光学元件

表面接触磨削,进行复杂空间运动.
光学元件为SiC硬脆材料,材料易碎,价格昂贵且生产难度大,产量低,一旦损坏,将造成极大的经

济损失和项目推迟,因此必须保证加工过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识别并避免可能发生的风险.而且陶瓷

基材料磨削过程会产生明显粉尘,光学元件加工环境温度也有控温要求,机械臂砂带磨削系统必须搭建

专门的操作空间,在满足环境的要求下,空间要尽量紧凑.整体系统搭建如图１、图２所示.

　　
图１　机械臂砂带磨削系统整体布局三维模拟仿真环境

　　　　
图２　机械臂操作空间示意图

机械臂的工作范围如图３弧线区域所示,机械臂在原理上模仿人的手臂,除了向前的工作行程,也必

须考虑像人手臂后撤肘部的向后、向上的移动空间 (见图３、图４).这不仅在厂房设计时需预留合理的移

动空间,使配置有高灵敏度碰撞检测元件的工业机械臂各自由度关节处均能实现柔性控制,尤其要注意

考虑机械臂与末端执行器砂带机集成后的实际操作空间,通过示教模拟运动过程预设 “硬限位”,规划剔

除掉不必要的加工外空间运动轨迹,避免自动化运行过程中因环境受限、操作失误发生碰撞等造成设备

损坏、厂房破坏等事故发生.

图３　机械臂工作范围图

　　　　
图４　机械臂＋砂带机集成三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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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机械臂全局运动路径风险分析

多轴多角度的工业机械臂通常有６个关节,运动过程中有一定的限制.这是因为机械臂每个关节的运

动都会影响到下一关节的位姿,这源于多关节机械臂的强耦合性.根据传统人工势场法的思想,为了控

制每一个关节的运动,需要计算机械臂每个关节的引力势能和斥力势能,并计算出合势能.如果在笛卡

儿空间进行路径搜索,必须将路径点利用逆运动学求解映射到关节空间,获得相应的关节值.由于在进

行逆解计算时要不断地筛选出当前的最优关节组合值,这会增加计算的复杂度,使工业机械臂的避障路

径规划更具复杂性[４].

根据零件特点,采用故障模式、影响与危害性分析、可靠性分析、最坏情况分析等手段,对起始状

态开始运动到目标状态运动轨迹进行风险分析,自动化运行过程中必须注意防范以下风险:

１)避免操作失误.这包括工业机械臂＋末端执行器砂带机加工全过程,要求从加工前、过程中、每

日操作结束后,严格按照制定的工艺规程执行.

２)防止模型建设错误.尤其要注意防止理论模型与现场实物差别大,造成形状偏差过大,避免因偏

差错误引起的碰撞,需要结合零件验收记录与实际测量仔细对比.

３)防止轨迹优化错误.利用测量数据修正,防止轨迹有进、出刀位置错误,造成过切式碰撞.

４)控制机器人各轴自身工作范围.尤其注意机械臂各关节臂自身可达性限制,避免各轴超工作角度

旋转,造成设备受损.

３　机械臂砂带柔性磨削防碰撞路径规划方案及具体实施步骤

在操作场地工业机械臂位置固定,以及三维模拟仿真环境搭建完成后,分析产品加工从起始状态开

始运动到目标状态为止的各种运动轨迹,优化、调试出一条最合理、最安全的防碰撞路径方案.
其具体的防碰撞路径规划方案如下:

１)在机械臂运动的过程中,不仅要保证机械臂末端与障碍物不发生碰撞,还要保证机械臂各关节连

杆不发生碰撞,考虑运动路径的安全性及规划效率.

２)机械臂避障路径规划的状态空间是三维的,空间维数更高,更具复杂性,因此要逐点计算、逐段

分解、全程模拟,规划出路径的运动轨迹三维动画演示.

３)在机械臂砂带磨削加工过程中,由于机械臂空间运动范围大、方向多、角度适时变化,加之磨削

轨迹为空间曲线,轨迹比较复杂,产品为 “精大贵稀”零件,要通过程序逐点验证、逐条运行调试、全

过程模拟,严禁自动化加工过程发生碰撞、过切等现象产生.
以上方案的落实,是基于RobotStudio软件的程序开发,对磨削轨迹及机械臂路径进行编程并优化,

利用该离线编程软件实现虚拟工作站的建立,路径离线编程、可达域验证、干涉分析、离线仿真等功能,

可以很方便地实现打磨轨迹的编程,并进行干涉分析、防碰撞路径规划与磨削运动轨迹仿真.

RobotStudio是针对机器人专门设计的一款机器人离线编程软件,该软件接口开放,能够识别各种

CAD格式数据,可以运行在个人计算机上,在软件环境中构建一个虚拟的工业机械臂,并可以导入砂带

机、平台、工装等其他外围设备,构建一个机械臂工作站,模拟现场的生产加工过程,并对该机械臂进

行离线编程和加工过程仿真.生成的程序能够直接控制机械臂,还能使机械臂与计算机进行通信,使机

械臂的运动通过计算机指令被操作人员远程控制,机械臂编程效率和安全保障也得到极大的提高[５].

方案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１)三维建模,建立工业机械臂砂带柔性磨削系统的三维虚拟现实设备环境.
这包括从机器人模型库中调用相应机器人型号、末端执行器砂带机三维物理模型、工作台模型、周

边控制设备等,外形及尺寸与现场实物完全一致,将各设备按厂房实际规划位置摆放;搭建三维模拟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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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环境并建立坐标轴,初步建立工具坐标系,如图５所示.

图５　RobotStudio软件三维建模各实物模型图

２)通过激光扫描仪在线测量,实物校准.
环境模型搭建好后,预设产品摆放位置.在三维模拟仿真环境搭建完成后,基本上工具坐标系就已

经确定,理论上被加工元件可以在机械臂可达范围内任意位置摆放.但这期间必须特别注意工业机械臂

各轴在各自正常工作范围内的运动路径避免与环境内设备干涉,禁止出现图６所示运动过程轴３与转台、

工装等设备干涉;同时要注意末端执行器的加工工具刀具点在关节臂运动全过程始终处于工作方位,避

免出现如图７所示工业机械臂轴５因摆角问题造成末端执行器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

图６　机械臂运动路径与设备干涉图

　　
图７　机械臂运动路径末端执行器非正常工作图

光学元件位置定位后,利用激光扫描仪,测量产品外形,建立工件坐标系.激光扫描仪是一种先进

的非接触式激光扫描传感器,通过传感器可快速准确地对工件原型进行高精度数字化复制.通过对特定

区域和特征点的测量,建立工件的数学模型,实现逆向工程、质量检测和机器人视觉及其他行业领域的

应用.在工件原型、生产过程中进行数字化检测,从而实现无间距的质量检测评价,通过扫描得到工件

的点云,快速找出CAD模型与实际工件的差异.通过扫描得到工件的点云,通过逆向工程为工件创建生

成精确的数字模型 (见图８).

在扫描得到工件特征点云后,通过逆向运算,将特征点云与产品最终三维模型特征重合,使得工件

模型具体摆放位置及姿态与实际加工产品一致,从而得到实际产品的加工坐标,代替初步制定的工件坐

标系.

３)划分磨削区域,制定磨削运动轨迹.
根据待加工曲面的特点,利用软件中的平面投影法,绘制出一组曲线,向被加工表面投影,产生一

组投影曲线,这组曲线就是磨削加工的轨迹.在轨迹上选取合适的走刀步长与行距,以及走刀方向,形

成明确的几何路径,决定工业机械臂的运动方向 (见图９).明确加工区域与非加工区域,并在不连续的

加工轨迹路线上提前设计避让路线,防止空走刀碰撞.如图９所示的元件中心通光孔位置,在运动轨迹中

是整条圆弧的弧底部位,如按整条弧线轨迹运行,在加工通光孔两端出、入刀时务必会发生碰撞,需提

前通过确定磨削区域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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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激光扫描仪三维模型及实物扫描校准图

图９　一组曲线加工轨迹图

机械臂沿几何路径按路径阶段划分,通过自身的６轴联动能力调整每阶段的目标位姿,沿运动方向进

行调试,确定机器人每个轴的最优旋转角度.各工件坐标点对应到加工工具砂带的 TCP点 (工具中心点,

即工具的工作点)上,确定最终的实际砂带机的加工轨迹.调试过程中需要注意各关节臂自身可达性,

尤其要考虑仿真与实物的细微差异,比如机械臂实物上有各电气、冷却、传感器等的外接线路,在虚拟过

程中,注意机器人第５、６轴的运动范围和旋转角度,避免运动死角,尤其注意６轴的旋转角度,防止因角

度过大造成实际运动过程中设备上的电、气线路因旋转角度过大发生缠绕和拉扯,如图１０、图１１所示.

图１０　砂带磨削机工具加工位置图

　　　　

　图１１　同加工位置６轴旋转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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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过程防碰撞离线编程、三维模拟仿真、实物验证.
由于机械臂的运动过程既要进行平移,又要适时旋转,即将坐标从起点移动到终点,将工具坐标系

与运动过程中各点最终期望姿态一一对准,这两个动作变量要同时进行.因此,以上各仿真的过程及调

试过程,程序会在每一步的工具位姿参数 (x,y,z,A,B,C)和用户直角坐标系原点位置参数予以

对应,通过离线编程,形成完整的全过程可控程序,具体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离线编程程序截图

为验证加工全过程运动路径程序测试满足预期要求,并直观可视,可以将离线编程程序通过转换设

置,形成三维动画仿真录像.通过录像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全过程进行加工前三维模拟仿真演示.如

图１３和图１４所示为运动至同一位置不同角度的观察图.

图１３　三维模拟仿真演示录像截图

　　
图１４　同位置三维旋转９０°仿真演示录像截图　

仿真验证结束后,为了保证产品质量,程序操作人员还会通过示教器的方式,将自动程序低速运行,
全程实物空走行程操作,完全消除机械臂全自动过程防碰撞风险,确保加工过程产品安全.

４　结　论

通过制定工业机械臂砂带柔性磨削防碰撞路径规划的方案及调试,能够合理地规划出机械臂的运动

路径,降低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避免生产过程中对产品、设备、人员、环境造成的损失.良好的防碰

撞路径规划可以节省大量的机械臂工作时间,减少大量人力资源的投入,提高自动化水平,确保安全生

产、效率提升,也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结合提供实际操作案例[６],为其他行业的应用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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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ollisionPathPlanningBasedon
FlexibleBeltGrindingofIndustrial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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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Cheng da１,２,WANGXu１,２

１．BeijingInstituteofSpaceMechanics& Electricity;

２．BeijingEngineeringTechnologyResearchCenterofAerialIntelligentRemoteSensingEquipments

　　Abstract　IndustrialRobotisanewtypeofhigautomationequipmentadaptedtothedevelopmentof
digitalandintelligentmanufacturingtechnologyinthefieldofaerospaceHowever,whenthiskindof
automationequipmentprocessesthespacesinglepiece,thesmallbatchpeoduct,the movementwill
interferenceorcollision withthesite,equipment,product,eventhepersonnelbodyabround,the
consequenceisunthinkableBasedontheengineeringverticaluseofindustrialmanipulatorbeltflexible

grindingsystemformachiningtypicalhardandbrittlematerialopticialelements,thispaperintroducesan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collision path planning to ensure safe production,commissioning and
testingThroughriskananlysis,preventive measuresareformulated,anti collisionpathplanningis
carriedout,andtheoptimalpathisselectedbyoff lineprogramming,３Dsimulationsimulationand
otherdigitalandintelligentmeans,andacollision freeoptimalpathfromthestartingtotheendstateis
independentlyplannedThisisnotonlyanecessary workintheprocessof manipulatorcontroland
application,butalsohasveryimportantpracticalsignificanceandresearchvalueforthestudyofanti
collisionpathplanningofindustrialmanipulator．

Keywords　IndustrialRobot;anti collision;offlineprogramme;３D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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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导弹装备发展

王波兰　王　辉　雷　良　梁　壮　陈天予　贺　祥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

摘　要　随着智能时代的日益临近,AI技术在战场信息感知与抗干扰、指挥控制、任务规划与决策、
智能毁伤、组网协同等导弹智能化领域逐渐展现出极大的应用前景,已经初步体现了威胁感知躲避、自

主航路规划、在线自主决策、目标关键部位识别等技术特点.由 CNN 卷积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等基础性

研究成果催生的计算机视觉、最优控制与自主决策等理论的应用是导弹武器装备跨代升级最明显的特征.
为了促进导弹武器新质战斗力的生成,归纳了六个 AI技术在导弹武器中的应用方向,提出了六个具有颠

覆性应用前景的装备技术发展建议.
关键词　智能导弹;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颠覆性;发展建议

０　引　言

如今,人类已经进入后信息时代,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牵引着导弹武器装备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AI (ArtificialIntelligence)技术的应用势必给传统武器装备设计制造行业带来一次空前的创新升级.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日,美国政府颁布了一条限制人工智能软件出口的禁令 (出口地理空间图像软件的美国公

司必须申请许可证,上述软件可用于训练深度神经网络)[１],以保障美国智能战略技术装备的持续领导地

位,可见智能科技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人工智能技术在战场信息感知、灵活高效的指挥控制、导

弹智能任务规划与智能抗干扰、易损目标位置识别、自主组网智能协同作战等领域逐步展现出极大的应

用前景[２],是导弹武器装备跨代升级最明显的特征[３].

１　智能化导弹需求与发展现状

１１　导弹智能化军事需求

随着智能时代的日益临近,数据化、智能化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军事领域的现状,人工智能将引发智

能化军事战争变革.超视距远程突袭、无人飞行器集群作战、隐身侦察与打击、分布式杀伤与干扰等各

种新型作战样式的出现,使得未来战场作战不确定性大幅增加[３].
针对未来战场复杂的作战挑战以及新形式的作战形态,对导弹武器装备提出了以下能力需求:１)战

场态势感知能力提升需求;２)复杂战场环境人机协同智能指挥控制需求;３)导弹武器在线决策与任务

规划需求;４)对红外与雷达干扰的智能识别能力需求;５)多元目标关键部位识别与毁伤需求;６)以群

制群多弹协同组网需求[４].提升武器装备的智能化水平是应对未来不确定的战场变化需求的关键途径.
(１)感知智能化

通过多源信息融合,实现未知复杂作战环境下对目标智能探测,对低空、小 RCS、慢速/悬停的智能

化识别,对密集集群目标的精准跟踪,对战场态势全面感知等,从而提高导弹对目标类型及威胁识别的

正确性与时效性[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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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平台智能化

智能化导弹平台通过综合应用智能导引算法、智能引战、智能变外形、智能变推力、自主弹道重构

与航迹规划、多元异类执行机构智能控制等技术手段,实现弹体平台智能化,满足复杂环境下有效对付

多元目标的作战需求.
(３)决策智能化

构建人机智能共生体系,满足指控系统的时效性要求,使武器系统具备辅助作战人员进行快速决策

的能力,并向无人化自主化作战方向发展;多弹协同、多探测器协同、导弹与外部支援装备的协同网络

节点复杂性与高度时敏性要求系统可以根据瞬息万变的空情状态完成自主决策.

１２　国内外发展现状

美国远程反舰导弹 LRASM (LongRangeAnti ShipMissile)被美国海军称为 “人工智能”导弹.
它可通过卫星进行预警探测、对威胁区域定位,随后引导舰上指挥控制系统[６].导弹通过视距内以及视距

外 (包括天基)的制导链路进行制导飞行,也可在 GPS信息拒止环境下实现自主飞行,可对突然生成的

威胁区域进行规避,并对区域内目标进行识别确认,快速调整至低空掠海飞行高度.随后通过对目标的

要害部位识别,高效毁伤敌方水面作战群.

图１　LRASM 反舰导弹

俄罗斯 “锆石”高超声速反舰导弹飞行速度可达６Ma、飞行高度３０km、射程约４００km,该弹智能

化水平主要体现在作战系统自主性以及干扰对抗方面[７].锆石导弹的目标引导程序中集成了智能化数据,
可对抗敌方多种样式电子干扰并规避敌防空火力区.其弹载计算机内嵌入现代主要舰艇的图像数据,可

在机动方式以及目标分配方面实现导引头的智能化.
挪威海军打击 (NSM)导弹射程为１８０~２００km,主巡航弹道速度为０９５Ma,采用红外隐身设计,

末端可进行三维迂回机动,具有可达２００个航迹点的路径规划能力.其采用红外成像导引头,能够对目标

进行自动识别,并选择薄弱部位和关键要害进行攻击.导弹可在线对其攻击路径进行设定,实现占据有

利攻击阵位.同时具备多弹协同攻击能力,可达成最佳的攻击效果[８].
可以看出,LRASM 导弹、“锆石”导弹以及 NSM 导弹初步体现了多源信息感知融合能力、智能自

主航路规划、弹上智能自主决策、目标关键部位识别等技术特点.
国内当前处于智能化导弹起步阶段,主要从增强体系作战能力、态势感知能力、指挥控制能力及火

力杀伤能力等几个方面,开展人工智能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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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俄罗斯 “锆石”高超声速反舰导弹

图３　挪威海军打击 (NSM)导弹

２　AI技术在导弹武器中的应用

近年来 AI技 术 不 断 取 得 突 破 性 进 展,尤 其 是 以 CNN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ConvolutionalNeural
Network)、强化学习 (ReinforcedLearning)等为代表的基础性研究取得的成果,催生了计算机视觉、最

优控制与自主决策等应用领域的巨大进步,而上述应用领域又是最易于移植到导弹武器中[９１０].例如探测

与态势感知、智能抗干扰等关键技术的原理是基于计算机视觉,而智能指挥控制、智能决策与任务规划、
智能引战、智能协同的算法原理都来源于强化学习理论.

２１　探测与态势感知

面向飞机类、巡航弹、无人机等 (集群)目标探测需求,通过采集包含杂波干扰的回波数据,构建

标识化试验数据库,突破有监督学习卷积神经网络技术,获得最优滤波器组,实现雷达对低特征目标检

测识别跟踪以及高精度角分辨/距离分辨的能力,进而实现弱小目标、群目标的智能探测与态势感知能

力,解决了传统雷达准确探测识别能力不足、虚警率高、雷达操作手发现目标困难的难题.

２２　智能指挥控制

以提升防空作战中探测、跟踪、识别、火力分配、拦截等交战能力为目标,建立基于对抗态势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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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资源管理、作战运用约束等的 “信息 火力”一体化任务规划模型,通过平行系统智能优化方法以及

人机融合智能协同决策机制,分析研判敌方意图,进一步增强博弈对抗能力,形成一体化协同交战方案,
支持指挥员在强对抗条件下开展作战方案预先规划和应急规划,解决了在联合作战中,自动化水平较低、
系统反应速度慢、作战灵活性不足的难题.

２３　智能决策与任务规划

以LRASM 等为代表的 “人工智能”导弹,可对威胁自主建模感知,实现在线航迹规划及协同作战,
有效规避预警探测网络威胁,实现对防御盲区的饱和攻击.在智能化态势感知的前提下,导弹武器自身

的智能决策与任务规划是实现智能作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导弹将获取到的来自导引头、数据链等多元

信息进行智能融合后,交由弹上智能信息处理单元,通过预先训练好的强化学习算法模块给出智能决策

结果,在线重新规划任务,完成智能变外形、变推力、变弹道等以躲避威胁、战术性逃逸或更改目标为

目的的智能化的飞行行为,解决了传统导弹武器无法在线自主决策,一旦发射无法灵活调整任务目标或

易于被拦截打击、缺乏实时智能对抗的难题.

２４　智能抗干扰

针对复杂环境目标识别与抗干扰能力需求,可通过构建目标样本库,提取干扰特征要素,形成干扰

判别依据,采用基于循环神经网络或深度学习的高分辨率识别技术,完成抗干扰抑制算法库智能调度,
实现对弱暗目标的智能检测,采用智能信息处理平台搭建等技术,实现智能化典型目标/干扰识别分类的

信息处理能力,解决了传统抗干扰算法侦察频率分辨率低、响应时间长、复合干扰识别能力弱、干扰识

别率低等难题.

２５　智能引战

智能自重构引战系统研究的是一种自重构、自适应、最优化的引战系统,以多模多体制引信和可编

程战斗部为基础,对防空导弹命中目标前所获取的环境、目标和导弹信息进行融合,完成特征向量提取

与模式识别,应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自行构建一套最优的引战配合规律模型,控制战斗部精确起爆,实

现对各类目标的高效毁伤.该引战系统容许一个或多个信息的缺失,适应一个或多个波段的干扰对抗,
在具备强鲁棒性、高精确性的同时,具备多任务能力.为解决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作战对象较为单一、
多任务能力明显不足等难题,奠定了引战系统的基础.

２６　智能协同

智能协同技术是指通过突破弹群间高速高动态组网、“红外＋雷达”“高空＋低空”“有人＋无人”协

同探测、抗干扰和飞行阵型自重构、威胁感知与智能逃逸等关键技术,进一步提升导弹智能导引和弹间

协同能力以及集群智能涌现和集群突防能力.建立实时共享态势,实现弹群动态任务规划,形成自主有

序编队飞行与根据任务变化动态重构的能力,具备分布式协同智能导弹作战能力,实现多枚不同体制导

弹协同对高价值目标和隐身目标的打击,解决了传统多弹之间信息孤立、各自为战、无法高效协作的

难题.

３　装备技术发展建议

在未来智能化战场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围绕 AI技术在导弹武器装备中的应用方向,以促进导弹武器

新质战斗力生成为目标,建议研究发展以下具有颠覆性应用前景的装备与技术方向.

３１　智能变外形导弹

未来战场立体高强度对抗的复杂环境特征和高空超高速、高机动、高智能等特征的新型目标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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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现有传统防御装备带来了极大挑战.针对上述威胁,基于智能决策与智能任务规划理论,发展智能变

外形、全时段气动外形主动随控、多执行机构最优控制等关键技术,形成宽域作战、智能博弈、一弹多

能的新质作战能力.

３２　智能突防反潜导弹

现有的各式反潜导弹由于飞行速度慢,机动能力差,导引精度低,投放难度高,无智能化作战能力,

弹道易被预测并拦截,突防生存能力弱,较大限制了其在未来海战中的作战地位.针对上述难题,基于

自主态势感知和决策理论,发展具备红外与雷达模式态势感知及主动控制规避时机能力的新质反潜导弹,
是赢得未来海上战争对抗的必然趋势.

３３　智能一体化指控系统

在传统的武器装备系统中,各装备系统间的指挥控制呈树状结构,且以人工决策为主,自动化水平

较低,系统反应速度慢,作战灵活性不足.未来,通过智能化算法构建智能一体化指控辅助决策系统,
完成战场筹划、多源数据融合、目标威胁估计、目标分配乃至自主战法生成,并在一体化指控界面显示

作战过程、设备工作状态等,同时可实时响应人工指令,实现智能协同交战,减轻作战指挥员的压力,
并减少由于人为判断的失误.

３４　低小慢群目标多体制对抗系统

从近几次世界上典型的局部战争与军事对峙中可以发现,一方面随着无人集群协同控制与智能化水

平的提高,无人机从侦察型逐渐向集群作战型转变,成为空袭新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精确制导炮弹

在局部战争中使用率也逐步提高,大口径火炮、火箭炮发射的制导弹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甚至替代了传

统的空中攻击.“低、小、慢、群”目标的低辐射特性、大密度、连续攻击的方式,给传统防空系统带来

了巨大威胁.得益于雷达成像技术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发展,使得雷达对低小慢群目标探测识别能力、
抗自然杂波与人工干扰水平以及导引精度大幅度提升,结合可见光成像、激光、声波探测等多体制,从

而使低小慢群目标对抗拦截效率大幅提高.

３５　多平台多体制协同武器

在网络中心战取代平台中心战的背景下,作战任务将不再由高价值、单一装备独立完成,例如F ２２
战机兼具隐身、超声速、攻击、探测、指挥、干扰等多功能于一体,高昂的造价和复杂的使用限制了其

在战场中的大规模运用.针对上述问题,基于群体智能协同和智能指挥控制理论,发展由多种小型化低

成本的作战功能平台来协作共同完成复杂任务的导弹武器系统,在降低作战成本的同时,强调提升体系

协同的效能[１１].

３６　智能多任务导弹

现役各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作战对象较为单一,引战系统多任务能力明显不足,同时,高超声速

目标、临近空间目标、隐身目标、蜂群目标等的部署应用,使得传统导弹难以适应 “一弹多能”的要求.
基于智能引战系统理论,智能多任务导弹采用多模复合引信与多模可控战斗部,可以在复杂干扰环境条件

下,准确探测、识别目标,控制战斗部适时起爆,实现对不同使命任务下的多种不同目标的高效毁伤[１２].

４　结　论

AI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导弹武器装备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成像探测识别、智能指挥控制、自主决策、

抗干扰、协同作战等关键技术已经逐步取得突破,基于上述技术的新质作战装备将涌现.未来,从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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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到稠密大气,再到陆地海洋,各式智能导弹必将会成为主导战场局势走向乃至决定胜负的关键军事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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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stheDevelopmentofMiss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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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iththeapproachingoftheintelligentera,AItechnologyhasgraduallyshowngreat
applicationprospectsinthefieldsofintelligentmissile,suchasbattlefieldinformationperceptionand
anti jamming,commandandcontrol,missionplanninganddecision making,intelligentdamage,

networking collaboration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reat perception and avoidance,

autonomousrouteplanning,onlinedecision makingandkeytargetlocationidentification,havebeen
initiallypresentedTheapplicationoftheoriessuchascomputervision,optimalcontrol,andautonomous
decision making,whicharespawnedbybasicresearchresultssuchasCNN (ConvolutionalNeural
Networks)andreinforcementlearning,arethe mostobviouscharacteristicsoftheintergenerational
upgradeofmissileFocusingonimprovingthepowerofnewgenerationmissile,sixapplicationdirections
ofAItechnologyinmissilearesummarizedAndsixequipmentandtechnologydevelopmentproposalswith
subversiveapplicationprospectsareproposed．

Keywords　IntelligentMissile;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 (AI);TechnologyEmpowering;

Development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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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GRU和极值理论的运载火箭鲁棒异常检测

向　刚１,２,３　田　琨１,２　周　虎１,２　许　琦１,２　黄万伟１,２

１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２宇航智能控制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摘　要　运载火箭的异常检测技术能够在测试数据中及时地发现隐藏的异常现象,是实现无人值守

发射控制的关键.针对运载火箭测试数据量大、数据分布不平衡、故障标签稀缺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融

合门控循环单元 (GRU)和极值理论 (EVT)的鲁棒异常检测算法 (GEAnomaly).首先,该算法提出

一种基于堆叠 GRU 的无监督预测模型,实现对多元测试数据的鲁棒预测.与长短期记忆网络 (LSTM)

相比,GRU 结构简单、参数少,因而训练效率更高.提出的堆叠 GRU 预测网络结构,能保证预测结果

的鲁棒性并能适用于多元测试数据.其次,基于预测模型的异常检测方法通常需要人工设置误差阈值或

者对误差的数据分布进行假设,提出的基于极值理论 (EVT)的误差阈值设置算法,不需要对误差的数

据分布做出任何假设,能够自适应地设置阈值,从而快速、准确地检测出异常数据.最后,分别在通用

的标准数据集和运载火箭的实测参数上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不仅有着更高的异常检测准确率,

还能降低假正例的数量.
关键词　异常检测;门控循环单元;极值理论;循环神经网络;运载火箭

０　引　言

运载火箭通常是由箭体结构、分离装置、发动机、火工品、控制、遥测等子系统组成的庞大、复杂

的大型系统.为了实现对运载火箭的健康管理,有必要对火箭的重要参数进行监测.异常检测 (Anomaly
Detection)是一种数据挖掘技术,能够在监测数据中发现与预期行为不符的数据,而这些与正常行为不

符、偏离大部分数据的数据称为异常[１].运载火箭的故障通常不是突然发生的,在故障发生前,在其输出

的参数中会出现细微的数据波动[２].异常检测技术能够发现这些异常情况,从而尽早地发现故障,及时发

出预警信息,采取必要的维修保养措施后,能够避免重大事故的发生,因此异常检测技术对于运载火箭

的健康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３].

我国运载火箭通常采用基于阈值的异常检测技术,即根据大量的领域知识和专家经验,为火箭的每

项参数设置一个合格阈值,当监测的数据超过阈值时,对应的数据就被认为是异常值.基于阈值的异常

检测技术原理简单,且便于实施,但是其不能检测小于阈值的连续型异常点.另外,设置检测阈值还需

要对系统充分了解,具备丰富的专家经验.这些缺点都阻碍了其在运载火箭异常检测中的进一步应用,

因此提出了基于统计的方法[３４],基于距离的方法[５],基于密度的方法[６]等.这些方法采用机器学习算

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运载火箭异常检测的准确率.
随着运载火箭集成化程度的提高,以及长期加电等使用要求的提出,运载火箭在全寿命周期内会产

生大量的测试数据.除了产生大规模的测试数据,运载火箭各参数间也存在着极强的耦合关系.独立地

监测每个参数,不能反映数据真实的关系.另外,为了能够尽早地发现异常数据,有必要实时监测测试

数据.在这种背景下,基于传统机器学习算法的异常检测算法已不能满足运载火箭的使用要求.

针对大数据下运载火箭对实时性、准确性、鲁棒性的要求,调研和梳理了异常检测算法在航天器领

域的应用情况,针对面临的数据量大、数据分布不平衡、故障标签数据稀少等挑战,研究了无监督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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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学习算法,提出了一种融合门控循环单元 (GatedRecurrentUnit,GRU)和极值理论 (ExtremeValue
Theory,EVT)的鲁棒异常检测算法 (GEAnomaly),该算法优点如下:

１)采用 GRU模型对测试数据进行预测.GRU能够提取出测试数据间的依赖关系,具有较高的预测

精度.与长短期记忆网络 (LongShort Term Memory,LSTM)相比,GRU 结构简单、参数少,因而

训练效率更高.

２)提出一种堆叠 GRU预测网络.借鉴集成学习的思想,采用多个 GRU网络进行堆叠,不仅能保证

预测结果的鲁棒性,还能适用于多元测试数据.

３)提出一种基于EVT的误差阈值设置方法.该方法不需要对误差的数据分布做出假设,能够动态

地设置阈值,从而快速、准确地检测出异常数据.

４)GEAnomaly能够获得更高的异常检测效率和准确率,同时降低假正例的数量.

１　火箭的异常检测技术

１１　运载火箭测试数据的特点

运载火箭在发射前通常要经过大量的测试,这通常是由火箭的控制系统完成的.火箭的控制系统又

分为飞行控制系统 (简称飞控系统)和地面测试发射系统 (简称测发控系统),原理框图如图１所示.飞

控系统中的仪器设备通常采用BIT设计技术,将采集到的反映自身工作状态的参数通过高速总线传输至

地面测发控系统,地面测发控系统中的故障诊断计算机实时监听总线上的信息,并完成对监测参数的判

读和显示.

图１　运载火箭控制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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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火箭的测试数据随时间变化,因此属于时间序列,其具有以下特点:

１)测试数据参数多、各参数相互耦合、故障模式复杂.为每一个参数单独训练监测模型,不仅需要

庞大的硬件开销,而且不利于对参数进行综合分析,因此需要模型能够对多元参数进行处理.

２)测试数据量大.为了保证卫星等载荷发射的及时性,运载火箭具备长时间加电值班能力,这导致

了测试数据量的急剧增加.

３)测试数据分布不平衡.测试数据存在长尾分布效应[７],即训练集中只存在极少数甚至没有带标签

的异常训练样本.
运载火箭测试数据量大、参数多、数据分布不平衡给其异常检测带来严峻的挑战.

１２　异常检测在运载火箭上的应用现状

在航天器的测试数据中,异常现象通常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单点异常,即数据中存在个别点偏

离正常数据;二是连续点异常,即若干数据点本身不是异常点,但当它们同时出现时,其组成的集合被

认为是异常;三是上下文关联异常,即单独看某一个点的取值是正常的,但在特定的环境中就会被认为

是异常.本文主要针对单点异常开展研究.
对于航天器时间序列的异常检测,使用最多、最广泛的是基于专家系统的方法,即根据领域知识和

专家经验,为每个参数设置一个阈值,当参数的测试数据超过规定的阈值时,则对应的数据被认为是异

常点.为了提高设置阈值的准确性,提出了一种成功数据包络分析方法[８].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开发出智能卫星控制软件 (ISACS DOC),被成功地用于 Geotail、Nozomi、Hayabusa等任务

中[９].基于专家系统的方法原理简单,便于实施,但其需要丰富的专家经验和领域先验知识,需要设置的

阈值多,可扩展性差,导致其不太适应功能越来越复杂的航天器[１０].
另一种常见的时序异常检测方法是基于预测模型的算法,即在正常的测试数据上训练预测模型,并

根据新的测试数据的预测误差来决定其是否异常.自回归模型 (AutoRegressive,AR)以及其改进的集

成移动平均自回归模型 (AutoRegressiveIntegratedMovingAverage,ARIMA)是时间序列预测分析中

的基本方法,但该方法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非白噪声序列,而通常航天器的测试数据不满足这一要求.
因此,相关机器学习算法,如人工神经网络 (ArtificialNeuralNetworks,ANN)和支持向量回归

(SupportVectorRegress,SVR)被广泛地用来训练预测模型,从而实现对时间序列的异常检测[１１].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和算力的提升,深度学习被广泛应用于异常检测[１２１３].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NeuralNetworks,RNN)引入带自反馈的神经元,具备记忆功能,能够学习到数据间的依赖

关系,特别适合处理时序数据.RNN 的变型,如 LSTM 网络[１４]和 GRU 网络[１５],通过引入门控机制,
有效地解决了RNN存在的梯度消失或梯度爆炸问题.Pankaj等人[１６]采用堆叠LSTM 网络作为时间序列

的预测模型,在４个数据集上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Hundman等人[１７]针对 NASA 的卫星遥测数据,提

出了基于LSTM 的预测模型和一种非参数动态误差阈值设置方法.董静怡等人[１８]提出一种集成LSTM 的

航天器遥测数据异常检测方法,相比 [１７]能够取得更高的检测准确率.虽然 LSTM 能够取得较好的预

测效果,但其网络结构复杂,参数优化困难.
基于预测模型的算法不可避免地要对预测误差进行建模分析并设置相应的阈值,实现对异常值进行

检测.文献 [１６]中采用多元高斯分布来估计预测误差的分布;文献 [１９]引入 Q 函数,并选择合适的

滑动窗口来计算预测误差的似然值,这些方法的前提是假设预测误差的分布符合高斯分布,但往往这一

假设条件很难成立[１７].文献 [１２]中提出可以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对预测误差的概率密度分布进行估计,
而不需要对预测误差的分布做出任何假定,但该方法与核函数的选择密切相关,且计算复杂.本文针对

预测误差,提出一种基于极值分布理论的动态自适应预测误差阈值设置算法,该算法原理简单,易于实

现,且不需要对预测误差的分布做出任何假设.

２　GEAnomaly总体结构

GEAnomaly的整体流程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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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GEAnomaly方法流程

图２中实线部分代表模型的训练过程,虚线代表测试过程.首先对监测到的运载火箭的测试数据进行

预处理,之后输入到预测模型进行训练.为了实现对多元输入数据的精准预测,GEAnomaly提出一种基

于堆叠GRU的预测模型,根据当前时刻和前序lb 个时刻的测试数据实现对后续la 个时刻数据的预测,在

训练阶段采用反向传播和自适应动量估计算法 (AdaptiveMomentEstimation,AdaM)[２０]来最小化误差.

然后计算预测值和实际值的误差,并采用EVT[２１２２]设置误差阈值.在测试阶段,当预测值和实际值之间

的误差超过设定的阈值门限时,则判定对应的数据为异常值,从而达到异常检测的目的.

３　异常检测方法

３１　数据预处理

为每一个参数都训练一个预测模型,会花费大量的模型训练时间以及硬件资源开销,而各参数的量

纲、数值大小差异较大,使用同一个预测模型则会造成检测性能下降.因此,GEAnomaly先利用无监督

聚类的方法,对测试的参数进行聚类,然后为每一个类别ci(i∈C,C为类别总数 )训练一个预测模型.

类别 ci 中 的 测 试 数 据 可 以 表 示 为 X ＝ x(１),x(２), ,x(t),,x(n)
{ } , 其 中 x(t) ＝

x(t)
１ ,x(t)

２ ,,x(t)
m{ } ,代表t时刻监测到的数据,为m 维列向量,其中m 为类别ci 中参数的个数.

３２　基于堆叠GRU的鲁棒预测模型

３２１　GRU 网络

LSTM 在处理时间序列数据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其结构复杂,LSTM 网络的训练过程相

对复杂.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对 LSTM 进行改进,将输入门和遗忘门用一个更新门来代替,组成新

的 GRU.

在 GRU网络中,当前时刻的候选状态为ĥt,rt 、zt 分别为重置门和更新门,计算公式如下

ĥt＝tanhWhxt＋Uh rt☉ht－１( ) ＋bh( ) (１)

rt＝σ Wrxt＋Urht－１＋br( ) (２)

ht＝zt☉ht－１＋ １－zt( ) ☉ĥt (３)

zt＝σ Wzxt＋Uzht－１＋bz( ) (４)

３２２　预测模型结构
为了得到一个鲁棒的预测模型,GEAnomaly提出一种基于堆叠 GRU 的预测网络,实现对多参数输

入数据的精准预测.网络模型如图３所示.
模型包含３个不同网络结构的 GRU网络和一个决策层.t时刻,每一个 GRU的输入数据均是长度为

lb 的 序 列 x̂i ＝ x̂(t－lb＋１)
i ,x̂(t－lb＋２)

i ,,x̂(t)
i{ } , 输 出 也 均 是 长 度 为 la 的 序 列 ŷi ＝

ŷ(t＋１)
i ,ŷ(t＋２)

i ,,ŷ(t＋１＋la)
i{ } .决策层通过比较３个GRU神经网络的 MSE,选择最小的 MSE对应的网

络为对应参数的最终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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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和la 分别表示利用当前及前序lb 个数据实现对后续la 个数据的预测,在本文中,为了降低计算开

销,同时保证足够预测精度,选择lb ＝２５０,la ＝１０.

图３　堆叠 GRU预测网络结构

３２３　GEAnomaly预测网络的超参数
为了实现对测试数据的鲁棒预测,本文提出的预测模型集成了３种不同结构的 GRU 神经网络,根据

实验结果分析,各网络的隐藏层及隐藏层上 GRU 单元数分别为 {３２,４８} (包含两层隐藏层,且每层隐

藏层上的 GRU单元数分别为３２和４８,下同)、 {８０,８０}、 {６４,６４}.每层丢弃率dropout取值为０２.
为了防止过拟合,采用earlystop策略,即在训练数据中按照２０％的比例随机从训练集中划分一部分数据

作为验证集,并用验证集上的误差来近似期望误差,当验证集上的误差不再下降时,停止迭代.最大迭

代次数取值为３０.

GRU网络的损失函数采用均方误差

MSE＝
１
n∑

n

i＝１

(y－ŷ)２ (５)

３３　预测误差平滑处理

采用堆叠 GRU对测试数据进行预测后,得到t＋１时刻的预测值为ŷ(t)
i ,实际值为x̂(t＋１)

i ,则定义预

测误差为

e(t) ＝ ŷ(t)
i －x̂(t＋１)

i (６)

将训练集中所有时刻的误差组成一个误差向量e(t)＝[e(１),e(２),,e(t),,e(n)].

由于 GRU预测模型在原始测试数据存在突变处,不能很好地进行预测,导致预测误差向量e(t)中

存在尖峰值[１７],这些尖峰值是不需要的,因此 GEAnomaly采用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法 (Exponentially
WeightedMovedAverages,EWMA)[２４]对预测误差e(t)进行平滑,以消除e(t)中可能存在的尖峰值,

平滑公式如式 (７)所示.

es(t)＝βest－１( ) ＋(１－β)e(t) (７)

３４　基于极值理论的预测误差阈值设置方法

针对平滑后的误差,提出一种基于EVT的阈值自动设置方法.EVT的目标是找到es(t)中的极值的

分布,而不是es(t)的分布,因此不需要对数据的分布做出任何假设.

假设随机变量X 的累积分布函数为F(x),当且仅当存在函数σ ,对于所有的x ∈R 且１＋γx ＞０,

则有

F
－

θ x( ) ＝１－Fθ(x)＝P X －θ ＞x|X ＞θ( ) ~ １＋
γx

σ(θ)
æ

è
ç

ö

ø
÷

－
１
γ

(８)

式 (８)中θ 为初始化阈值,X －θ 为超出阈值量,其分布满足参数为γ 、σ(θ)的广义帕累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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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zedParetoDistribution,GPD).GPD有着良好的数学特性,其参数γ 和σ(θ)可以通过最大似

然估计 (MaximumLikelihoodEstimation,MLE)、矩量法 (MethodofMoments,MOM)、概率权重矩

法 (ProbabilityWeightedMoments,PWM)等方法进行估计[２１].得到参数γ 和σ(θ)的估计值γ̂和σ̂(θ)
后,可以按照式 (９)计算得到新的阈值ε.

ε＝θ＋
γ̂
σ̂

qn
Nθ

æ

è
ç

ö

ø
÷

－γ̂

－１é

ë
êê

ù

û
úú (９)

式 (９)中q为给定的概率;n 为观察到的样本数量;Nθ 为超过初始阈值θ 的样本数量.
将EVT应用于平滑误差es(t)的阈值设置,需要首先在训练集的es－tr(t)寻找一个阈值εtr ,使得

P(X ＞εtr)＜q成立,q为参数,算法如下:

算法１:设置训练集上的阈值εtr

输入:训练集上平滑后的误差向量es－tr(t),概率q
过程:

１:设置初始误差阈值θ ;

２:根据公式 (８)计算es－tr(t)中超过初始阈值θ 的概率;

３:利用 MLE法估计γ̂ 和σ̂(θ)的值;

４:根据公式 (９)计算出阈值εtr ;

５:返回εtr 和q
结束

利用在训练集上训练出来的预测模型,来实现对测试集上数据的预测,并得到预测误差,采用算法２
实现异常检测和阈值的动态更新

算法２:异常检测并动态更新阈值εtr

输入:测试集的平滑误差est＋k( ) ,εtr ,q,θ
过程:

１:初始化异常数据集合A ∈ϕ ;

２:fork＞０do
３:　　εtr

４:　　ifest＋k( ) ＞εtrthen
５:　　　　将est＋k( ) 对应的测试数据判为异常值,并加入到集合A 中

６:　　elseifest＋k( ) ＞θthen
７:　　　　利用 Algorithm１更新εtr

８:　　else
９:k＝k＋１;

１０:　 endif
１１:　endfor
１２:返回集合A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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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实验结果分析

４１　仿真实验

本文以 Numenta公司的某一设备的温度变化曲线[２３]为例来对算法进行介绍.
首先将数据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其中训练集全部为正常的数据,测试集中包含４个异常点.然后

在训练集中按照本文３２节提出的预测模型进行训练,使模型能够学习到正常数据的全部特征.测试集上

的真实值和采用堆叠 GRU模型的预测值如图４所示,实线为测试集上的实测值,虚线为预测值,４个圆

点为待检测的异常值.

图４　利用 GRU对测试集上的数据进行预测

测试集上的误差以及平滑后的误差如图５所示.

图５　测试误差和采用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法平滑后的误差

采用３４节中的算法１和算法２对图４中的测试集进行异常检测,结果如图６所示.根据文献 [２１]
中的结论,参数q的取值一般为 [１０－３,１０－５],参数θ 一般为训练集上数据的分位数 (９８％).图６中,
虚线为动态阈值,实线为测试集上的平滑误差,圆点为检测到的异常点,采用本文提出的融合 GRU 和极

值理论的异常检测方法可以检测出测试集上全部４个异常点.

４２　预测模型性能比较

训练一个鲁棒的预测模型是本文算法的核心之一.本节从测试集上的预测误差精度和训练集上的训

练运行时间两个维度对GRU和LSTM 的预测性能进行比较.选择异常检测领域常用的数据集进行比较分

析:NumentaMachineTemperature数据集、PowerDemand数据集以及 ECG 数据集,具体参见文献

[２１].实验中除了预测网络模型不同外,网络的参数和超参数设置完全一致,见３２３节.实验结果如表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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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采用极值理论进行异常检测

表１　GRU和LSTM 性能比较

序号 数据集
GRU LSTM

时间 精度 时间 精度

１ Numenta ９０s ２８２ ９９s ２３８

２ PowerDemand ７０s ００９ ７５s ００８

３ ECG １３０s ３４９０１ １４８s ３４６１１

从表１中的实验结果可知,用GRU实现的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要略低于LSTM 的预测精度.在用预

测模型进行异常检测时,通常要在预测精度和检测准确率之间折中考虑,在测试集上预测精度高通常会

造成检测准确率低,这是由于基于预测的异常检测算法是通过预测误差的大小来判断对应数据是否异常.
从运行效率来看,GRU模型每轮训练的时间比LSTM 模型的运行时间短,最大缩短１２１％.从处理

运载火箭大规模测试数据的角度看,运行时间越短,处理数据越快.
结合以上分析,基于 GRU的预测模型有着较快的运行速率,虽然预测精度略低于LSTM,但是不影

响异常检测的结果,因此 GEAnomaly选择 GRU作为预测的网络模型.

４３　运载火箭测试数据实验

为了验证 GEAnomaly的有效性,选取某运载火箭电源输出电压参数为例进行实验,如图７所示.

图７　运载火箭某电压曲线

图８比较了 GEAnomaly中３种预测网络模型的运行时间和预测精度.根据３２２节内容,选择

GRU网络b的输出作为极值理论分析的输入.
在异常检测中,查准率和查全率是一对矛盾的度量.为了平衡这两个参数,通常引入F１ 度量参数.

为了验证 GEAnomaly中提出的基于EVT误差阈值设置方法的有效性,将本文方法与文献 [１７]中的方

法进行比较,结果如表２所示.从表２中可知,采用 GEAnomaly提出的方法能够检测出１０个异常点,
并且不会产生假正例,查准率P、查全率R 以及F１ 指标均要优于文献 [１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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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网络的预测结果

表２　指标比较

序号 误差处理方法 查准率P 查全率R F１

１ 极值理论 １ ０９１ ０９５

２ Hundman [１７] ０８３ ０４５ ０５８

５　结　论

针对运载火箭测试数据量大、故障标签稀缺的特点,本文提出了一种融合 GRU 和极值理论的异常检

测算法,能够有效地对测试数据进行挖掘,及时发现异常现象.主要创新点和结论如下:

１)相对LSTM,GEAnomaly提出的基于 GRU网络的预测模型结构更简单、参数更少,因此运行速

率更快,最大效率提升１２１％,更适合对大规模测试数据进行预测.

２)为了保证预测模型的鲁棒性,GEAnomaly提出了一种堆叠 GRU的预测结构,采用３种不同网络

结构的 GRU进行堆叠,能够实现对多元测试数据的精准预测.

３)提出一种基于EVT的误差阈值动态设置方法.GEAnomaly能够实现预测误差阈值的非参数自适

应设置,而不需要对预测误差的数据分布进行任何假设.相比文献 [１７],F１ 提升３７％,在获得更高的检

测准确率的同时,降低了假正例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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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ustanomalydetectionoflaunchvehiclebasedon
GRUandextremevaluetheory

XIANGGang１,２,３,TIANKun１,２,ZHOU Hu１,２,XUQi１,２,HUANG Wan wei１,２

１BeijingAerospaceAutomaticControlInstitute;

２NationalKeyLaboratoryofAerospaceIntelligentControlTechnology;

３SchoolofAutomationScienceandElectricalEngineering,BeihangUniversity

　　Abstract　Anomalydetectionoflaunchvehiclecouldfindanomaliesinthetestdataandgiveoutalarm
informationintime,whichmayavoidtheoccurrenceofcatastrophicfailuresaftertakingcorresponding
measuresInordertosolvetheproblemssuchaslargevolumeoftestdata,unbalanceddatadistribution
andthescarcityoffaultlabels,whicharefacedintheareaoflaunchvehicle,anunsupervisedanomaly
detectionalgorithmcombiningGRUandextremevaluetheoryisproposedThisalgorithmadoptsthegated
recurrentunits (GRU)tobuildandtrainanunsupervisedpredictionmodelComparedwiththelongshort
term memory (LSTM)network,theGRUnetworksaresimplerandhavefewerparameters,soitwill

bemuchmoreefficienttotrainaGRUnetworksUsingstackedGRUnetworkscouldnotonlyensurethe
robustnessoftheprediction model,butalso madeitsuitablefor multipletestdataMotivated by
fundamentalresultsfrom ExtremeValueTheory,wealsoproposeanunsupervisedandnonparametric
anomalythresholdingapproachThroughexperimentsconductedonseveralpublicdatasetsaswellasreal
datasamplingfromalaunchvehicle,weshowthattheproposeddetectionalgorithmissuperiortoother
detectionrules．

Keywords　anomalydetection;GRU;extremevaluetheory;RNN;launchvehicle

９５１



有动力着陆在线制导方法及工程化应用研究

吴炜平　马玉海　杨毅强　廉　洁　张　霞

北京中科宇航技术有限公司

摘　要　对有动力着陆的凸优化制导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动力学模型推导,并在引入松弛变量进行无

损凸化处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二阶锥和线性约束条件给出了详细的离散化模型.结合计算分析,针

对性地提出了凸优化制导方法的可行工程应用方式,并提出剩余飞行时间等参数的取值方法.最后,通

过嵌入式环境下的计算验证,结果表明凸优化进行在线制导是可行的,能够在满足嵌入式计算能力的情

况下,以最优的燃料消耗量有效提高落点控制精度.
关键词　有动力着陆;凸优化;在线制导;燃料消耗最优

０　引　言

近年来,有动力垂直着陆飞行器及其制导控制技术逐步成为研究热点.

非打击类飞行器的再入着陆方式主要分为:

１)水平着陆,以航天飞机为代表,飞行过程先利用飞行器升力面大攻角减速,而后转入滑翔飞行,
最后水平着陆;

２)半弹道式着陆,以载人飞船为代表,飞行过程以固定升阻比减速飞行,最后伞降或气囊辅助着陆;

３)有动力垂直着陆,以月球/火星探测器、猎鹰火箭为代表,采用主发动机工作进行减速,保持零

攻角飞行,最后垂直着陆.
目前国内外公开的垂直起降运载火箭或技术验证飞行器主要包括:美国 SpaceX 公司的猎鹰系列运载

火箭、蓝色起源公司 (BlueOrigin)公司的新谢泼德 (NewShepard)和新格伦 (NewGlenn)火箭、美

国加州理工大学喷气推进实验室 (JetPropulsionLaboratory,JPL)与 Masten空间系统公司 (Masten
SpaceSystems)合作的自主起降动力飞行试验平台 (AutonomousAscentandDescentPowered Flight
Testbed,ADAPT)、德国宇航中心 (DeutschesZentrumfürLuft undRaumfahrt,DLR)的 EAGLE
(EnvironmentforAutonomousGNCLandingExperiments)技术验证样机,以及德、法、日三国合作的

CALLISTO (CooperativeActionLeadingtoLauncherInnovationinStageToss backOperations)技术

验证缩比火箭.
随着技术验证机和垂直起降运载火箭的研制,垂直着陆制导技术也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发展.开

环制导的重力转弯制导方式[１]的优点是推进剂消耗量少,效率高,着陆姿控及测量都比较简单[２,３],缺点

是无路径约束,无法精确控制着陆点.多项式 Apollo制导方式[４]计算效率高,通过表达式可以得到制导

指令,需进行大量的离线仿真对边界约束进行测试.有时参考轨迹需要分段拼接,着陆精度相对高,推

进剂消耗量不是最优.凸优化制导方式在求解过程中考虑问题描述的约束,计算量大,采用内点法解算,
解为全局最优.

无损凸优化方法是美国JPL实验室的 Açıkmeşe和Ploen等人在２００７年针对火星登陆器动力下降制

导 (PoweredDescentGuidance,PDG)问题提出的[５].利用 ADAPT 样机平台进行了成功的飞行试

验[６],团队还在 G FOLD项目中实现了对凸优化算法实际箭上部署定制化改造,在相同的计算平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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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定制化开发的内点算法比通用软件快一个数量级,使得在线制导的工程应用成为可能[７１０].
制导方法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在探测器最后下降段过程中,如果确定探测器的推力控制律Fc,在满足

发动机性能及任务要求带来的状态和控制约束条件下,使探测器从最后着陆段的起点平移状态(r,r)将

火箭从初始位置r０ 和初始速度r０ 导引到指定的着陆点位置的静止状态,同时使燃料消耗最小.要求制导

律的计算时间短、效率高,能满足探测器在线制导的要求.
本文针对有动力垂直着陆问题的凸优化方法的建模、模型凸化处理及离散化处理进行详细推导,并

通过着陆制导算例的数学仿真校验算法精度,进一步通过嵌入式环境对制导方法的工程应用可行性进行

了研究.

１　有动力着陆运动模型

坐标系原点定义在着陆点,x 方向垂直于着陆表面,正向朝上;y 方向为预先设定好的地表水平前

向;z方向满足右手坐标系,为地表水平侧向.火箭在着陆段的动力学方程为

r(t)＝v(t)

v(t)＝ge(t)＋
Fc(t)
m(t)＋ad(t)

m (t)＝－α‖Fc(t)‖
式中,r(t)、v(t)分别是火箭当前的位置和速度矢量;m(t)为火箭当前质量;Fc(t)为火箭的推力矢量;

ge(t)为引力加速度的矢量;α 为一个常量,定义为１/(Ispg０),为比冲的倒数;ad(t)为火箭在下降过

程中受到的空气阻力加速度矢量,考虑到着陆段火箭飞行速度较低,气动阻力相对推力为小量级,因此

将其当作扰动力进行分析.
(１)目标函数

优化的目标是使火箭的剩余质量最大 (或者说使燃料消耗最少),即

max[m(tf)－m(t０)]⇒minJ＝α∫
tf

０
‖Fc(t)‖dt

式中,tf 为火箭着陆过程的终端时间.
(２)约束条件

①推力大小约束

所生成的制导控制律应在火箭自身控制能力范围内,否则无法保证精确着陆的要求,因此需要设置

推力赋值约束,即

０＜F１ ≤ ‖Fc(t)‖ ≤F２,∀t∈ [０,tf]
式中,F１ 和F２ 分别为推力幅值的下限和上限.这里设置推力下限是考虑发动机在低于特定油门水平无法

可靠工作,同时假设在着陆段火箭的发动机不能处于关机状态 (发动机点火次数有限,且启动过程特性

比较复杂).设置推力上限是因为任意大的推力是不可能的.

②火箭与着陆点位置关系约束

此约束主要包括两点.首先,需要保证火箭飞行过程中不能与地面相撞,即

rx(t)≥０,∀t∈ [０,tf]
其次,由于地表附近可能存在凸起、斜坡等环境,为避免火箭在着陆过程中与凸起发生干涉,应使

火箭和着陆点之间的连线与地平面的夹角大于某临界值γ ,即

tanγ r２
y(t)＋r２

z(t)≤rx(t)
此约束限制火箭在以着陆点为顶点的倒圆锥内飞行,直至最终垂直降落在着陆点.

③质量约束

火箭在着陆过程中,最后的质量不能低于燃料耗尽极限情况下的火箭干重,因此质量约束为

m(t０)＝mwet,m(tf)≥m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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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wet 为着陆段起始时刻的火箭质量;mdry 为火箭飞行过程中允许质量的下限.

④精确着陆约束

火箭垂直回收的关键是保证火箭最终能够精确定点着陆,即最终着陆瞬时的位置和速度矢量降为零

r(０)＝r０,v(０)＝v０;r(tf)＝０,v(tf)＝０
式中,r０,v０ 分别为火箭着陆段的起始位置和速度矢量;md 为火箭飞行过程中允许质量的下限.

同时,在着陆末端时,火箭姿态需要保持垂直,由于推力方向沿着箭体轴的假设,最终推力方向垂

直地面可保证火箭以垂直姿态着陆,即加速度矢量的末端值需要满足在水平横向和侧向都为零,考虑火

箭的稳定性在竖直方向则小于零,即

Fcy(tf)＝Fcz(tf)＝０,Fcx(tf)＜m(tf)g
综上所述,可归纳出火箭PDG最优控制问题.
问题１:
目标函数

min
tf,Fc

J＝∫
tf

０
‖Fc(t)‖dt

约束条件

r(t)＝v(t)

v(t)＝ge(t)＋
Fc(t)
m(t)＋ad(t)

m (t)＝－α‖Fc(t)‖
０＜F１ ≤ ‖Fc(t)‖ ≤F２,∀t∈ [０,tf]

tanγ r２
y(t)＋r２

z(t)≤rx(t)

r(t０)＝r０,v(t０)＝v０,m(t０)＝mwet

r(tf)＝v(tf)＝０,m(tf)≥mdry

Fcy(tf)＝Fcz(tf)＝０,Fcx(tf)＜m(tf)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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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问题描述

２１　凸化处理后的问题描述

针对控制约束,引入松弛变量Γ(t),使m (t)＝－αΓ(t),存在以下关系:

‖Fc(t)‖ ≤Γ(t)

０＜F１ ≤Γ(t)≤F２

定义变量如下

σ(t)
Γ(t)
m(t),u(t)

Fc(t)
m(t)

动力学方程中平移和质量方程变为

r̈(t)＝u(t)＋g(t)＋ad(t)

m (t)
m(t)＝－ασ(t)

从上式得

m(t)＝m０exp[－α∫
t

０
σ(τ)dτ]

由于α ＞０, 燃料最省的性能指标等效为

∫
tf

０
σ(t)dt

２６１



控制约束可以用新变量u 和σ 表示为

‖u(t)‖ ≤σ(t),∀t∈ [０,tf]

F１

m(t)≤σ(t)≤
F２

m(t),∀t∈ [０,tf]

针对质量约束,引入变量将其凸化,即

z＝lnm
质量上下限不等式约束变为

F１e－z(t) ≤σ(t)≤F２e－z(t),∀t∈ [０,tf]

取e－z 的一阶泰勒级数展开式,得到

F１e－z０{１－[z(t)－z０(t)]}≤σ(t)≤F２e－z０{１－[z(t)－z０(t)]},∀t∈ [０,tf]

式中,z０(t)＝ln(mwet－αF２t);mwet 为火箭着陆段的初始质量,即z０(t)为z(t)在时间t处的下限.为确

保不违反z的物理界限,需要增加一个额外的约束

ln(mwet－αF２t)≤z(t)≤ln(mwet－αF１t)

由此,可以用新的控制变量得到问题１的近似问题.
问题２:凸化的PDG燃料最省最优控制问题

目标函数

min
tf,u(),σ()

J＝∫
tf

０
σ(t)dt

约束条件

r(t)＝v(t)

v(t)＝ge(t)＋u(t)＋ad(t)

z(t)＝－ασ(t)

‖u(t)‖ ≤σ(t)

F１e－z０{１－[z０(t)－z０(t)]}≤σ(t)

σ(t)≤F２e－z０{１－[z(t)－z０(t)]}

ln(mwet－αF２t)≤z(t)≤ln(mwet－αF１t)

‖Sx‖＋cTx ≤０

r(t０)＝r０,v(t０)＝v０,z(t０)＝ln(mwet)

r(tf)＝v(tf)＝０,z(tf)≥ln(mdry)

uy(tf)＝uz(tf)＝０,ux(tf)＜ge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其中

x＝[rT　vT　z]T

S＝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c＝[－tanγ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２　问题离散化

针对动力学方程采用梯形积分离散化,可得到问题的离散化表达形式.

问题３:有动力着陆制导问题的离散化形式

目标函数

min
uk,σk

∑
N

k＝０
wkσk

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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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１＝rk ＋
Δt
２

(vk ＋vk＋１)

vk＋１＝vk ＋
Δt
２

(uk ＋uk＋１)＋gΔt

zk＋１＝zk －
αΔt
２

(σk ＋σk＋１)

‖uk‖ ≤σk

F１e
－z

０,k [１－(zk －z０,k)]≤σ(t)

σ(t)≤F２e－z０,k [１－(zk －z０,k)]

ln(mwet－αF２kΔt)≤zk ≤ln(mwet－αF１kΔt)

‖Sx‖＋cTx ≤０

r(０)＝r０,v(０)＝v０,z(０)＝ln(mwet)

r(tf)＝v(tf)＝０,z(tf)≥ln(mdry)

uy(tf)＝uz(tf)＝０,ux(tf)＜ge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至此,已将PDG问题通过无损凸化处理转换为可以进行数值解算的标准优化问题.

３　剩余时间确定

(１)剩余飞行时间tf 的确定 (见图１)

图１　剩余飞行时间估算

制导过程中所需的初始点位置r０、初始点速度v０、初始点加速度a０、着陆目标点位置rf、着陆目标

点速度vf、着陆目标点加速度af 均为矢量,为了便于模型阐述,先将以上矢量投射到一坐标轴上,即构

成从初始点到着陆目标点的轨迹是单调的,没有往复运动,存在着以下的运动关系,即

rf －r０＝
１
２a１t２

１ ＋v０t１＋
１
２a２t２

２ ＋v１t２

上式建立在直线运动上,rf 为目标位置,r０ 为初始点位置,a１ 为第一阶段加速度,t１ 为第一阶段所需

时间,v０ 为起始点速度,a２ 为第二阶段加速度,t２ 为第二阶段所需时间,v１ 为第一阶段结束时的速度.

因此有以下关系

t２＝
vf －v１

a２

其中vf 为着陆速度,一般而言vf ＝０, 则有

v１＝－t２a２

t１＝
v１－v０

a１

ì

î

í

ïï

ïï
⇒t１＝

－t２a２－v０

a１

根据推导可获得全程运动时间:tf ＝t１＋t２.
(２)在线凸优化制导的工程化应用

第一种是在每个制导周期均采用凸优化对当前位置、速度、姿态下的再入运动进行解算,得到下一

周期的制导指令,类似入轨迭代制导直接给出标准姿态指令.
第二种是在再入点处在线规划一次,将凸优化解算结果作为标准参考轨迹供整个再入飞行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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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过反馈控制给出姿控指令,完成精确着陆.
第一种方式,在实际计算过程中存在参与凸优化解算的最终飞行时间tf 与飞行约束不匹配导致迭代

时间增加的问题,所以需要在后续进一步研究飞行时间的迭代更新问题.第二种方式,配合离线的初始

再入点可行域装定及在线初始再入点选择,可以保证凸优化求解收敛性和准确性.

４　数学仿真算例

按照有动力回收着陆段的运载器配置,采用表１参数开展仿真校验.

表１　着陆段仿真参数

着陆段参数 取值

结构参数

Fmax/kN ８４５２

Isp/s ２８２

mwet/kg ３８９６３

mdry/kg ２７２１５

约束参数

F１/Fmax ０４

F２/Fmax １０

γ(t)/ (°) ２０

r０/m (４０００,１３００,３００)

v０/ (m/s) (－２４０,－１１０,５０)

rf/m (０,０,０)

vf (m/s) (０,０,０)

a/ (m/s２) (０,０)

通过计算可知,凸优化结果满足推力上下限约束,同时满足根据推进剂消耗得到的质量约束,在终

端位置满足位置、速度要求,如图２~图５所示.

图２　推力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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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质量曲线

图４　位置曲线

图５　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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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嵌入式环境应用

凸优化在线制导算法离散节点１００个,在PC环境下６４位IntelCorei７＠２５０GHz运算一次时间为

２６２ms,为进一步验证嵌入式环境下的计算能力,选用６４位 ARMCortexA５３架构BCM２８３７１４GHz
嵌入式平台,运算一次时间为４８０ms (见图６).

图６　嵌入式环境验证框架

嵌入式平台与实时仿真系统采用串口通信,实现导航信息及控制指令交互,进行再入着陆飞行过程

实时指令计算,完成整个飞行过程,如图７~图１０所示.

图７　模拟飞行位置曲线

再入着陆全过程精度均较高,末段精度降低,与在线制导规划生成的标称轨迹存在一定偏差,位置

精度优于１m,速度精度优于０３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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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模拟飞行速度曲线

图９　模拟飞行推力值曲线

图１０　模拟飞行质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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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论

本文给出了有动力着陆的在线制导方法问题描述及离散形式,并结合算例评估了算法对硬件需求情

况.对于箭上嵌入式计算环境来说,在线规划与反馈控制结合的方式较为可行;而实时解算凸优化制导

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算法,并提高计算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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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dDescentGuidanceand
EngineeringApplicationResearch

WU Wei ping,MAYu hai,YANGYi qiang,LIANJie,ZHANGXia
BeijingCASAerospaceTechnologyCo,Ltd

　　Abstract　Thedynamic modelforPoweredDescentGuidanceisintroduced,andthentheslack
variableisintroducedtotransform modelwiththelosslessconvexification methodThediscretization
modelisfurtherprovidedaccordingtothesecondorderconeconstraintsandlinearconstraints．Combining
calculationandanalysis,afeasibleengineeringapplication methodofconvexoptimizationguidanceis

proposed,andthemethodofselectingparametersforfinalflighttimeisproposedFinally,throughthe
calculationverificationintheembeddedenvironment,theresultsshowthatconvexoptimizationfor
onboardguidanceisfeasibleThemethodcansatisfyingtheembeddedcomputingcapability,anditcan
effectivelyimprovetheaccuracyofthelandingpositionwiththeoptimalfuelconsumption．

Keywords　PoweredDescent;Convexoptimization;Onboardguidance;Fuelconsumption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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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干扰波形决策的离散人工蜂群算法研究

戴少怀　杨革文　李　旻　赵智剑　余　科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

摘　要　针对目前基于离散人工蜂群算法的干扰波形决策存在迭代次数多、最优化概率低等问题,

提 出 一 种 基 于 最 优 差 异 导 向 的 混 沌 多 维 人 工 蜂 群 算 法 (optimaldifference orientedchaotic
multidimensionaldiscreteartificialbeecolony,ODCM DABC)的干扰波形决策方法.通过引入最优差

异矩阵,有导向性地对蜜源进行更新,平衡了算法开发与探索能力;通过多维搜索,采用贪婪选择的方

式确定最佳更新维度,提高了最优化概率和算法效率;引入 Tent混沌序列初始化种群,很好地保证了初

始解有较高的适应度.仿真结果表明,ODCM DABC算法在进行干扰波形决策时,与传统 DABC算法、

GA 算法相比,需要的迭代次数更少、最优化概率更高,表明了 ODCM DABC算法能够更好地改善干扰

波形决策系统的性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关键词　干扰波形决策;ODCM DABC;差异矩阵;多维搜索;Tent混沌序列

０　引　言

雷达采用的抗干扰措施复杂多变,对干扰方而言,参数固化的干扰波形已经无法达到最优的干扰效

果[１].只有合理选择干扰波形参数,根据对方雷达工作模式决策最优干扰波形,才能产生最大干扰效益.

文献 [２]采用模拟退火法、文献 [３]采用传统匈牙利算法实现干扰资源优化分配,两种算法均是

已知组网雷达分布情况,根据各个雷达的威胁程度,合理分配干扰机,提高干扰效益,但未深入探讨干

扰波形决策.文献 [４]结合禁忌搜索算法对人工蜂群算法进行改进,算法收敛速度和最终干扰效益值虽

有一定提高,但是采用单维随机更新的搜索方式,在寻优过程中缺乏方向性,算法效率低.文献 [５ ６]

分别对遗传算法和粒子群算法进行改进,实现干扰资源分配,但算法控制参数对模型搜索性能有很大影

响,易导致寻优失败.综合以上分析,现有的干扰决策方法由于未实现干扰波形层面的决策且算法均存

在迭代次数多、最优化概率低等问题,难以满足实际工程应用需求.

本文针对干扰波形决策问题,采用合理指标体系衡量不同干扰波形对雷达的干扰效果,研究最大化

干扰效益下干扰波形决策方法,提出一种基于最优差异导向的混沌多维人工蜂群算法 (ODCM DABC).
该算法采用 Tent混沌序列方法均匀化初始种群,避免陷入局部最优,同时以差异矩阵为导向,对蜜源进

行多维搜索,提高算法搜索方向性和收敛速度.

１　干扰波形决策问题的数学模型

雷达干扰效益的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用单一指标衡量干扰效益是不合理的,这里综合文献[７]和
文献[８]的评估指标,选择搜索时间、跟踪误差、跟踪稳定度和平均目标失锁时间等四个指标来评估干扰

波形对雷达干扰效果,然后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将评估指标映射到 [０,１]区间内,处理后结果分

别用Ga 、Gb 、Gc 、Gd 表示.

根据评估指标,可得到干扰波形针对雷达某工作模式下的干扰矩阵,然后综合各个状态的干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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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 ,形成干扰效益评估矩阵E .假设干扰波形库中不同参数组合的干扰波形数目为m, 雷达工作模式数

目为n, 记某干扰波形对雷达某工作模式的干扰效益为

G′i＝ Gai,Gbi,Gci,Gdi[ ] ,i＝１,２,,m (１)
此时,由m 个不同波形构成的干扰效益矩阵可表示为

G＝

Ga１ Ga２  Gam

Gb１ Gb２  Gbm

Gc１ Gc２  Gcm

Gd１ Gd２  Gdm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２)

其中,矩阵中每一列代表对应干扰波形对雷达某状态的干扰效益值;每一行代表在某一指标下,各

干扰波形对雷达某状态的干扰效益值.
由于在实际干扰效果评估中,不同指标评价的权重是不同的,因此需要建立各指标的权重系数为

ω′＝ ωa,ωb,ωc,ωd[ ] (３)

此时,m 个干扰波形对相控阵雷达某模式Rj 下的干扰效益值为

ej ＝ω′G

＝ ωa,ωb,ωc,ωd[ ]

Ga１ Ga２  Gam

Gb１ Gb２  Gbm

Gc１ Gc２  Gcm

Gd１ Gd２  Gdm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e１j,e２j,,emj[ ]

(４)

雷达有n 种工作模式,可以依次求得ej j＝１,２,,n( ) ,则干扰波形对雷达干扰效益评估矩阵为

E＝ e′１,e′２,,e′n[ ] ,可以展开为

E＝

e１１ e１２  e１n

e２１ e２２  e２n

⋮ ⋮  ⋮

em１ em２  em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５)

式中,E 为干扰效益评估矩阵;eij 代表综合四个指标,干扰波形i对雷达模式j的干扰效益值.
干扰效益评估矩阵E 表示不同干扰波形参数组合对雷达各工作模式的干扰效果.为实现干扰波形最

优决策,最大化干扰效益,待优化目标函数为

E＝max∑
m

i＝１
∑
n

j＝１
xijwjeij (６)

式中,xij 为待求决策变量,非０即１,xij ＝１表示采用干扰波形i对雷达模式j进行干扰,否则不进行干

扰;wj 表示雷达工作模式j的威胁程度;eij 表示干扰波形i对雷达模式j的干扰效益;E 表示某一干扰波

形决策下,对雷达产生的干扰效益值.
由于一种干扰波形不能保证对雷达所有工作模式均有较好的干扰效果,设一个干扰波形最多可以对

雷达εi 个状态产生有效干扰,雷达在所有工作模式下,均至少释放一种干扰波形,此时,式 (６)存在如

下约束条件

xij ＝０or１

∑
m

i＝１
xij ≥１,j＝１,２,,n

∑
n

j＝１
xij ≤εi,i＝１,２,,m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７)

根据式 (６)~式 (７)可知,干扰波形决策问题是一个多参数、多约束、非线性的整数规划问题,
随着决策规模的不断增加,需采用群体智能算法进行优化求解.离散人工蜂群算法作为典型的仿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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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算法,具有结构简单、控制参数少、易于实现等特点,但也存在易陷入局部最优、收敛速度慢等问

题,这里对离散人工蜂群算法进行一定的改进,以克服算法本身存在的不足.

２　ODCM DABC算法

为提高DABC算法的收敛速度和最优化概率,这里利用 Tent混沌序列初始化种群,最优差异导向搜

索和多维搜索的策略,提出基于最优差异导向的混沌多维人工蜂群算法 (ODCM DABC).

２１　ABC算法

ABC算法分为初始化阶段、雇佣蜂阶段、跟随蜂阶段和侦察蜂阶段.雇佣蜂的数量与蜜源一一对应,
跟随蜂数量与雇佣蜂数量相等.初始化阶段,文献 [９]在搜索空间随机产生蜜源位置,即可行解,其初

始化公式为

xj
i ＝xj

min＋rand０,１( ) xj
max－xj

min( ) (８)

式中,i＝１,２,,NP ;j＝１,２,,D ;NP 为蜜源数目;D 为解的维数;xj
min 和xj

max 分别为可行解

第j维参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rand０,１( ) 为 ０,１[ ] 间的随机数.
雇佣蜂阶段,分别对各蜜源随机选择一个维度更新,产生新蜜源的搜索方程为

Vj
i ＝xj

i ＋randj
i(xj

i －xj
k) (９)

式中,xj
i 表示随机产生的蜜源;randj

i 表示在区间 [－１,１]之间的随机数;i ∈ １,NP[ ] ,j ∈
１,D[ ] ;k∈ １,NP[ ] 且k≠i.

完成搜索后,对比新解与旧解的适应度,保留适应度高的解.跟随蜂阶段,根据比例选择策略选择

更新蜜源

Pi＝
Fitness[i]

∑
NP

t
Fitness[t]

(１０)

然后利用搜索方程式 (９)进行参数更新.若一个体搜索次数超过次数 Limit未更新,则将该蜜源处

的雇佣蜂变为侦察蜂,重新按照式 (８)初始化该蜜源.

２２　DABC算法局限性

ABC算法是基于连续域优化提出的,在处理离散优化问题时,国内外专家提出很多种离散方法,其

中SF (sigmoidfunction)法是最为常用的离散化方法.在二进制离散优化问题中,决策矩阵的每一个元

素均属于二进制集合 ０,１{ } ,文献 [１０]采用SF离散法实现连续域到离散域的映射

xij ＝
１　rand＜sig(xij)

０　rand≥sig(xij){ (１１)

式中,sig(xij)为Sigmoid函数,如下式

sig(xij)＝
１

１＋exp(－xij)
(１２)

因此DABC算法存在以下问题:

１)根据２１节可知,DABC算法采用式 (８)初始化蜜源位置,无法保证初始种群的均匀分布和种群

的多样性,易使算法陷入局部最优.

２)根据２１节可知,DABC算法在搜索过程中,随机选择蜜源更新维度,缺乏导向性,易破坏较好

蜜源,影响算法效率.

３)DABC算法搜索过程采取单维随机更新的方式,利用SF离散法更新参数,此时决策矩阵只有两

种情况:该维度上的元素取值直接取反,或该维度上的取值不发生改变,导致旧解不发生更新.
综合以上分析,DABC算法初始化种群多样性不足,易陷入局部最优;搜索过程缺乏导向性,影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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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效率;利用SF离散法单维更新,存在解不更新现象,降低了算法效率.

２３　Tent混沌初始化

混沌序列的伪随机特性、遍历性和非周期性能保证算法初始化过程的随机性和种群多样性,考虑到

Tent混沌序列相比其他混沌序列具有更好的均匀性,这里采用 Tent混沌序列对种群初始化,Tent映射

的数学表达式为

xn＋１＝
２xn ０≤xn ≤

１
２

２１－xn( )
１
２ ＜xn ≤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１３)

对式 (１３)得到的混沌实值序列进行量化,进一步得到混沌二值序列,即

xn ＝
１ xn ≥U０

０ xn ＜U０
{ (１４)

为比较 Tent混沌二值序列和 DABC算法随机序列的０－１均匀性,对比在不同序列长度下,两种方

法产生 “１”和 “０”的数目,实验数据见表１.

表１　两种序列产生方法均匀性对比

方法
序列长度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Tent混沌序列

０个数 ４９０２ ９８３２ １４９１１ １９９６８ ２４９４６ ５０００９ ９９８８９

１个数 ５０９８ １０１６８ １５０８９ ２００３２ ２５０５４ ４９９９１ １００１１１

不均匀度 (％)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１

随机二值序列

０个数 ４８７７ ９８３５ １３７７２ ２１１２３ ２４９４１ ５１０１１ ９９００２

１个数 ５１５６ １０１６５ １６２２８ １８８７７ ２５０５９ ４８９８９ １００９９８

不均匀度 (％) ００２７９ ０１６５０ ００８１９ －００５６１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１０

实验结果表明,Tent混沌序列产生初始种群的方法比随机序列初始化方法的均匀性更好,基于 Tent
混沌序列的DABC初始化方法能够丰富种群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能避免算法陷入局部最优,提高收敛

速度.

２４　最优差异导向的多维搜索

文献 [１１]采用逻辑运算的方式克服解不更新问题,但参数更新缺乏导向性,缺乏与最优个体之间

交流学习的能力,开发性能弱,算法效率较低.这里采用最优差异导向的搜索方式,即以最优个体为引

导,比较各个体与最优个体之间的差异,得到差异矩阵并引入海明距离来衡量其差异的大小.然后,标

记差异位,选择更新维度,对于二进制离散优化问题,简单的取反操作就能够有效地保证解更新.

由２１节可知DABC算法采用单维随机更新策略,即搜索过程中,随机确定更新维度

xt＋１
ij ＝nrand(Xi,xt

ij) (１５)

式中,nrand表示随机选择解Xi 中某一维度的值更新.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无法保证更新后新个体有较高适

应度.为解决这个问题,这里首先对蜜源多维更新并计算各新个体的适应度值,然后贪婪选择适应度最

高的个体作为更新后的解,其思路如下:

假设某一种群个体Xi 与最优个体Xbest 的差异度矩阵为C ,差异度矩阵C 的确定公式为

C＝XOR(Xi,Xbest) (１６)

式中,XOR 表示矩阵对应位异或;C 的维度与Xi 维度相同,C 中元素为１表示Xi 与Xbest 该位置的取值不

同,C 中元素为０表示Xi 与Xbest 该位置的取值相同,用海明距离d 来衡量差异大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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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p

i＝１
∑
q

j＝１
cij (１７)

d 的大小能够准确地表示各个体与最优个体之间的差异大小,可认为d越大,该个体与最优个体的差

距越远,具有好的开发能力;d 越小,该个体越靠近最优个体,越具有好的探索能力.为平衡开发能力和

探索能力,需要设置合理的d值来选取更新维度,其策略如下:设合理阈值d０,当d≥d０ 时,取出C 中

元素为１的位置索引值,分别对个体中对应位置参数取反更新,然后根据适应度值选择最优更新结果;当

d ＜d０ 时,取出C 中元素为０的位置,分别对个体中对应位置参数取反更新,选择适应度最高的结果.
其主要流程描述见表２.

表２　多维贪婪选择伪代码

ifd＞＝do

　fori＝１:d

　　employ{i}[indx１[i]]＝~employed{i}[indx１[i]]

　end

　　[Fitnessmax,indx]＝Fitness(employ)

　　Employed{j}＝employed{indx}

ifd＜do

　fori＝１:(p∗q－d)

　　employ{i}[indx１[i]]＝~employed{i}[indx１[i]]

　end

　[Fitnessmax,indx]＝Fitness(employ)

　Employed{j}＝employed{indx}

３　基于ODCM DABC算法的干扰波形决策

３１　编码设计

利用 ODCM DABC算法选择干扰波形时,采用式 (６)作为目标函数,并需要解决以下２个问题:
(１)种群初始化

一般种群个体数量在 [２０,１００]范围内,默认种群数量NP＝２０.干扰波形决策属于二值离散问题,
设初始化种群为:X＝ X１,X２,,XNP{ } ,Xi 为初始种群个体,代表一个可行解.

(２)个体编码

干扰波形决策是根据干扰效益评估矩阵,选择最优干扰波形的过程.干扰波形库中不同干扰波形数

量为m, 雷达有n 种不同工作模式,种群个体对应一个干扰波形决策矩阵Xi ,Xi 的一般形式为

Xi＝

x１１ x１２  x１n

x２１ x２２  x２n

⋮ ⋮ ⋱ ⋮

xm１ xm２  xm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式中,Xi 为n×m 维空间内的向量;xij 取值为０或１,当xij ＝１时,表示对雷达模式j释放干扰波形i,
反之不释放.

３２　算法流程

基于 ODCM DABC算法的干扰波形调度步骤描述如下:

Step１:设置 ODCM DABC 算法基本参数包括种群规模SN 、雇佣蜂数量 NP 、最大迭代次数

Genmax、同蜜源最大开采限度Limit等,设当前迭代次数iter＝０,蜜源开采度trial＝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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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２:根据２３节利用 Tent混沌序列进行种群初始化,保证种群个体多样性.

Step３:计算各种群个体适应度,找到当前种群中适应度最大的个体,记为最优个体.

Step４:雇佣蜂按照２４节搜索策略,分别计算每个个体与最优个体之间的差异矩阵,进行参数更新,
计算新个体的适应度值,选择适应度最高的个体作为更新后的解.若更新后所有个体适应度小于原适应

度,则保持原解不变.

Step５:根据新种群个体适应度,按照式 (１０)计算选择概率,确定待更新的个体,然后按照２４节

搜索策略更新参数.若更新后个体适应度小于原适应度,则保持原解不变,trial(i)＝trial(i)＋１.

Step６:若trial(i)≥Limit,则该蜜源处雇佣蜂变为侦察蜂,搜索新蜜源代替原蜜源.

Step７:保存当前最优蜜源.

Step８:更新迭代次数iter＝iter＋１,当iter≥ Genmax,输出最优蜜源及结果,否则,返回Step４.

４　仿真结果与分析

干扰波形参数选择是进行认知干扰的关键技术,合理地选择干扰波形在一定程度上可保证干扰的有

效性.基于干扰波形选择模型,将 ODCM DABC算法应用于该模型,并与 DABC算法[９]、GA 算法[５]

进行比较.

４１　仿真环境及算法主要参数设置

本文算法参数如表３所示:即最大迭代次数 Genmax＝１２０,Limit＝２０,SN＝４０,m＝４,n＝７,Xi 为

Tent混沌序列产生的０ １决策矩阵,X 为由Xi 构成的种群,E 为干扰效益矩阵,W 为雷达不同工作模式

的威胁程度向量.为保证公平性,ODCM DABC算法、DABC算法、GA 算法在每次实验中做相同初

始化.

表３　干扰波形决策参数设置

参数名 描述

可用波形数m 干扰波形库中的波形数

雷达工作模式数n 对雷达工作模式的划分

决策矩阵Xi ０、１元素构成的m×n矩阵

干扰效益矩阵E 不同波形对雷达各工作模式的干扰效益,m×n矩阵

威胁程度向量W 表示雷达各状态威胁程度

４２　仿真实验与分析

(１)迭代次数分析

迭代次数是衡量算法收敛速度的重要标准,优化至最优结果时,迭代的次数越少,表明算法的收敛

速度越快.ODCM DABC算法、DABC算法、GA 算法分别运行４０次,获得平均干扰效益值和迭代次

数曲线.
由图１ (b)可以看出,ODCM DABC算法在第２０次迭代就达到最优解,而GA算法在迭代９４次

后达到最优解,DABC算法在迭代至１１２次后,陷入局部最优解.可见,ODCM DABC算法利用 Tent
混沌序列初始化种群,提高了初始种群多样性,对比采用随机初始化方法的 DABC算法,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初始化种群有较高的适应度;基于最优差异矩阵,直接取反进行多维搜索,然后根据适应度贪

婪选择,确定新蜜源,避免了 DABC算法中存在的解不更新现象,减少了迭代次数,提高了算法收敛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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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三种算法迭代次数对比

(２)多次实验性能比较

为对比三种算法在不同离散优化问题中的表现,设置１５组不同的干扰选择参数m 、n 、E 、W ,每次

采用同一初始化,分别运行４０次,获得平均干扰效益值和迭代次数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不同参数下最大效益和迭代次数

由图２可以看出,ODCM DABC算法相比于DABC算法、GA 算法在保证最大干扰效益值的同时,

减少了迭代次数,提高了算法效率.
(３)算法统计性能比较

改变算法规模,设置不同参数m 、n ,三种算法分别运行１００次,进行仿真实验,计算最优决策概

率,可以看出,随着m 、n 取值的增大,三种算法的最优决策概率均有所下降,陷入局部最优的概率增

加,且每次实验都可能陷入不同的局部最优值.但是 ODCM DABC算法相比于 DABC算法、GA 算法,

均能获得更高的最优决策概率.因此 ODCM DABC算法统计性能优于DABC算法和 GA算法.

表４　三种算法获得最优决策概率

算法
m ＝４
n＝７

m ＝８
n＝８

m ＝１０
n＝１３

m ＝１５
n＝１７

m ＝１８
n＝２０

GA ８７％ ８５％ ８２％ ８１％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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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算法
m ＝４
n＝７

m ＝８
n＝８

m ＝１０
n＝１３

m ＝１５
n＝１７

m ＝１８
n＝２０

DABC ８１％ ８０％ ７７％ ７３％ ６８％

ODCM DABC ９８％ ９８％ ９６％ ９５％ ９３％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最优差异导向的混沌多维离散人工蜂群 (ODCM DABC)算法,是 ABC算法针

对离散优化问题的延伸,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的措施保证了 ODCM DABC算法的优化性能:１)采用

Tent混沌序列初始化,提高初始种群多样性和均匀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算法收敛速度,减少了迭代

次数;２)放弃随机选择更新参数,提出基于最优差异矩阵参数更新方法,平衡了算法开发能力与探索能

力;３)采用多维搜索和贪婪选择来确定最佳更新参数,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最优化概率和算法效率.利用

干扰波形决策模型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 ODCM DABC算法在减少迭代次数,提高收

敛速度的同时,能够保证较高的最优决策概率,取得了明显优于DABC算法和 GA算法的优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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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DiscreteArtificialBeeColony
AlgorithmforInterferenceWaveformDecision

DAIShao huai,YANGGe wen,LIMin,ZHAOZhi jian,YUKe
ShanghaiElectro MechanicalEngineeringInstitute

　　Abstract　Aimingatthecurrentproblemsofinterferencewaveformdecisionbasedonthediscrete
artificialbeecolonyalgorithm,suchasmultipleiterationsandlowoptimizationprobability,thi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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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saninterferencewaveform decision methodbasedontheoptimaldifference orientedchaotic
multidimensionalartificialbeecolonyalgorithmByintroducingtheoptimaldifferencematrix,thehoney
sourcesareupdatedinatargeted manner,whichbalancesthealgorithm developmentabilityandthe
explorationability;throughmulti dimensionalsearch,thebestupdatedimensionisdeterminedbythe

greedyselectionmethod,whichimprovestheoptimizationprobabilityandalgorithmefficiency;TheTent
chaoticsequenceinitializesthe population,which ensuresa high degree offitnessfortheinitial
solution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ODCM DABCalgorithmrequiresfeweriterationsand
higheroptimizationprobabilitythanthetraditionalDABCalgorithmandGAalgorithm whendeciding
interferencewaveform,indicatingthattheODCM DABCalgorithmcanbetterimprovetheperformance
ofinterferencewaveformdecisionsystemwhichisuniversal．

Keywords　Parameterselection;ODCM DABC;Differencematrix;Multi dimensionalsearch;Tent
chaotic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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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任务中多器联合时差计算方法研究

张爱成１　张　宽１　金文马１　李　飞２　雒玉宇１

１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２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航天器在轨运行过程,器上时间会产生漂移,为保证在轨航天器的天地时间精确同步,需

根据误差要求进行天地校时,校时前要精确计算天地时差.在月背深空探测任务以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

中,探测器数据通过中继转发到地面站,无法直接利用探测器与地面测站直接进行时差计算,需要通过

在轨中继星、探测器共同进行联合时差计算.论文建立了时差计算模型,提出了通过在轨中继转发传输

模式的多器联合时差计算方法.
关键词　多器;时差计算;校时;深空探测

０　引　言

航天器在轨正常运行以及各类载荷试验工作的开展,依赖于其自身器上时间与地面时间的精确同步.
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航天器在轨运行期间,器上时钟会产生漂移现象[１].地面需要实时监视天地时差,
当天地时差超过设计指标时,需要对器上时间进行拨快或者拨慢校时.为保证天地时间同步,在对航天

器进行校时前,地面需要准确计算天地时差,并以时差计算结果为依据,确定校时时刻、校时方式及校

时量,确保航天器的时间准确.
航天器在轨运行期间进行天地时差计算,涉及多个环节,包括链路时延、航天器组帧传输时延、地

面站解算时延等.特别是一些深空探测中,在地球同步轨道、日地平衡点或其他星球同步轨道放置中继

通信卫星,建立深空射频或者光学通信中继系统[２],地面数据接收需要通过中继转发来实现.天地时差计

算涉及环节更为复杂.为了准确设置深空探测任务中航天器器上时间并保证天地时差满足需求,研究多

器联合时差计算方法,精确确定天地时差成为关键.
本文分析了深空探测中多器联合传输过程中时差计算中涉及的各个环节,建立了器地 (器星)计算

时差模型,给出了多器联合时差计算方法.

１　探测器传输时延分析

１１　多器联合传输链路信息流

在深空探测中,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时,无法与地面站直接通信,只能通过中继星进行空间链路数据

转发,即多器联合数据传输.其中探测器到中继星传输链路一般称为返向链路,中继星到地面测站链路

一般称为下行链路,如图１所示.
以某任务为例,多器联合传输链路信息流如图２所示.
探测器通过其自身数管对各类遥测数据进行采集组帧,然后通过返向链路经由定向或全向天线将数

据传输到中继星;中继星利用其中继通信分系统对探测器遥测数据与自身遥测数据共同组帧,通过下行

链路经由对地天线传输到地面站;地面站对接收到的所有遥测数据进行解调,然后发往数据处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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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多器联合数据传输

图２　多器联合传输链路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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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探测器与中继星传输时延分析

由于数据在器 (星)测控设备中 (如固态放大器、变频器、电缆、天线、波导开关等)近似为光速

传输,传输路径距离较短,对于时延分析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信息流等效图具体见图３.

图３　航天器返向数据传输简图

整个链路时延可以分为５部分 (见表１),分别如下:

１)SMU或综合电子单元内部时延ΔT１. 该类时延主要是从SMU的CPU 将时间写入遥测源包至发

送第一比特数据给数传通道的时延,主要包括航天器数管系统采集封装、打包以及遥测处理模块发出遥

测数据部分的处理时延,可通过计算测试得到.

２)射频信号从探测器传输到中继星的空间时延ΔT２. 该时延可通过理论计算得到,比如在嫦娥四号

深空探测任务中,中继星与月球最大距离约８万km,射频信号传输速度约为光速,即３０万km/s,则空

间时延ΔT２＝８/３０s＝０２７s.

３)中继星转发时延ΔT３. 该部分时延主要指从收到探测器第一比特数据开始打包直到从数据处理单

元整帧输出后产生的时延,包括中继星对探测器遥测数据重新打包、转发的时延,与探测器帧长度以及

码速率有关,可通过计算测试得到.

４)射频信号从中继星传输到地面的空间时延ΔT４. 该时延可通过理论计算得到,比如在嫦娥四号深

空探测任务中,中继星对地球最大距离为４０５万km,射频信号传输速度约为光速,即３０万km/s,则空

间时延ΔT２＝４０５/３０s＝１３５s.

５)地面站接收时延ΔT５. 地面站接收到数据后需要对数据进行解调和解码,需要一定的时延,可通

过测试得到.

表１　时延类型及测试值

序号 码速率/kbps 帧长/B ΔT１/s ΔT２/s ΔT３/s ΔT４/s
ΔT５ (某深空站、卷积编码、

码速率２０４８bps)/ms

１ １４ ２５６ ６１４ ０２７ ６１ １３５ ５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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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码速率/kbps 帧长/B ΔT１/s ΔT２/s ΔT３/s ΔT４/s
ΔT５ (某深空站、卷积编码、

码速率２０４８bps)/ms

２ １４ １０２４ ２３７４ ０２７ １４８ １３５ ５４１４

３ ５０ １０２４ ０６６ ０２７ １４９ １３５ ５４１４

４ ２８０８９９ １０２４ ０４ ０２７ １１７ １３５ ５４１４

５ ５５５５５６ １０２４ ０３４ ０２７ １１４ １３５ ５４１４

２　时差计算分析

基于多器联合数据传输,特别是探测器数据需要通过中继星转发传输到地面站,首先需要建立两目

标 (星地/星器)之间时差计算模型.根据建立的模型,完成星地时差的计算,然后完成器星时差计算,
最后综合分析得到器地时差.

２１　时差计算模型建立 (见图４)

图４　两目标时差计算模型简图

设同一帧遥测数据或同一时刻发射方 A时间记为TA,接收方B时间记为TB,发射方自身产生的时

延记为ΔTA,接收方自身产生的时延记为ΔTB,发射方到接收方产生的传输链路时延记为ΔTdist.
则

Δt＝TB－TA

测量值Δt由以下部分组成:AB时差ΔTAB、发射方设备时延ΔTA、接收方设备时延ΔTB 、AB链路

传输时延ΔTdist, 则

Δt＝TB－TA ＝ΔTAB＋(ΔTA ＋ΔTB＋ΔTdist)
从以上公式可得到 AB时差ΔTAB ,计算公式为

ΔTAB＝TB－TA －(ΔTA ＋ΔTB＋ΔTdist)
其中ΔTA ＋ΔTB 可通过地面测试得到,设为常数A, 则

ΔTAB＝TB－TA －A－ΔTdist

在软件实现过程中,需要持续收集一段时间积累数据进行计算,对该段数据进行数据拟合,数据经

处理后,得到两个数组:时间序列 xi{ } 、AB时差序列 ΔTi{ } .其中时间序列x＝TB －A －ΔTdist－
TA ,AB时差序列ΔT＝ΔTAB.

令yi＝ΔTi ,计算时考虑航天器星上时间的一阶漂移,以一次函数y＝ax＋b来反映上述两个数组

xi{ } 、yi{ } 之间的关系.
如果 xi,yi( ) 在直线y＝ax＋b上,相应地应该有yi＝xi＋b;如果 xi,yi( ) 不在直线y＝ax＋b

上,那么yi－axi－b＝εi,εi ≠０.

用最小二乘法求a、b,即求a、b使得ε＝∑
n

i＝１
ε２

i ＝∑
n

i＝１

(yi－axi－b)２ 最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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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n

i＝１
xi( yi)－ ∑

n

i＝１
xi( ) ∑

n

i＝１
yi( )

n ∑
n

i＝１
x２

i( ) － ∑
n

i＝１
xi( )

２

b＝
∑
n

i＝１
x２

i( ) ∑
n

i＝１
yi( ) － ∑

n

i＝１
xi( ) n∑

n

i＝１
xi( yi)[ ]

n ∑
n

i＝１
x２

i( ) － ∑
n

i＝１
xi( )

２

参数a为探测器上时间的一阶漂移量,b为初始时间偏差,通过以上最小二乘法可算出a、b,即可计

算得到某一时刻x 对应的天地时差y.

２２　器星时差计算

在探测器通过中继星转发中,探测器遥测帧与中继星自身遥测帧一般交替下传,而中继星星上时通

过中继星自身遥测帧下传,探测器器上时通过探测器遥测帧下传,地面收到的两个时间不在同一帧中.
为了减少计算误差,地面尽量选取测站时间临近的星器数据帧中的星时、器时进行计算.

将探测器数据源包中的时间码记为器上时t器 ,中继星数传源包中的时间码记为星上时t星 , 地面解出

最临近的探测器和中继星源包中时间码,设

Δt＝t星 －t器

测量值Δt由以下部分组成:器星时差 ΔT器星时差 、探测器器上设备时延 ΔT器 、中继星星上设备时延

ΔT星 、中继返向链路传输时延ΔT传输 , 即

Δt＝t星 －t器 ＝ΔT器星时差 ＋(ΔT器 ＋ΔT星 ＋ΔT传输 )

其中ΔT器 ＋ΔT星 已通过地面测试得到数据,设为常数A ,则

ΔT器星时差 ＝Δt－A－ΔT传输

然而对于中继星内部缓存的具体设计,实际中继星遥测源包中的时间比实际星上时间要晚ΔT缓存 ,设

ΔT缓存 为常数B, 则因此对上述公式进行修正,即

ΔT器星时差 ＝t星 －t器 ＋B－A－ΔT传输

A 和B 可通过测试得到,ΔT传输 可根据实际的中继星到探测器的距离计算得到,t星 与t器 为地面收到

中继星与探测器最临近的两帧数据中的星上时、器上时.

２３　星地时差计算

星上数据处理单元在生成下行遥测帧同步头 [大部分航天器为EB９０ (H)]最后１bit后沿时,取得

星上时间t星 , 将该时间编码到当前的遥测帧中 (即星上打时标),并通过测控下行链路发送至地面;地

面测控基带设备在解调出遥测帧同步头后,在同步头最后１bit后沿记录当前的地面时间t地 (即地面打时

标),并将该时间随解调出的遥测数据一起发往任务飞控中心.任务飞控中心解析出每帧遥测数据中的

t星 、t地 , 计算Δt＝t地 －t星 .测量值Δt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星地时差ΔT星地时差 、星地时延ΔT星地时延 ,即

Δt＝ΔT星地时差 ＋ΔT星地时延

其中,星地时延为地面测站对遥测帧打时标时刻与器上数管单元组帧完成后打时标时刻之间产生的

时延,如图５所示.
星地时延主要由星上时延ΔT星 、地面测站时延ΔT地 以及星地传输链路时延ΔT传输 组成,即

Δt＝t地 －t星 ＝ΔT星地 时差 ＋ΔT星地 时延

＝ΔT星地 时差 ＋(ΔT地 ＋ΔT星 ＋ΔT传输 )
星上数据组帧完成后发送到地面站,地面站一般以PDXP包格式进行封装组帧后发送到任务飞控中

心.具体格式如图６所示.
其中t星 会在星上组帧完成后将其打包在数据格式中,如图中器上时间;地面测站在PDXP组帧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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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星地数据帧打时标时刻脉冲图

图６　数据帧测站时延、器上时间

将t地 一同打包到PDXP包中的应用包头中,如图６中测站时标.故t星 以及t地 可以直接解算.

ΔT星 由星上数管组帧、信道编码、PSK调制、测控发射机PM 调制、固放、星上电缆、天线等过程

和设备引起,可通过测量获得.

ΔT地 由地面接收设备中的衰减器、下变频器、设备间连接电缆、基带设备PM 解调、PSK解调、信

道解码等过程引起,可通过地面测量获得.

ΔT传输 ＝星地距离(万km)/光速(３０万km/s);

ΔT星地 时差 ＝t地 －t星 －(ΔT地 ＋ΔT星 ＋ΔT传输 )

２４　器地时差计算

基于２２节的器星时差计算方法以及２３节星地时差计算方法,可完成器地时差计算,主要通过以下

两种手段实现.

１)以中继星时间为基准,在计算器地时差前,首先对中继星进行校时,将星地时差消除,然后计算

器星时差,以器星时差作为器地时差校时基准,对探测器进行校时.

２)同时计算星地时差ΔT星地 时差 、器星时差ΔT器星 时差 , 则可得到

ΔT器 地 时差 ＝ΔT器星时差 ＋ΔT星地时差

通过星地时差、器星时差联合计算得到的器地时差ΔT器地时差 作为对探测器校时的时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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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应用中,以上两种方法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其中方法１)主要是以中继星时间为基准,探测

器与中继星时间进行校准,该方法在对探测器校时时,只需计算探测器与中继星之间时差即可,可减少

方法２)中分别计算器星、星地时间非一致性带来的误差,在实际应用中大多优先选用方法１)的时差计

算方法.

３　结　论

通过分析探测器通过中继星转发整个链路传输时延环节,建立了天地 (器星)时差计算模型.基于

深空探测任务中的多器联合传输模式,分析了器星、星地时差计算方法,提出了器地时差的计算方法,
此方法可用于深空探测任务中多器联合传输模式的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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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Duringtheoperationofspacecraftinorbit,thetimeofthespacecraftclockwilldriftIn
ordertoensuretheprecisesynchronizationofthespacecraft clockandtheground clock,itisnecessary
tocorrecttimeforthespacecraft clockaccordingtotheerrorrequirementsWeneedcalculatethetime
differencebetweenspacecraft clockandground clockbeforecorrectingclocktimeInthemissionofdeep
spaceexplorationonthebackofthemoonandtheMarsexplorationinthefuture,thespacecraftdataare
transmittedtothegroundstationviarelaysatelliteThejointtimedifferencecalculationneedstobecarried
outbyrelaysatellite,spacecraftandgroundstationInthispaper,thetimedifferencecalculationmodelof
twotargets (spacecraftandrelaysatellite/relaysatelliteandgroundstation)isestablished,andthejoint
timedifferencecalculationmethodofmultiplespacecraft (spacecraft,relaysatelliteandgroundstation)

is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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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灵敏度分析在轨道预报误差研究中的应用

田龙飞　刘国华　高　爽　范城城　刘　洋　李　华

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摘　要　针对轨道预报误差的不确定度来源问题,将全局灵敏度分析方法应用于卫星轨道预报误差

研究,分析卫星轨道预测误差的不确定度来源,并计算其重要性测度指标,以评估各个初始输入变量的

不确定度影响大小,采用基于方差的全局灵敏度指标对不同初始轨道要素的不确定度贡献进行排序.针

对全局灵敏度指标的计算,提出了一种基于移动最小二乘逼近的全局灵敏度指标计算新方法,该方法的

计算效率比现有传统的全局灵敏度计算方法更高,尤其是对于高度非线性模型问题,该方法具有很强的

适应性.最后,利用该方法对轨道预测误差的全局灵敏度进行了分析计算,得到了所有影响因素的一阶

和全局灵敏度指标.基于该指标的分析,有助于在工程设计与仿真分析中提高轨道预报的精度.
关键词　全局灵敏度分析;不确定性;轨道预报;重要性测度;移动最小二乘

０　引　言

轨道预测及其不确定度传递问题是一个既有实际意义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１].一般情况下,轨道预测

误差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初始轨道参数不准确;二是由模型误差引起的.尽管现在的预测模型已经相当准

确,并且考虑了很多扰动,对于短期预测,模型误差通常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长期预测,误差似乎是

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在深空探测领域尤为明显.
对于源于轨道预测模型的误差,目前已有许多研究文章.通过分析卫星所受扰力的物理原理,建立

更精确的动力学模型,以提高轨道预测的精度[２].然而,改进轨道预测模型的难度越来越高,由于空间干

扰因素十分复杂,新的轨道动力学模型发展十分缓慢,导致轨道预报误差似乎无法避免.本文主要研究

内容不在于如何提高轨道预报模型的精度,而是在特定的轨道预报模型前提下,考虑初始轨道参数的不

确定度是如何传递的,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
在实际工程问题中,参数的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情况,随着不确定性在模型中的传递,会导致模

型输出响应的不确定性.近年来,研究输入不确定性对模型输出响应的影响已经成为热点方向.在这一

领域,最常用的技术之一是灵敏度分析,正如Saltelli在文献 [３]定义的那样,灵敏度分析是 “研究如何

将模型输出 (数值或其他)中的不确定性定量分配到模型输入变量的方法”.McRae等人在文献 [４]中

指出,灵敏度分析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局部灵敏度分析;另一类为全局灵敏度分析 (GSA).在实际工程

问题中,全局灵敏度分析具有更广泛的用途,因为它可以在整个变量定义域内考虑模型输入的不确定性,

以及它们对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并以此来对模型输入变量的重要性测度进行排序[５].

Saltelli指出,一个理想的全局灵敏度指标应该具备三个特性:全局性、可定量和模型通用性,并基

于此提出了一套全局灵敏度指标[６].Sobol[７]、DeRocquigny[８]、Helton[９]、Chun[１０]、Borgonovo[１１]、

Rabitz等人[１２－１３]也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全局灵敏度指标和相应的计算方法.这些指标大多是基于方差的指

标,仅利用方差来衡量模型输出响应的不确定性.基于方差的全局灵敏度指标有如下两个优点[１４]:一是

能够衡量各输入变量在其整个参数范围变化的影响,二是能够识别输入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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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elli所提出的基于方差的全局灵敏度指标,研究初始轨道参数不确定性对轨道预测误差的影响.
为了计算该全局灵敏度指标,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移动最小二乘近似[１５－１７]的计算方法.移动最小二

乘近似对高度非线性模型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此外,该方法只需一组采样点即可获得所有输入变量的灵

敏度指标.

１　轨道外推模型的建立及其误差描述

１１　轨道参数设置及动力学模型

卫星轨道主要通过轨道根数来进行描述,一组典型的低轨太阳同步轨道参数如表１所示.基于该参

数,可以进行轨道建模及外推分析.

表１初始轨道参数

轨道类型 太阳同步轨道

降交点地方时 １:３０AM

偏心率 ００００３３５°

倾角 ９８１４５９°

近地点幅角 １５２１２８°

升交点赤经 ２１２５１９°

平近点角 ２０１５５８°

半长轴 ７０８６９５km

除了地球中心重力场外,卫星的轨道运动还受到若干不同性质和强度的扰动的影响[１８].航天器绕 地

飞行时,各种摄动的数量级相差很大,有些摄动对航天器的轨道有较大的影响,有些摄动根据对轨道预

测精度的要求可以忽略不计.航天器在３５０~８００km 低轨道飞行时不同扰动的加速度分量的量级如表２
所示.

表２　不同影响因素的摄动量级

摄动项目 量级/ (ms－２)

地球非球形J２项摄动 １０－３

地球非球形高阶摄动 ≈１０－６

太阳引力摄动 １０－７~１０－８

月球引力摄动 １０－７~１０－８

大气阻力摄动 ≈１０－８

太阳光压摄动 ≈１０－８

地球重力场潮汐摄动 ≈１０－８

对比表２中所示的各种扰动的大小,可知地球的扁率对航天器轨道运动的影响 (通常称为J２摄动)
比其他摄动要大.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进行低轨道预测时,J２摄动模型的精度是足够的,本文将以J２摄

动作为分析对象进行相应的输入变量灵敏度分析.

１２　轨道预报误差

在进行轨道预测时,有各种各样的标准来衡量预测误差.本文只考虑初始轨道要素的不确定性引起

７８１



的轨道预测误差,本文不考虑预测模型本身的误差.本文采用绝对位置误差来描述轨道预报的误差,即

ΔDi＝ ΔR２
i ＋ΔT２

i ＋ΔN２
i (１)

式中,ΔRi,ΔTi 和ΔNi 分别表示轨道误差的径向分量、切向分量和法向分量.
航天器在感兴趣的预测窗口期内的平均位置误差为

MEAND ＝∑
N

i＝１
ΔD(ti)/N (２)

式中,N 为预测轨道离散采样点个数;ti 为采样点时间;ΔD(ti)为采样点位置误差.
位置误差的标准差可表示为

SDD ＝ ∑
N

i＝１

[ΔD(ti)－MEAND]２/(N －１) (３)

２　基于移动最小二乘的全局灵敏度分析方法

在这一节中,首先对在全局灵敏度分析中采用的灵敏度指标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

计算策略来计算该灵敏度指标.

２１　高维模型的替代展开式及灵敏度定义

考虑如下一般形式的模型函数

Y＝f(X１,X２,,Xn)＝f(X) (４)

式中,X＝(X１,X２,,Xn)为随机输入变量的向量,这里假设任意两个变量都是相互独立的;Y 变量

表示输出.要求f(X)函数在输入变量空间上必须是二次可积的.那么与基于方差的全局灵敏度分析方法

相关的高维替代展开式可以描述为

f(X１,X２,,Xn)＝f０＋∑
fi

i
＋∑

i
∑
j＞i

fij ＋＋f１２n (５)

式中,fi＝fi(Xi),fij ＝fij(Xi,Xj),以此类推.
任意高维模型函数的替代展开式并不是唯一的,然而,Sobol证明了,如果展开式中所有项的均值都

为０,则所有项都是成对正交的,则各项可通过下式确定

f０＝E(Y) (６)

fi＝E(Y|Xi)－E(Y) (７)

fij ＝E(Y|Xi,Xj)－fi－fj －E(Y)


(８)

一般情况下,上述方程中的条件期望可以通过替代模型进行计算.正如在文献 [１９]中所描述的,
如果可以得到在最小二乘意义上最接近原始函数f(X１,X２,,Xn)的单变量函数,那么这个单变量函

数就是条件期望E(Y|Xi).

显然,对于相互独立的输入变量,输出的总方差可以按照 ANOVA HDMR分解方法计算如下[２０]

V(Y)＝∑
i
Vi＋∑

i
∑
j＞i

Vij ＋＋V１２n (９)

式中

Vi＝V(fi)＝V[E(Y|Xi)]

Vij ＝V(fij)＝V[E(Y|Xi,Yj)]－V[E(Y|Xi)]－V[E(Y|Xj)]
⋮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０)

将式 (９)两边均除以V(Y),即可得到Saltelli提出的基于方差的全局灵敏度指标,即

１＝∑
i
Si＋∑

i
∑
j＞i

Sij ＋＋S１２n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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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i＝Vi/V(Y)为所谓的一阶灵敏度指数 (在各类文献中通常被称为 “主效应”),它度量的是单独

贡献的输出方差量.Sij ＝Vij/V(Y)为二阶灵敏度指标,用以衡量各个输入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贡献的

不确定度.
此外,引入了输入变量的总指标,指标解释了变量Xi 对输出响应量方差的总贡献,包括一阶方差贡

献和高阶方差贡献.该指标的定义如下所示[１４]

STi＝Si＋∑
j＞i

Sij ＋＋S１２n (１２)

经过推导,总指标的计算公式可简化如下

STi＝
E[V(Y|X(~i))]

V(Y) ＝１－
V[E(Y|X(~i))]

V(Y) (１３)

式中,X(~i) 为除Xi 之外的输入变量向量.

２２　移动最小二乘拟合方法介绍

目前,在离散数据的拟合方面有大量可供选择的方法.其中,最小二乘拟合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拟合

方法.但最小二乘拟合在拟合过程中将所有的实验点平等看待,即在任意的拟合区域,所有实验样本点

对该区域拟合函数值的影响均一样.因此,当拟合数据形状较为复杂时,最小二乘拟合便很难捕捉到样

本数据的剧烈变化.
实际上,将所有实验样本点同等对待是不合理的.在离散数据的拟合过程中,当拟合空间某一点

(称为当前拟合点)的函数值时,应当更关注当前拟合点附近的实验样本点的真实函数值.而对于远离当

前拟合点的实验样本点,它们的函数值对当前拟合点取值的影响相对较小,甚至可以被忽略.移动最小

二乘拟合方法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关于移动最小二乘方法已有众多研究文献,本文不再赘述.
移动最小二乘估计的拟合函数为

fit(X)＝∑
Nin

I＝１
Φk

I(X)YI ＝Ök(X)Y (１４)

式中,k表示基函数的阶数;Ök(X)称为形函数.

２３　全局灵敏度指标的计算

基于移动最小二乘近似的全局灵敏度指标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根据基本输入变量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生成样本量为 N 的一组随机样本,并将这些样本组

合成如下形式的样本矩阵.

SX＝(x１,,xn)＝

x１１  x１n

⋮ ⋮ ⋮

xN１  xNn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１５)

式中,矩阵第n 列表示对应的输入变量生成的随机采样点值.
然后生成模型输出响应值,即

Y＝
y１

⋮

yN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

f(x１１,,x１i,,x１n)
⋮

f(xN１,,xNi,,xNn)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１６)

模型输出响应量的总方差 (即无条件方差)估计值VY 可按下式计算,即

VY＝V(Y)＝
１

N －１∑
N

j＝１

(yj －y)２ (１７)

式中,y 表示基于样本点所求出的输出响应量平均值.
模型输出响应与任意一个输入变量 (即条件期望)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移动最小二乘近似来计算,即

EY＝E(Y|Xi)＝Ök(Xi)Y(Xi)
inner ＋e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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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Ök(Xi)为输入变量Xi 的形函数;Y(Xi)
inner 为实验样本点的真实响应量;e表示误差.

条件期望的方差V[E(Y|Xi)]可按下式计算,即

VYi＝V[E(Y|Xi)]＝
１

N －１∑
N

j＝１

(EY(i)
j －EY)２ (１９)

式中,EY(i)
j ＝Ök(Xji)Y

(Xji
)

inner ＋e(i＝１,２,,n,j＝１,２,,N).
将式 (１７)、式 (１９)结合,一阶灵敏度指标即变量的主效应可计算为

Si＝
VYi

VY
(２０)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对特定变量条件下的模型输出进行估计来获得高阶灵敏度指标.通常认为总指

标在工程问题中更有意义.为了计算总指标,首先使用移动最小二乘近似评估条件期望与所有输入变量

之间的关系,即

EY＝E(Y|X(~i))＝Ök(X(~i))Y(X(~i))
inner ＋e (２１)

式中,X(~i)＝(X１,,Xi－１,Xi＋１,,Xn)为除了Xi 之外 的所有输入变量组成的向量;Ök(X(~i))为

参数X(~i) 的形函数;Y(X
(~i))

inner 为实验样本点的真实响应值;e表示拟合误差.
则方差V(E(Y|X(~i)))可按下式进行计算,即

VY(~i)＝V(E(Y|X(~i))＝
１

N －１∑
N

j＝１

(EY(~i)
j －mean(EY))２ (２２)

式中,EY(~i)
j ＝ Ök(X(~i)

j )Y(X(~i)
j

)
inner ＋e,并且,X(~i)

j ＝ (Xj１,,Xj,i－１,Xj,i＋１,,Xjn)(j＝１,２,,

N).
则变量Xi 的总指标可按照下式进行计算,即

STi＝１－
VY(~i)

VY
(２３)

３　轨道预报误差的全局灵敏度分析

在本节中,我们将利用全局灵敏度分析方法对轨道预测误差模型进行不确定度的传递分析.从得到

的灵敏度指数可以看出,哪一个初始轨道变量会对轨道预测误差的影响最大,哪些变量的影响较小.

３１　变量设置

将卫星初始轨道参数设为随机变量,均服从正态分布,分布参数列于表３中.

表３　变量设置及分布参数

随机变量 分布类型 变量均值 变量标准差

半长轴/km 正态分布 ７０８６９５ ３×１０－５

偏心率 正态分布 ００００３３５ ５×１０－６

倾角/ (°) 正态分布 ９８１４５９ ５×１０－４

升交点赤经/ (°) 正态分布 ２１２５１９ ５×１０－４

平近点角/ (°) 正态分布 ２０１５５８ ５×１０－４

近地点幅角/ (°) 正态分布 １５２１２８ ５×１０－４

３２　轨道误差的不确定度贡献排序

针对卫星６天周期内的轨道预测误差进行全局灵敏度分析,首先获得不同的输入变量对轨道预测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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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的一阶指标和总指标,结果列于表４中.

表４　轨道预报误差均值的灵敏度指标

随机变量 一阶指标 总指标

半长轴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１２

偏心率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０４９

倾角 ０３４１７ ００４６０

升交点赤经 ０１１９３ ００３４６

平近点角 ０１４８７ ００２１２

近地点幅角 ０１１３８ ００３３４

从表４中结果可以看出,卫星轨道预报误差平均值的不确定度主要来自四个初始参数,即轨道倾角、
轨道高度、平近点角和近地点幅角,其中轨道倾角对输出不确定度的贡献最大.表中所有的总效应都很

小,这意味着每个初始轨道元素与其他所有输入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效应都很弱,可以忽略不计.
同样地,可以分析初始输入变量对轨道预测误差标准差的不确定性贡献,如表５所示.

表５　轨道预报误差标准差的灵敏度指标

随机变量 一阶指标 总指标

半长轴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１２

偏心率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０３３

倾角 ０５３２２ ００５８０

升交点赤经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６３

平近点角 ０２４６４ ００３７０

近地点幅角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６２

表５中的结果表明,轨道倾角的一阶指标对轨道预测误差标准差的不确定贡献占主导地位,其他指标

均较小.
综上所述,结果表明,对于本文所讨论的卫星轨道,初始轨道要素 “轨道倾角”的不确定性对６天周

期内轨道预测误差的均值和标准差的贡献最大.因此,为了实现更高的卫星轨道预测精度,在确定卫星

初始轨道要素时应着重降低轨道倾角的不确定性.

３３　讨　论

本文所涉及的轨道预测模型简单地认为地球扁率是影响卫星轨道运动的唯一摄动力.而实际上有各

种各样的干扰力 (如大气阻力、太阳引力、月球引力等)会扰乱卫星的轨道,产生额外的加速度.为了

得到更准确可靠的分析,需要采用考虑更多因素的模型来提高轨道预测精度.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其他

相关因素对轨道预测误差的影响,因为卫星的面质比、太阳磁暴和地球潮汐等许多其他因素也可能对航

天器的轨道运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４　结　论

全局灵敏度分析是一种分析模型不确定度传递的高效方法,根据获得的全局灵敏度指标,可以识别

出对关注的物理量的主要的不确定度来源,然后利用模型降维的方法,可以将那些对所关注的物理量不

确定性影响很小的变量设置为常值,从而简化星上运算.本文对卫星轨道预报误差进行了全局灵敏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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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采用Saltelli的基于方差的全局灵敏度指数来测量初始轨道参数对输出响应量———绝对轨道位置误差

的不确定性贡献.对于Saltelli的灵敏度指标的计算,提出了基于移动最小二乘近似的高效计算方法,该

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以及很高的计算效率.最后,将该方法应用于卫星轨道预测误差分析,得到了

各初始轨道要素的一阶指标和总指标,为提高卫星轨道预报精度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本文重点在于一

种分析方法的提出,该方法在航天任务分析中,尤其是那些希望尽量降低模型不确定度的任务中,将有

广阔的应用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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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SensitivityAnalysisforOrbitPredictionError
TIANLong fei,LIUGuo hua,GAOShuang,FANCheng cheng,LIUYang,LIHua

InnovationAcademyforMicrosatellitesofCAS

　　Abstract　Fortheanalysisoforbitpredictionerror,Globalsensitivityanalysisisemployedtoanalyze
wheretheuncertaintyoftheSatllitepositioniscomingfrom,andthecontributionsofdifferentinput
variablesarecalculatedInthispaper,Sattellissensitivityindicesbasedonvarianceareadoptedto
calculateandranktheuncertaintycontributionofdifferentinputvariables (ieinitialorbitalelements)．
Fortheestimationofvariancebasedonglobalsensitivityindices,anew methodusingadvancedmoving
leastsquaresapproximationisproposed,thecomputationalefficiencyoftheproposedmethodishighthan
mostothercalculatioin methodsFormodelswithseverenonlinearity,itisimportanttodecreasethe
calculation cost．Finally,the global sensitivity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moving least squares
approximationisusedtocalculateallfirstorderandtotaleffectindicesofallinitialorbitelementsfororbit

predictionerror,basedonwhichwecanimprovetheprecisionoforbitprediction．
Keywords　 Globalsensitivity analysis; Uncertainty;Orbit prediction;Importance Measures;

MovingleastSquaresapprox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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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方阵模拟器远程控制框架系统设计

杨　志　陆文高　张桂英　戴涧峰　吴海超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现有卫星测试系统中的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系统都有自己的结构体系,通常为针对特定卫

星、特定测试阶段建立的电源系统,存在适用性能差、通用性不高的缺点,每个电源系统都需要配备专

人进行操作、监视和维护,测试任务量大,在卫星电源系统使用和维护上通常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
而且无法满足标准、统一的要求,增加了使用和维护成本.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文提供了一种太

阳方阵模拟器电源远程控制框架系统,该系统具有模块化、通用化、标准化的特点,可以实现单一终端

同时对多个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系统的控制、监视和信息交互,完成一人一机对多个卫星供电系统的管

控,降低了使用维护成本,节约了人力物力,提高了系统开发效率.
关键词　太阳方阵模拟器;远程控制;框架系统

０　引　言

空间飞行器在实际工作中的能量来源是太阳电池帆板和星上蓄电池.在地面测试阶段,由于工作环

境不一致、太阳帆板展开场地要求苛刻、蓄电池使用寿命等因素的影响,无法对空间飞行器真实的供配

电系统进行测试,需要引入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作为重要的地面支持设备[１２].

现有卫星测试系统中的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系统都有自己的结构体系,通常为针对特定卫星、特定

测试阶段建立的电源系统,存在适用性能差、通用性不高的缺点,每个电源系统都需要配备专人进行操

作、监视和维护[３].目前卫星型号多,测试任务量大,在卫星电源系统使用和维护上通常要花费很多的人

力物力,而且无法满足标准、统一的要求,增加了使用和维护的成本[４].

１　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框架系统

一种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框架系统,包括电源模型定义模块、配置管理模块和设备执行控制模块,

如图１所示.电源模型定义模块完成卫星测试过程中所需电源特性的定义,配置管理模块对定义信息进行

解析处理后通过软总线发送至设备执行控制模块,设备执行控制模块完成太阳方阵模拟器的控制、状态

显示、设备信息采集以及更改信息反馈[５].

图１　电源框架系统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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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电源模型定义模块

根据用户的使用要求,对所需的电源特性进行配置定义,并将配置定义的结果送至配置管理模块;
配置定义的内容包括太阳方阵模拟器的数量、各太阳方阵模拟器的加电顺序以及每一个太阳方阵模拟器

的工作曲线,其中每一条工作曲线参数应满足关系式Vmp ＜Voc ≤Vocmax、Imp ≤Isc ≤Iscmax,Vmp、Voc、

Vocmax、Imp、Isc、Iscmax 分别为太阳方阵模拟器的工作电压、开路电压、最大开路电压、工作电流、短路

电流、最大短路电流.太阳方阵模拟器的输出曲线如图２所示,任一时刻分阵的输出特性均应满足所定义

的I V 曲线的约束,即分阵的输出电压、电流一定是I V 曲线上某点的横、纵坐标,输出特性满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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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太阳方阵模拟器输出曲线

由图２可以看出,分阵输出特性可分为恒流段和恒压段,在恒压段,分阵输出电流急剧下降,因此在

实际应用中,一般使其工作在恒流段.

１２　配置管理模块

配置管理模块是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框架系统的运行调度部分.系统配置单元根据定义信息将系统

中所有方阵分成几组配置,其中一个方阵不可被多个配置重复使用,并通过设定配置工作状态来分配本

次供电用到的方阵具体数量,确定加电方阵的地址以及方阵加电的先后次序.曲线配置单元根据用户的

定义设置实体设备的模型参数即工作曲线,包括开路电压、短路电流、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四个参数,
并可以根据用户定义设置多条工作曲线以便在测试过程中切换.在设备运行过程中,用户对太阳方阵模

拟器工作状态进行修改时,设备管理单元通过软总线将设备状态的更改信息转换成定义信息传送至配置

管理单元,配置管理单元再将定义信息解析成系统配置单元、曲线配置单元能够识别的代码传送至系统

配置单元、曲线配置单元.

１３　设备执行控制模块

设备执行控制模块是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框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设备驱动单元实现太阳方

阵模拟器的控制,并采集运行过程中太阳方阵模拟器的电压、电流,将采集信息回传至设备管理单元.
设备驱动通过向太阳方阵模拟器内核发送SCPI (可编程仪器标准命令接口规范)控制指令完成对太阳方

阵模拟器的控制.首先,设备驱动单元与太阳方阵模拟器内核之间建立通讯,根据系统配置信息确定本

次加电太阳方阵模拟器的地址,然后依次向本次加电的太阳方阵模拟器内核发送工作控制指令,根据曲

８９１



线配置信息向内核发送模型参数控制指令,包括Voc、Isc、Vmp、Imp 四个参数,随后发送设备输出控制指

令,太阳方阵模拟器根据内核接收到的控制指令完成输出,最后向太阳方阵模拟器内核发送设备采集控

制指令,从内核中读取太阳方阵模拟器的电压、电流信息.

２　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远程控制框架系统

远程控制电源框架在电源框架结构的基础上增加远程控制部分和远程存储部分,按照功能模块划分,
可分为配置管理模块、设备执行控制模块、数据采集模块、组包分发模块、远程存储配置模块、指令解

析模块、远控指令集、接收指令模块、远程控制模块、远程控制配置模块、端口设置模块、数据解析模

块、数据监视模块、存储数据模块[６],如图３所示.

图３　远程控制电源框架系统功能图

２１　模型框架初始化

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系统运行后,首先初始化加载系统运行的各种资源,组包分发模块在此过程加

载远程存储配置模块传送的存储定义信息,建立本地端与远控端的网络连接和组包必须的内容定义字段,
主要包括组播地址、组播端口、信息标志、各个方阵输出参数代号;设备执行模块在此过程加载系统配

置模块中保存的配置定义信息.
远程存储配置模块采取软件配置的方式,如图４所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每个太阳方阵模拟器电

源系统的存储定义信息,包括组播地址、组播端口、信息标志、各个方阵输出参数代号等信息,实现多

个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系统输出的统一存储、监视、管理.

２２　远程存储框架

供电功能启动后,设备执行模块根据系统配置模块解析后的设备执行指令,包括本次加电太阳方阵

模拟器的具体物理地址、加电次序以及工作曲线,控制太阳方阵模拟器完成输出;本地端数据采集模块

自动循环采集太阳方阵模拟器的输出数据,判断采集数据正确后,将采集数据分发到组包分发模块,组

包分发模块将接收到的采集数据按照远程存储配置模块的配置信息进行组包,通过广播的方式将数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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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远程控制框架系统实施图

送到数据解析模块,数据解析模块解析收到的广播数据,同时将解析后的采集数据发送到存储数据模块

和端口设置模块,存储数据模块根据信息标志判断采集数据的来源,并存入数据库中,实现数据对接与

同步,端口设置模块采用软件配置方式实现,用户通过对信息标志的切换,选择发送到数据监视模块的

采集数据具体对应的方阵模拟器系统,实现对不同太阳方阵模拟器系统输出数据的切换选择,并将采集

数据传送给数据监视模块,数据监视模块接收采集数据,在软件界面实时显示方阵模拟器系统各个方阵

的输出电流、输出电压、总电流,每秒更新一次.

２３　远程控制框架

远程控制模块具体实施如图３所示,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系统运行后,远控端初始化远程控制功能;

远程控制模块从远程控制配置模块中读取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系统的接收端口、接收IP地址、信息标志

以及指令代号信息,按照远程控制数据组包逻辑组包指令数据,完成后发送指令数据到接收指令模块;
接收指令模块,在系统初始化完成后,自动循环等待远控端指令数据,收到指令数据判断正确后,转发

到指令解析模块,否则继续等待指令数据触发;指令解析模块在接收到指令数据后,依据远程控制数据

解包逻辑获取指令代号,然后调用远程控制指令集解析出设备可执行的配置定义信息,之后将配置定义

信息发送到系统配置模块,系统配置模块将配置定义信息翻译成设备执行指令,并传送给设备执行模块,
触发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系统执行本次加电,完成远程控制功能.

远程控制配置模块采用软件界面配置,其中定义了本地接收端IP、本地接收端口、信息标志以及本

次发送指令的指令代号信息,建立远控端与本地端控制网络连接,在使用过程中可以通过对指令代号选

择的操作,实现对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系统输出的控制,如图４所示,通过切换本地接收端IP、本地接

收端口,实现对测试网内不同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系统的控制.

３　远程控制框架系统实施应用

按照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框架系统进行设计,软件界面效果如图５~图８所示.

系统配置界面如图５所示,其中包括本次供电用到的方阵具体数量以及具体用到哪些方阵,通过选择

对应配置是否输出,控制方阵加电顺序.
系统运行界面如图６所示,包括模拟器输出监视,供电参数修改,通过修改供电参数完成太阳方阵模

拟器系统状态的更新.

远控指令集配置定义了远控指令与本地设备指令集的对应关系,其最小执行单元为本地系统配置,
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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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系统配置界面

图６　系统运行界面

图７　远控指令集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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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指令信息,远程指令定义入口,支持指令信息的添加、保存、删除操作;其中导出功能是以

XML格式导出所有的指令信息 (包括每条远控指令下配置集合,每个配置下的供电阵集合和对应曲线);
指令列表,可远端执行的指令集合;指令配置,每条远控指令下的本地供电配置,支持添加、删除配置

以及配置曲线的选定.
远程控制界面主要包括发送远控指令和接收显示各个方阵模拟器系统数据,如图８所示.

图８　远程控制界面

信息头,远控指令的通讯组包协议头;信息体,远控指令的通讯组包的数据域,其中指令号为模拟

器软件可识别的远控指令;地址信息,采用可下拉选定,信息包含本地启动端口、模拟器IP和端口;软

件初始化后根据地址信息打开本地端口,监视模拟器发送的采集数据;采集监视,软件右侧列表显示,
当本地端口接收到数据,解析设备采集数据,刷新供电阵列表;指令发送,依据输入的信息头和信息体

打包发送数据,根据地址信息中的模拟器IP和端口,建立通讯连接,发送指令数据,驱动模拟器系统执

行.远程控制框架系统使用效果见表１.

表１　远程控制框架系统使用效果

对比项目 使用前 使用后 备注

系统搭建效率 １５个工作日 ３个工作日 软件、硬件搭建

岗位所需人力资源 １０人 ２人 １０颗卫星测试为例

数据规范性 各型号数据独立存储 数据集中管理,型号间可以横向比对

安全性 测试人员安全性意识保证 规范性指令设计,避免操作失误

４　结　论

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远程控制框架系统具有可定制、可复用的特点,可在电源远程控制框架系统的

基础上开发适合不同卫星测试的电源远程控制测试系统,提高电源测试系统的研发效率,节省研制周期,
为特定应用领域的开发提供了一个快捷、统一、可继承的基础平台,使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远程控制系

统在整个卫星测试环境中有一个通用的、可扩展的、灵活的体系架构,用户只需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设

置即可实现单一终端对多个太阳方阵模拟器电源系统的远程控制、监视以及数据归档,从而提高工作效

率,增强了适用性,降低了开发和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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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一号卫星电源分系统在轨性能分析

张　勇１　刘元默１　徐　伟２　赵海峰２　赵　颖２　崔振海２

１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２天津电源研究所

摘　要　文章叙述了张衡一号卫星电源分系统的组成、技术指标、工作原理及分系统的在轨技术性

能.根据系统运行数据对分系统在轨典型技术性能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展开式太阳电池阵的磁

洁净度设计、太阳电池阵表面等电位设计、星下点南北纬６５°内太阳帆板停转工作模式设计、太阳帆板偏

置落后跟踪控制能源动态平衡的闭环控制设计等指标,技术性能稳定,达到了预期的工程应用目的.
关键词　张衡一号;电源分系统;磁洁净度;表面等电位;能源动态平衡

０　引　言

张衡一号卫星是我国地震立体观测体系的第一个天基平台,也是我国地球物理场探测卫星计划的首

发星,配置了３类８种有效载荷,主要科学目标是监测全球空间电磁场、电离层等离子体、高能粒子沉降

等空间现象,探索、研究、提取与地震前兆相关的空间环境信息,推动地震发生机理的认识,推动预报

实践与研究,为未来建立地震前兆电磁监测卫星业务化系统进行技术准备.采用轨道高度５００km 的太阳

同步轨道,于北京时间２０１８年２月２日由长征 ２D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入轨[１ ３].卫星在

轨期间,电源分系统为整星的用电设备提供不间断的一次电源.

１　电源分系统组成及主要技术指标

１１　电源分系统组成

根据张衡一号卫星任务对电源分系统的技术要求,电源系统采用全调节直接能量传送 (DET)供电

系统设计.电源分系统由太阳电池阵、锂离子蓄电池组和电源控制器三个部件组成[３].

１２　电源分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张衡一号卫星电源分系统主要技术指标示于表１.

表１　电源系统技术指标

型号 张衡一号

母线电压/V ３０±１

蓄电池组额定容量/Ah ８０

太阳帆板面积/m２ ５７６

负载功率/W

主动段:２００;
在轨运行:５６０ (星下点南北纬６５°内长期);４１３ (星下点南北纬６５°外长期);１８０ (短期);
短期功耗时间每圈不大于１８min

温度/℃

舱内:－１０~＋４５
蓄电池组:１０~＋３５
太阳电池阵:－９０~＋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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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质量/kg ＜５４

工作寿命/a ５

可靠性 ≥０９５

卫星等电位控制要求 通常等离子体条件下,卫星本体任意两点之间电位差优于１V,卫星本体的绝对电位优于±２V

磁洁净度

太阳电池阵剩磁:探测器伸杆大于５m 处,磁场变化量优于００１２５nT;
蓄电池组剩磁:５００cm 处磁场变化量＜１０nT;
电源控制器剩磁:５００cm 处磁场变化量＜７０nT

１３　电源分系统框图

电源分系统采用成熟的 CAST２０００平台全调节单母线设计,卫星进出地影期间,母线电压稳定在

(３０±１)V.电源分系统原理框图示于图１.

图１　电源分系统原理框图

电源分系统在轨寿命期间为长期加电状态,根据负载变化以及电源系统自身的状态工作在充电、分

流、放电、联合供电模式.工作模式描述如下:

充电模式:在光照期,太阳电池阵为星上负载供电,同时通过BCR为锂离子蓄电池组充电;必要时

对锂离子蓄电池实施均衡充电控制.

分流模式:当太阳电池阵输出功率大于负载和蓄电池的充电所需功率时,分流调节电路经控制后开

始逐级顺序分流,调节太阳电池阵输出功率,使母线电压稳定.

放电模式:阴影期,蓄电池组经BDR给电源母线供电.

联合供电模式:在光照期,当太阳电池阵的输出功率不能满足星上负载功率需求时,蓄电池组经

BDR向母线补充供电.

２　工作模式设计与在轨验证

张衡一号卫星的太阳帆板除CAST２０００平台原有的绕卫星本体坐标系Y 轴对日跟踪模式外,为了应

对太阳帆板转动过程和电源系统分流调节器调宽分流可能对载荷探测设备造成的干扰,设计了两种工作

模式:星下点南北纬６５°内太阳帆板停转工作模式、太阳帆板落后偏置跟踪控制能源动态平衡的闭环控制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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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星下点南北纬６５°内太阳帆板停转工作模式

张衡一号星上探测载荷在星下点南北纬６５°内开机工作,在其他时间关机停止工作.考虑到太阳帆板

转动可能给探测载荷造成的干扰,所以在星下点南北纬６５°内帆板驱动机构停止跟踪太阳,在南北纬６５°
内对日跟踪.为了使太阳帆板在停转期间所产生的能源能够得到最大化,要求太阳帆板在停转期间能够

使平均位置指向当前季节的太阳位置,即要求太阳帆板停转时先转到预置位置,太阳帆板的预置位置为:
太阳帆板停转后星下点过赤道时太阳帆板正面法线与太阳光夹角为整个停转过程中的最小值.考虑太阳

帆板偏置１２°安装以及地影,太阳电池阵入射角单圈变化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太阳入射角的单圈变化曲线

在卫星设计阶段,进行了帆板停转模式下单圈能量平衡的能源满足度分析,并且根据仿真分析中寿

命末期最恶劣条件下太阳电池阵单个轨道圈的输出功率变化情况,在整星热试验阶段进行了测试验证,
结果满足单圈能量平衡.

卫星入轨后,根据太阳电池阵输出电流的变化,太阳帆板停转的预置位置及对日跟踪后太阳电池阵

的输出功率与仿真分析的预期一致,在该模式下,蓄电池组每圈都能充电到满电量,且有较大余量.

２２　太阳帆板落后偏置跟踪控制能源动态平衡的闭环控制模式

在轨测试卫星载荷期间,发现帆板驱动机构的转动对探测载荷的干扰有限,可以接受.但是电源分

系统分流调节器调宽分流时,存在对电场探测仪、朗缪尔探针、等离子体分析仪探测数据干扰情况,所

以卫星退出了星下点南北纬６５°内太阳帆板停转工作模式,启动了太阳帆板落后偏置跟踪控制能源动态平

衡的闭环控制模式.
在该模式下,太阳帆板工作在落后偏置跟踪状态,即太阳帆板绕卫星本体Y 轴落后偏置预定角度,

稳定对日跟踪,增大太阳帆板正面法线与太阳光的夹角,降低光照区太阳电池阵的输出功率,并在此基

础上设计太阳帆板落后偏置角度自适应调整的闭环控制逻辑,达到对太阳电池阵输出能量的精确控制,
实现产生能量与需求能量的动态平衡.在保证蓄电池组寿命的前提下,使蓄电池组工作在非满荷电态平

衡状态,实现充放电的多圈平衡,最终达到南北纬６５°内探测载荷工作时电源系统分流调节器不出现调宽

分流状态的目标.
卫星在轨以太阳帆板落后偏置跟踪模式长期运行时,具体控制过程如下:首先,由电源分系统根据

负载和充电需求给出太阳电池阵输出能量不足及能量过量的标志;然后,星务分系统根据标志向姿控分

系统自动发出相应指令;最后,姿控分系统根据指令减小帆板绕Y 轴的落后偏置角度或增大落后偏置角

度,以增大或减小太阳电池阵在轨的输出能量,使得太阳电池阵输出能量与负载及充电能量需求动态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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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作模式打破了电源分系统和姿控分系统现有的功能划分,通过星务分系统的综合控制,不仅解

决了载荷的干扰现象,而且首次将太阳翼转动控制纳入到整星能源系统调配过程中,通过太阳帆板转动

控制整星能源的平衡,实现电源分系统分流功能的整星系统级异构备份.
该模式经过了卫星设计阶段的仿真分析和三个分系统的桌面连试,目前已在轨运行正常,南北纬６５°

内分流调节器无调宽分流状态,很好地保证了载荷设备探测数据的有效性.

３　太阳电池阵及蓄电池组供电性能分析

卫星刚入轨,太阳帆板正常跟踪太阳时,方阵电流平均值不小于３８A.目前卫星太阳帆板运行在落

后偏置跟踪模式,在该模式下,光照区方阵电流平均值在２２A 即能满足整星的能源动态平衡,余量

较大.
蓄电池组在轨工作期间,采用先恒流后恒压充电控制方式,对蓄电池组进行充电控制.恒流段充电

电流不超过２３A,恒压基准设置为２８V,即当蓄电池组充电到２８V时,进入恒压充电,充电电流逐渐减

小,直到达到充电终止条件,停止充电[４].

当卫星转入太阳帆板落后偏置跟踪控制模式后,太阳电池阵输出功率降低,充电电流降低,蓄电池

组充放电多圈平衡,平衡周期约为２４h.在一个平衡周期内,蓄电池组电压变化范围在２６６５~２８０５V
之间,当前电量最低不小于６０Ah.多圈能量平衡的本质是低荷电态的充放电循环,事实上并没有增加

单圈内的放电电量,而且低荷电态的充放电循环对锂离子蓄电池组的循环寿命有利.根据蓄电池组电量

在轨数据,单圈内放电电量最大不超过１０Ah,由于当前电量最低约为６０Ah,所以按当前电量

７０Ah计算,放电深度不超过１４３％.表２为能源动态平衡模式下供电性能数据.

表２　能源动态平衡模式下供电性能数据

参数名称 性能数据

地影时间/min 约３５２

蓄电池组温度/℃ １８４５~２２１４

进影前蓄电池组最大电压/V ２８０５

出影前蓄电池组最小电压/V ２６６５

蓄电池组放电深度/ (％) １４３

平均方阵电流/A ２２

太阳电池阵温度/℃ －７７~９５

４　太阳电池阵磁特性分析

参照 “TC １”“TC ２”太阳电池阵剩磁控制的设计经验,利用磁场的矢量特性,太阳翼正面太阳

电池电路的单元电路为 “８”字布片设计,相邻多个单元电路的布片采用镜面映射布置,使其磁场相互抵

消,磁矩的和为０;图３显示了消除电路产生磁矩的一般采用的镜像映射原理图,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电

流回路效应.背面电缆采用线缆绞合、整体关于中轴线镜面对称布局的方式,尽量避免产生电流回路[５].

在卫星设计阶段,设计制作了１∶１的太阳电池阵磁试验模拟件,并搭建了电源系统,在零磁环境下,
进行了模拟件磁场强度的测量试验.试验时太阳电池阵模拟器通过太阳电池阵试验模型和电源控制器为

电子负载供电,同时给锂离子蓄电池组充电,在联合供电时锂离子蓄电池组参与为电子负载供电.太阳

电池阵试验模型相当于太阳电池阵模拟器供电线上的一段导线,太阳电池阵模拟器每一个分流级与试验

模型的每一个分流级一一对应,通过控制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的输出电流大小来控制试验模型每个单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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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镜像映射原理图

路的 “８”电流环路通过的电流大小,模拟真实状态下太阳电池单元电路作为电流源在不同光照情况下输

出电流大小,以及不同分流级的供电、分流和调宽状态[６].
试验结果表明,模拟件产生的磁场强度与其通过的电流正相关;处在分流状态的子阵不同,模拟件

产生的磁场强度变化大小可忽略不计;模拟件通过太阳电池阵在轨的最大电流时,在卫星高精度磁强计

位置产生的磁场强度不大于００１１nT.
根据卫星载荷在轨测试结果,整星磁洁净度达到了０３３nT[７],满足优于０５nT的要求,说明卫星

给太阳电池阵分配的磁洁净度指标合理有效,太阳电池阵的磁洁净度控制设计满足了整星的磁洁净度要

求和载荷使用要求.

５　太阳电池阵表面等电位分析

等离子体和电磁场的原位探测的必要条件是卫星对空间探测对象的干扰应该降低到不可观测的程度,
也就是说卫星相对于等离子体为 “不可见”.根据等离子体分析仪和相关载荷的探测需求,在通常等离子

体条件下,即５００km 轨道高度上电子密度变化范围约为３×１０９~３×１０１２ m－３;离子温度变化范围约为

９００~１７５０K;电子温度变化范围约为１０００~３３００K,需要将卫星的绝对电位控制在±２V之内,卫星

本体任意两点之间电位差优于１V.
太阳电池阵上裸露的正电极电位高于等离子体电位,将从等离子体环境中吸收电子而产生电流流出,

同时,卫星的其他表面将与环境中的离子、电子、光子相互作用产生电流流动,当整星的电流流动达到

平衡时,卫星就处于一个平衡电位.此时卫星结构地的电位就是卫星的绝对电位.另外,由于卫星将从

空间吸收电子和离子,卫星表面的阻抗特性必然导致各点之间存在电位差,再加上之前建立起的卫星各

个表面绝对电位之间的电位差,这个总电位差就是卫星的相对电位.
考虑南北纬６５°内太阳帆板停转工作模式,太阳帆板与卫星速度方向的夹角在南北纬６５°内固定,但

夹角会随着太阳帆板停转位置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全年内太阳帆板会在侧风、斜迎风和背风三种状态下

变化.
为了控制卫星的绝对电位,要求整个太阳帆板正面太阳阵电池片间裸露电极的总面积累计不大于

００３m２,通过控制串联太阳电池片间的平均间隙不大于０８５mm,实际裸露面积约为００２５m２,通过仿

真分析计算,在通常等离子体条件的极限条件下,太阳帆板侧风状态,绝对电位最大为－１６１V.
为了控制卫星的相对电位,通过在太阳电池玻璃盖片上蒸镀一层氧化铟锡 (ITO)透明导电膜[８９],

导电膜两个电极引脚之间的电阻不超过１０kΩ,并将每片盖片上的导电膜有效地连接组成网络,与卫星的

“结构地”相连.太阳电池单元电路采用 “８”字布片后,每个单元电路内有两组４片电池片ITO 膜串联

两端接地单元和两组５片电池片ITO 膜串联两端接地单元,所以太阳帆板正面表面任意一点与卫星的

“结构地”的阻值最大点为５片电池片ITO膜串联的中间位置,不大于１２５kΩ[１０],太阳电池片的尺寸为

４０mm×６０mm,通过仿真分析计算,在通常等离子体条件的极限条件下,太阳帆板斜迎风状态,相对电

位最大为０２４１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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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仿真分析计算,以及探测载荷的在轨测试和数据分析,太阳电池阵表面等电位的技术性能符合

卫星静电洁净度技术指标和载荷使用要求.

６　结束语

张衡一号电源分系统遥测数据显示,电源分系统技术性能稳定,系统工作正常,电源分系统供电功

率充裕,蓄电池组单圈放电深度较低,能够满足在轨５年寿命的要求.电源分系统中太阳电池阵的磁洁净

度设计、太阳电池阵表面等电位设计,以及太阳帆板落后偏置跟踪控制能源动态平衡的工作模式设计有

效地保证了各探测载荷的正常工作和探测数据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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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太阳电池阵磁洁净度设计及试验验证

张　勇１　刘元默１　赵　颖２　巩　巍１　鄢婉娟１

１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２天津电源研究所

摘　要　为了消除太阳电池阵受照发电时电流产生的磁场,利用磁场的矢量特性,以电流环路产生

的磁矩相互抵消的原理,进行了太阳电池阵磁洁净度设计.以线电流模拟面电流的简化原理,设计制作

了太阳电池阵模拟件;将模拟件作为其中的一段供电导线,搭建了由太阳电池阵模拟器、蓄电池组、电

源控制器和电子负载组成的电源系统;在零磁环境下,进行了模拟件磁场强度的测量试验;试验过程中

模拟件通过的电流大小按在轨实际的工作模式设置.试验结果表明,模拟件产生的磁场强度与其通过的

电流正相关;处在分流状态的子阵不同,模拟件产生的磁场强度变化大小可忽略不计;模拟件通过太阳

电池阵在轨的最大电流时,在卫星高精度磁强计位置产生的磁场强度不大于００１１nT.

关键词　太阳电池阵;磁洁净度;电源系统;磁试验

０　引　言

张衡一号卫星装载了高精度磁强计,用于监测空间地磁场变化,其测量准确度优于０５nT,为了避

开卫星本体磁场干扰,高精度磁强计安装在从卫星表面伸出的５m 长杆的顶端[１].

根据张衡一号卫星的构型要求和功率需求,卫星采用展开式太阳翼的太阳电池阵—蓄电池电源系

统[２].太阳电池阵输出到母线的功率最大约为１２００W,电流不小于４０A,帆板面积５７６m２,采用光电

转化效率２８％的三结砷化镓太阳电池.根据探测一号卫星电磁辐射特性的分析结果,卫星太阳电池阵电

流产生的电磁辐射是卫星电磁辐射的主要来源,约占整个卫星电磁辐射的８７％[３],在磁场探测中也是主

要的干扰源,在探测二号卫星中对磁场探测器造成了峰 峰值为２nT的周期性干扰信号[４].

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射的火星全球勘测者 (MarsGlobalSurveyor,MGS)为了节省装载的燃料,在进

入火星轨道时,利用太阳翼在火星大气层中产生的空气阻力来降低速度[５].太阳翼面积达到１３３m２,近

日点光照条件最好时的输出功率为９４０W[６７],磁场探测器安装在太阳翼外板边缘,内板采用光电转化效

率高的砷化镓太阳能电池,外板由于靠近磁场探测器,采用光电转化效率低的硅太阳能电池[８],以降低对

磁场探测器的干扰.同时太阳电池片与连接电缆都布置在太阳翼的被风面[９],有利于布置多种太阳电池电

路的几何形状,进行电流环路的磁矩补偿抵消[５],但是此种方式也增加了太阳电池电路布置的复杂性,以

及实施时的工艺控制难度.为了进行磁洁净度的验证,在太阳电池阵的生产车间进行了太阳电池阵的磁

试验.根据试验结果,太阳电池阵在磁场探测器位置产生的杂散磁场优于０６nT[５].

探测一号和探测二号卫星太阳电池阵在轨输出到母线的最大功率约２５０W,采用由硅太阳电池组成的

体装式太阳电池阵,太阳电池阵发电时产生的电流约为１０A[１０],在磁场探测器位置产生的磁场在

０５nT[１１].

探测双星太阳电池阵进行了整星的地面灯阵模拟光照的磁试验,以及１/４缩比的筒体排布太阳电池模

拟供电磁特性的磁试验.但是对于展开式太阳翼,其展开架的刚性材料产生的感磁对试验结果会产生影

响,地面灯阵工作时也产生很大的磁场干扰,而且地面的灯阵也不能完全模拟在轨的光照条件,其试验

结果只能作为分析的依据和参考[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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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设计理论依据

根据毕奥 萨伐尔定律,稳恒电流产生的磁场遵守叠加原理,如果有n 个单独存在的电流产生的磁场

磁感应强度分别为B１,B２,Bn ,当这n 个电流不改变其电流分布和大小,其同时存在时总的磁场磁感

应强度为B ,则B＝∑
n

i＝１
Bi .

根据太阳电池的特性,太阳电池片上的面电流由栅线方向上大小相同、相互平行的线电流组成,则

太阳电池片受照发电时总电流产生的磁场,可以用位于该电池片正中位置的大小相等的线电流来模拟,
则太阳电池阵电流的磁场分析都可用线电流进行[５].

如图１所示,长直导线电流在空间某处产生的磁场作用,I１ 为导线通过的电流大小,根据毕奥 萨伐

尔定律,在空间Q 处产生的磁场如公式 (１)所示[５].

B＝－μ０I１

４πr０
cosα－cosβ( )k (１)

式中　r０———Q 点距长直导线的距离;

μ０———真空空间的磁导率;

k ———垂直于Q 点与长直导线所在平面向外的单位矢量.

图１　长直导线电流在空间某处产生的磁场作用

由公式 (１)可以看出,若要求导线电流在空间某处产生的磁场尽可能的小,则可以将大小相等方向

相反的导线电流尽可能地靠近布置.理想情况下,当两者完全重合时,产生的磁场完全抵消,在空间某

处产生的磁场为０.
太阳电池阵发电时,太阳电池单元电路会形成电流环路,电流环路会在空间中产生磁场作用.如图２

所示,任意载流线圈在空间某处的磁场作用,L 为任意载流线圈,其电流为I２,取载流线圈所在平面上一

点O 为坐标原点,则点P 处的磁场如公式 (２)所示.

B＝－μ０m
４πr３ ＋

３μ０(mr)r
４πr５

(２)

式中　m ———载流线圈L 的磁矩,m＝I２S ;

S ———载流线圈所包围的面积矢量,S＝
１
２∮L

r１×dr１;

r———P 点的位置矢量;

r———P 点距载流线圈所在平面的距离.
由公式 (２)可以看出,若要求载流线圈在空间某处产生的磁场为０,则使该载流线圈的磁矩为０即

可,即要求载流线圈所包围的面积为０.若载流线圈所包围的面积不能为０,则可利用磁场的矢量特性,
将相邻载流线圈 “镜面映射”分布,使其磁场相互抵消,让磁矩的和为０.图３给出了消除电流环路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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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载流线圈在空间某处的磁场作用

的磁矩时,采用的镜像映射原理图[１０].

图３　镜像映射原理图

２　磁洁净度设计

太阳电池阵包括两部分:一是由太阳电池片组成,负责受照发电布置在太阳翼正面的太阳电池电路;
二是由导线组成,负则电流传输排布在太阳翼背面的导线电缆.

２１　太阳电池电路设计

根据镜面映射原理设计太阳翼正面的太阳电池电路,如图４所示.一个太阳电池单元电路内电流流向

呈现 “８”字,且正负引出线在一端引出,形成两个方向相反的闭合电流环路,使在单个单元电路内产生

的磁矩为最小.但由于一个单元电路由１８片太阳电池串联,两个电流环路面积不等,产生的磁矩不能完

全抵消.

图４　太阳电池单元电路的 “８”字布片原理图

每块太阳翼基板上,任意横向和纵向相邻的两个太阳电池单元电路的电流方向相反,形成双镜面映

射,使得在单个单元电路内不能相互抵消的磁矩,在四个单元电路内相互抵消.每块基板正面太阳电池

单元电路关于中轴线上下对称排布.根据电流围成回路面积以及电流的大小和方向,单块基板内磁矩均

可以互相抵消,计算值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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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太阳翼背面电缆设计

正面太阳电池单元电路的背面正负引线从同一位置引出,且单元电路正负线布置在同一电缆束中.
同一电缆束内采用正负线绞合的方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流成对出现,相互绞合,则在空间

某处产生的磁场可以相互抵消.
为了减小太阳翼背面太阳电池单元并联所用电连接器与电缆连接时开口形成的回路面积,线束绞合

绑扎处距电连接器接点距离不超过２０mm,电连接器接点分布按照 “＋－－＋＋－－＋＋－”的排布

方式,使同一个太阳电池电路的正负线相邻靠近,并成镜面对称.
在此基础上,整个太阳翼背面电缆的排布同正面电路一样,关于中轴线镜面对称设计,使不能抵消

的电流环路产生的磁矩在整翼的尺度上相互抵消.

２３　太阳电池阵子阵分布

每块基板上太阳电池电路的排布完全一致,整个太阳电池阵分成８个子阵,对应８个分流级.太阳电

池阵在轨工作时,每个子阵有分流、供电和调宽三种状态,其中分流和供电时输出电流都是恒定的,但

输出电流的大小有差异,调宽状态时输出电流会在短路电流和工作电流之间切换.各个子阵的工作状态

由太阳电池阵的输出功率大小,以及卫星的负载和充电需求决定,有功率余量时,从第一个分流级开始

顺序分流.
太阳电池阵各个子阵的分布决定了背面电缆引出位置和走线布局,为了达到背面电缆关于中轴线镜

面对称的设计目的,同时使单元电路个数相同的子阵产生的磁矩相互抵消,太阳电池阵各子阵分流级分

布沿太阳翼中轴线镜面对称.由于卫星在轨运行时有长期负载的存在,所以第七级和第八级分流级对应

的子阵,工作状态恒定为供电状态,将其靠近星体布置.
根据电流环路产生磁矩的抵消效应,以及导线电流在空间的磁场作用原理,太阳翼两侧空间内磁场

较小,太阳翼边缘处,在太阳翼所在平面上的磁场较大.在三维空间内,当与太阳翼的距离相等时,与

太阳翼共面的点的磁场强度最大.

３　试验验证

由于太阳电池阵的特殊性,目前国内不具备将设计生产完成的整个太阳电池阵以在轨的光照强度进

行地面磁试验的条件,所以需要制作能够模拟在轨发电时磁特性的模拟件进行磁试验.同时,模拟件的

磁试验,也为了验证卫星在不同负载条件下,各个子阵可能出现的不同工作状态对整个太阳电池阵磁洁

净度的影响.

３１　磁试验模拟件制作

用导线的线电流来模拟太阳电池片的面电流,制作太阳电池阵磁试验模拟件.其中太阳翼基板由木

板按照１∶１的比例模拟;太阳电池单元电路用 “８”字排布的导线模拟;模拟导线位于太阳电池与栅线垂

直方向的中间位置,按照实际的尺寸扭成 “８”字,按照实际的位置排布在木板上.
模拟导线由太阳电池阵模拟器供电,每根模拟导线上通过的电流大小和方向与太阳电池单元电路在

轨发电时一致,模拟太阳电池阵发电.
单元电路模拟导线的间距,太阳翼的尺寸,内板、中板和外板间的距离,太阳翼背面电缆的走向及

正负引出线位置,太阳翼背面的电连接器,通过卫星的摇臂架与星体的连接电缆,都按照太阳电池阵的

产品设计状态制作和布置.

３２　试验方法及结果

由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电源控制器、锂离子蓄电池组和电子负载搭建电源系统,各设备连接关系如

图５所示.试验时太阳电池阵模拟器通过太阳电池阵试验模拟件和电源控制器为电子负载供电,同时给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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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蓄电池组充电.由图５可知,太阳电池阵模拟件相当于太阳电池阵模拟器供电线上的一段导线,太阳

电池阵模拟器每一个分流级与试验模拟件的每一个子阵一一对应,通过控制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的输出电

流大小来控制试验模拟件中每个 “８”字电流环路通过的电流大小,模拟在轨状态下太阳电池单元电路作

为电流源在不同光照情况下输出的电流大小,以及不同子阵的供电、分流和调宽状态.

图５　试验设备连接关系示意图

试验分两种状态,第一种为太阳电池阵模拟件竖放,磁传感器放置在模拟件的法线方向且距离模拟

件１m 处.第二种为太阳电池阵模拟件平放,磁传感器放置在距离模拟件边缘１m 处,与模拟件在同一

个平面上.
试验过程中,太阳电池阵模拟件放置在零磁试验台上,其他设备远离零磁试验台,以免造成干扰.

模拟件与太阳电池阵模拟器和电源控制器的连接电缆为双绞电缆.
试验时,太阳电池阵模拟器和电子负载按照在轨的状态设置加电,磁传感器采集磁场状态,采集完

毕后太阳电池阵模拟器断电,即完成一次试验.根据处于调宽状态分流级的不同,以及电源系统和卫星

负载工作模式的不同,在两种模拟件的摆放状态下分别进行多次试验.各次试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磁试验结果

磁传感器位置 分流器工作状态 太阳电池阵总电流/A 磁场强度/nT

模拟件的

法线方向１m 处

八级调宽 约４０ ０９６

六级调宽 约４０ ０９０

三级调宽 约４０ ０９０

全供电 约２０ ０５０

模拟件平面边缘１m 处

八级调宽 约４０ １４０

六级调宽 约４０ １３６

三级调宽 约４０ １２０

全供电 约２０ ０８０

试验结果表明:太阳电池阵通过在轨最大电流时,产生的杂散磁场最大,太阳电池阵产生的杂散磁

场与通过的电流正相关;不同的子阵分流对磁洁净度影响不大,可以忽略.第一种模拟件摆放状态,在

太阳翼法线方向上,距离１m 处的杂散磁场最大为０９６nT.第二种模拟件摆放状态,在太阳翼同一个平

面上,距离模拟件边缘１m 处的杂散磁场最大为１４nT.根据毕奥 萨伐尔定律,太阳电池阵在轨最佳光

照条件下,在高精度磁强计位置产生的杂散磁场小于００１１nT.

３３　卫星在轨测试结果

目前卫星已经完成了在轨的载荷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在高精度磁强计位置,卫星本体的磁洁净度

达到了０３３nT,满足不大于０５nT的要求[１２],说明卫星给太阳电池阵分配的磁洁净度指标合理有效,
太阳电池阵的磁洁净度设计满足卫星载荷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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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针对张衡一号卫星对卫星本体严格的磁洁净度要求,对太阳电池阵进行了磁洁净度设计.同时,根

据太阳电池阵的设计状态,制作了简单、低成本的模拟件,模拟其在轨各种工作状态下发电时的磁特性,
设计了简单有效的磁试验方法,进行了磁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太阳电池阵的磁洁净度设计达到了预期

效果,满足载荷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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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solararrayisdesignedforthemagneticcleanlinesswiththemethodthatcancelingthe
magneticmomentgeneratedbythecurrentloop,usingthevectorcharacteristicofthemagneticfieldThe

physicalsimulationmodelofthesolararraywasmadeforthemagnetictestwiththesimplifiedprinciple
thatlinecurrentsimulatingsurfacecurrentApowersystem wasconstructedtosupplypowerforthe
modelduringthemagnetictestwhichworkedaccordingtotheactualworkingmodeoftheorbitThetest
resultsshowthatthemagneticfieldispositivelycorrelatedwiththecurrentpassed;thedifferencein
magneticfieldcausedbythedifferenceofthesub arrayintheshuntstatecanbeignored;themagnetic
fieldgeneratedbythearrayatthesensorlocationwillbelessthan００１１nTunderfullsolarillumination

Keywords　SolarArray;MagneticCleanliness;PowerSupplySystem;Magnetic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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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在高分一号业务卫星总装设计中的应用

单悌磊　白照广　徐云飞　张晓俊　郝佳宁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高分一号业务卫星高密度布局设计、星敏感器支架在轨热变形分析、多飞行状态下的

太阳翼面积遮挡分析和太阳翼随整星一体化运输共４项技术问题,通过数字化技术,文章分别应用Pro/E
建模优化设计、热力耦合分析、数学建模分析和有限元分析等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计算,体现

了数字化技术在卫星总装设计及实施中的应用.结果表明:各项数据满足指标要求,实践效果良好,可

以为同类卫星的总装设计技术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分一号业务卫星;总装设计;数字化技术

０　引　言

数字化设计是指运用数字化的手段和方法,以数字化模型为主要设计成果和信息载体,快速建立数

字化模型,准确传递设计信息,以满足用户使用和工程制造需求的研制模式[１].该技术可以有效提升产品

研发和设计能力,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提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从而在一定范围内降低研制成本和

风险[２ ３].

目前,国内外相关的设计机构及高校都在数字化设计方面积极开展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如美国

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的飞行系统测试平台 (FlightSystemTestbed,FST),兰利研究中心的航天器模

拟仿真系统 (SpacecraftSimulation,SPASIM)、俄罗斯能源科学生产联合体 (NPOEnergiya)的综合仿

真测试平台 (KMC).在国内,数字化仿真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如浙江大学自主开发的虚拟设计与装配原

型系统 (VirtualRealityDesignandAssemblySystem,VIRDAS)等[４６].

高分一号业务卫星 (３颗)为高分辨率对地光学遥感卫星,由CZ ４C运载火箭采用一箭三星的方式

进行发射.卫星采用三轴稳定、对地定向、整星零动量的姿态控制方式,运行在６４４km 的太阳同步轨道

上.本文结合高分一号业务卫星的实际任务需求,针对高密度布局设计、星敏感器支架在轨热变形分析、

多飞行状态下的太阳翼面积遮挡分析和太阳翼随整星一体化运输等关键问题,介绍了利用数字化技术开

展设计分析的过程及实施效果,可为数字化技术在卫星总装设计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１　高密度布局优化设计

由于高分一号业务卫星采用一箭三星的方式进行发射,造成运载火箭对卫星包络、重量等要求非常

严格;同时卫星在轨飞行期间,具备沿滚动轴±３５°内姿态机动飞行成像的能力,因此应该有效减小星体

的转动惯量以提高姿态机动能力[７].

为了减小卫星的体积,提高卫星的装填密度,减小星体的转动惯量,本文利用数字化三维建模软件

Pro/E进行推进系统布局优化设计,采用把推进系统融合在卫星平台内部,不单独设立推进舱的设计理

念,有效降低卫星的体积和高度,以此提高整星的布局效率.采用推进舱的推进系统布局设计状态见图

１,将推进系统融合在卫星平台内部的设计状态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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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带推进舱的布局设计

　　　
图２　推进系统融合在卫星平台内部

经过优化布局设计,使得卫星的高度从１８３４m降到了１４５７m,其整星的装填密度从２１０kgm－３提

高到了２６０kgm－３,有效减小了卫星体积.并且转动惯量减小了１５％,提高了姿态机动能力.

２　星敏感器支架在轨热变形分析

星敏感器 (以下简称星敏)是卫星姿态测量的主要部件,一般安装在星敏支架上.星敏支架由于其

温度分布的不均匀性而产生热变形,主要影响星敏安装面方向变化,进而引起星敏光轴的指向发生偏离,
从而影响卫星的定姿精度[８].本文利用Pro/E进行了星敏支架三维建模设计,并利用Sinda、Thermica、

Patran开展了星敏支架的热力耦合分析,得到了星敏感器支架在轨热变形数据.

２１　一体化星敏支架设计

为减小星敏感器由于在轨温度变化引起的热变形,本文采用星敏感器一体化设计安装技术,将３个星

敏感器安装于同一支架,并通过选取热膨胀系数较小、模量较大、密度较小的钛合金材料,来达到控制

星敏支架在轨热变形的目的,其设计与安装状态详见图３.

图３　星敏支架一体化设计状态

２２　星敏支架热变形分析

星敏感器及支架综合采用主动和被动热控方式进行控温,主动控温为在星敏支架的＋Y 侧设置加热回

路,被动控温为:支架及星敏头部对天面包覆１５单元多层,多层外表面为F４６膜,其余部分为 ACR １
白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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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星敏支架热变形分析时,整体将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根据飞行状态,进行在轨温度场分析,

第二步是将温度场作为热载荷加载到星敏支架有限元模型上,进行静力学分析,从而获得变形量[９].某高

温工况下星敏感器及支架温度分布及热变形云图如图４~图５所示.

图４　某高温工况下星敏感器及支架温度分布

　　
图５　某高温工况下星敏感器及支架热变形云图

经过热力耦合分析可以得出,无论是高温瞬态工况还是低温瞬态工况,３个星敏指向偏移的日波动范

围都小于２０″,满足总体的指标要求.

３　多飞行状态下的太阳翼面积遮挡分析

高分一号业务卫星运行在太阳同步轨道上,具备大角度侧摆的姿态机动能力,飞行过程卫星对太阳

翼面积的遮挡情况需要给出,提供给电源分系统作参考[１０].本文建立了遮挡分析的数学模型,对不同角

度侧摆条件下太阳翼面积的遮挡进行了分析计算.

３１　太阳翼工作模式

每颗卫星配置两个小卫星通用太阳翼,分别安装在±Y 侧面,两个太阳翼各由一个帆板驱动机构单独

驱动绕卫星Y 轴旋转,卫星入轨后两个太阳翼分别沿 ±Y 方向展开,相机成像和卫星侧摆期间太阳翼仍

然跟踪太阳转动.卫星运行在太阳同步轨道,轨道参数详见表１,具备应急侧摆角度最大±３５°姿态机动

能力,其飞行姿态呈多样化.

表１　标称轨道参数

项目 参数

轨道高度/km ６４４７１９

轨道倾角/ (°) ９７９６０

轨道周期/min ９７４６９

回归周期/天 ４５

降交点地方时 １０:３０AM

太阳β角描述了太阳入射光线与轨道面之间的夹角,图６描述了一年内太阳光与轨道平面夹角变化.

卫星在运行期间,其降交点地方时将产生漂移,影响太阳β角的变化范围,这里以１０:３０AM 标称轨道

的降交点地方时为例进行分析计算.当降交点地方时为１０:３０AM 时,太阳光与轨道平面的夹角平均为

２１８８２°,变化范围为１６６４９°~２７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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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一年内太阳光与轨道平面夹角

３２　遮挡分析的数学模型

建立卫星的三维模型,包络卫星本体轮廓及安装在星表的各种仪器设备,星表主要设备有数传天线、

２m/８m 相机、星敏感器、测控天线、GPS天线等,其中数传天线为二维转动天线,在进行遮挡分析时,
仅考虑其完全展开的情况.并作如下假设:

１)由于卫星轨道降交点地方时为１０:３０AM,太阳光由卫星 －Y 侧入射,因此不考虑星体对卫星

－Y 侧太阳翼的遮挡;

２)卫星在轨运行时可进行侧摆,定义按照右手螺旋定则绕卫星X 轴旋转时为正角度侧摆,反方向为

负角度侧摆.当卫星负角度侧摆时,此时光照条件比未侧摆时更好,而当卫星正角度侧摆时,此时卫星

对太阳翼的遮挡情况将会加剧,因此,仅考虑卫星正角度侧摆时的太阳翼遮挡情况;

３)从定义转动角度Ф ,太阳翼电池片正对卫星－Z 面时为计算时的角度零点,从＋Y 侧向－Y 侧看

去,太阳翼相对星体逆时针旋转为角度的正方向;

４)当帆板转动角Ф 在１４０°~２２０° (预估值)时,整星处于阴影区,此时无阳光照射电池片,因此不

计算此区间内的太阳翼遮挡情况;

５)从定性的分析可以知道,β角越大星体对＋Y 太阳翼的遮挡就越严重,因此这里只计算卫星在不同

侧摆角度的情况下,β角最大时星体对＋Y 太阳翼的遮挡情况.

３３　分析结果

通过对遮挡模型进行分析计算,得到不同侧摆角度下太阳翼面积的遮挡比例,如图７所示,其中侧摆

３５°时,太阳翼面积的遮挡部位如图８所示.
从图７曲线可以看出,未侧摆情况下,卫星本体及星表设备不会对太阳翼产生遮挡.当卫星进行侧摆

时,受卫星本体、数传天线、星敏头部及 GPS天线的影响,太阳翼被遮挡部分的面积比例大大提高,当

侧摆角度越大时,卫星对太阳翼造成的遮挡情况就越为严重.因此,卫星工作在大角度侧摆模式下,应

重点关注能量平衡.

４　太阳翼随整星一体化运输技术

目前已进入卫星高密度发射的时期,原有小卫星发射场的工作流程与当前形势已不相匹配,为了优

化发射场总装流程,高分一号业务卫星的压紧带式太阳翼 (安装形式如图９所示)采用随整星一体化运输

(简称带翼运输)的形式至发射场.本文利用Patran软件进行了数字化建模,对带翼运输开展了有限元分

析,并在某力学星上开展了专项试验,验证了带翼运输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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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侧摆角度下太阳翼面积的遮挡比例

图８　侧摆３５°时太阳翼的遮挡部位

　　　　
图９　太阳翼压紧点位置

４１　一体化运输实现过程

高分一号业务卫星每个太阳翼设置有４个压紧座,压紧座与太阳翼之间通过压紧带连接,压紧座与卫

星结构板连接,使得压紧座的支反力传递到卫星主结构上.
为了节省运输空间,高分一号业务卫星中的两颗卫星采用通用 VI包装箱运输,两颗卫星装入同一包

装箱,另外一颗星单独运输.两颗卫星带翼运输状态如图１０所示,整星有限元模型[１１]状态如图１１所示.

４２　试验验证

在有限元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利用典型的两舱式CAST２０００平台卫星的力学星进行了压紧带式太阳

翼随整星一体化运输专项试验,并在高分一号业务星上首次实施了压紧带式太阳翼随整星一体化运输技

术.整星运至发射场后,对太阳翼进行了压紧带偏移量测试,偏移量小于０１mm,满足总体提出的指标

要求,确保了压紧带式太阳翼在卫星上安装精度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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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两颗卫星在包装箱内运输的状态

图１１　整星有限元分析

５　结　论

本文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高分一号业务卫星的总装设计过程中,采用多种手段有效解决了卫星的设

计难题,对于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研制效率,缩短研制周期,提升在轨使用效能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为

同类卫星的数字化总装设计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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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ofDigitalTechnologiestoAssembly
DesignforGF １Operational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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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FourdesignproblemsofassemblytechnologiesforGF １operationalsatelliteispresented
inthispaper,whichincludedtechnologiessuchashighdensitylayoutdesign,thermaldeformation
analysisofstarsensorbracketonorbit,theanalysisofsolarwingshadedareaunderdifferentflight
states,integrationtransportdesignforsolarwingandsatellite．Bydigitaltechnologies,methodsofPro/

Emodelingoptimizationdesign,coupledthermo mechanicalanalysis,mathematicalmodelandfinite
elementanalysisareseparatelyappliedtothedesignproblemsabove,whichembodiedtheapplicationof
digitaltechnologiesonsatelliteassemblydesignandimplementation．Theresultshowsthatvariousdata
meettherequirements,andgoodpracticaleffectswereacquired,whichprovidedcertainreferencefor
assemblydesignofsimilar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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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在航天器健康管理系统
专家知识挖掘中的应用

申　帅　潘顺良　吴　伟　杨　硕　张　淼

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

摘　要　专家系统知识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航天器健康管理系统的功能和性能.专家系统知

识库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能对未知故障进行诊断,成为制约健康管理系统发展的瓶颈.航天器测试

数据中蕴含的大量规律以及机器学习的迅速发展,为专家知识挖掘提供了契机.本文采用多层感知器

(MLP)机器学习模型,对海量测试数据进行挖掘,实现了状态改变点的识别,发掘了参数对指令的响应

关系,参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实现了参数对指令的响应时间和参数的取值范围精细化.通过上述挖掘,

实现了对专家知识的补充和完善.

关键词　航天器;健康管理;专家知识;机器学习;数据挖掘

０　引　言

健康管理系统,简言之,即通过分析所获取的数据 (包括实时数据、历史数据、其他数据等)并结

合相关信息,对航天器工作状态进行判断和评估,对未来工作状态或趋势进行预测.在故障发生时,及

时进行故障诊断、定位、处置,避免航天器失效或严重失效[１４].

健康管理涵盖了检测、诊断、缓和、预测、决策等方面的内容,其基础是专家系统.专家系统知识

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健康管理系统整体的功能和性能.专家系统知识库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不

能对未知故障进行诊断,成为制约健康管理系统发展的瓶颈.如何有效地获取专家知识成为一个亟需解

决的难题[５].

航天器测试数据中蕴含着大量规律,有些已知,有些则尚待发掘.近年来,随着航天型号发射密度

的大幅增加,测试数据 (包括地面测试数据和在轨遥测数据)急剧增长,在给数据分析带来严峻挑战的

同时,也为数据挖掘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随着机器学习的迅速发展,数据挖掘的道路也不断拓宽.
本文旨在采用机器学习方式对测试数据进行挖掘,为专家系统提供合理知识,进而优化航天器健康管理

系统性能,提高航天器可靠性和安全性.

１　发展趋势及国内外研究进展

美国、西欧、日本、俄罗斯对航天器健康管理研究开展较早,我国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跟踪.经过

多年发展,健康管理向着全过程、全系统、全周期、多方法、新技术方向发展,具体如下[１ ４]:

１)从原来故障诊断专家系统向集状态监测、故障诊断和修复等为一体的集成健康管理系统发展;

２)从单一分系统扩展到所有分系统,在系统层级,充分考虑了分系统间的交互、关联;

３)从在轨故障检测逐渐扩展到全周期健康管理,在地面测试阶段即进行健康管理;

４)故障诊断方法由原来单一的诊断方法,向多方法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健康管理系统也采用了许多新技术,如将机器学习技术引入数据挖

掘中,充分挖掘潜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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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都十分重视专家知识获取方面的研究,NASA 针对航空航天飞行器的故障诊断、维护修理等经

验知识的获取,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与应用工作.欧洲空间局应用聚类分析、关联规则挖掘等技术,对

航天器遥测数据进行挖掘与知识获取.我国多家单位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并在专家知识获取方面取得了

一定成果[５６].

２　专家系统简介

２１　专家系统组成及工作模式

专家系统是一个在特定领域具有大量专门知识与经验的程序,能够按照人类专家提供的知识和经验

进行推理和判断,解决该领域问题.
专家系统由知识库、数据库、推理机、解释器及人机接口等五部分组成,如图１.知识库用于存取和

管理所获取的专家知识,具有知识存贮、检索、编辑、增删、修改和扩充等功能.数据库用来存放系统

推理过程中用到的控制信息,中间假设和中间结果.推理机利用知识对数据进行推理,求解专门问题.
解释器负责向用户解释推理结果.知识获取器是实现人类专家知识向机器知识转换的关键.专家系统把

从本领域专家处获取的知识存储为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描述了症状和故障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通过

演绎推理来诊断故障[７].

２２　专家知识获取的瓶颈

专家系统的基础是知识,系统的主要功能取决于知识丰富程度和知识水平的高低.传统知识获取方

式,是知识工程师与领域专家交流,将交流结果进行分析整理,并按照一定规则构造知识.这种方法存

在如下不足[５,７]:

１)专家表达能力不足或知识工程师理解能力不足,进而对知识的表达有偏颇,这属于沟通偏差;

２)专家经验有限,未能充分揭示本领域内相关知识,这属于知识水平不足;

３)专家对领域外知识不擅长,不同领域间的知识关联性遭到忽视,这属于知识关联性不足.

图１　专家系统工作模式

上述第一项属于知识转化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沟通或者增强知识转化手段 (例如让知识专家

掌握知识工程师技能,直接编写知识;或者开发将自然语言转化为知识的专门工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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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三项则属于知识获取问题,这是专家知识不够完善的根本.本文拟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数

据挖掘技术以解决这一问题.

３　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挖掘技术

３１　概念介绍[８９]

数据挖掘 (DataMining),又称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即从大量的数据中获取潜在有用的、有效

的、最终可理解的模式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从数据中提取或 “挖掘”知识.数据挖掘技术是一门交

叉学科,涉及数据库技术、模式识别、数理统计、机器学习、专家系统等多个领域.

机器学习可以看作在一定的输入x０和一定的输出y０下,寻找两者之间的规律f的过程.即x
f
→y.通

过f,可以在已知输入x 情况下,判定输出y 是否准确;或者在已知输入x 的情况下,对输出y 进行

预测.
凭借其日渐强大的信息处理的能力,机器学习已广泛应用于目标识别、数据挖掘、状态监测、故障

诊断、决策分析等领域.通过构建机器学习模型,对海量测试数据进行挖掘,可有效地发现其中隐藏的

规律,进而转变为专家知识.

３２　基础点:状态改变点识别

数据表征状态.状态的改变,通常由指令执行、环境改变或关联状态改变引起.只有准确地识别状

态变化,才能发现导致状态变化的原因,从而辨识是否正确响应.识别状态变化点是数据挖掘的基础.
通过识别状态改变点,可进一步发掘参数与指令的关系,状态之间的关联关系等.将这些规则应用

到专家系统中,可转化为专家系统知识.
本文采用机器学习中的 MLP模型识别状态改变点.

３３　MLP模型

多层感知器 (MultilayerPerception,MLP)是一种前向结构的人工神经网络,由输入层、隐藏层、
输出层组成,典型的 MLP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示两个隐藏层).MLP是感知器的推广,克服了感知器不

能对线性不可分数据进行识别的弱点[１０].

图２　MLP模型示意图

采用反向传播算法 (BackPropagation,BP)对 MLP模型进行训练,它包括信号的正向传播和误差

的反向传播两个方面.其核心思想是将输出误差以某种形式通过隐藏层向输入层反传,通过不断调整参

数,实现对复杂函数的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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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数据挖掘思路及流程

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挖掘基本思路是,选取一部分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再将训练好的模型应用

于测试数据中,输出数据挖掘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数据挖掘流程

测试数据在采集、传输、转存等过程可能会出现数据不一致、不完整、甚至数据错误等现象.因此,

在数据分析前,需进行预处理,保证数据质量.主要包括数据清洗、数据集成、数据变换和数据规

约等[１１].

选取一部分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生成训练后的 MLP模型.经预处理后的测试数据传递到训练后的

MLP模型进行状态改变点检测.

在识别状态改变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规则的挖掘和应用.

４　数据处理结果及分析

选取某型号航天器地面测试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４１　基础:状态改变点识别

通过 MPL模型,准确识别出参数的状态变化点,如图４中圆点所示.

图４　状态改变点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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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规则:参数与指令的关系

指令表征了相关操作,参数值描述了响应.一般来讲,指令的执行会导致相应状态的改变.

１)根据每一种不同的指令 (或指令集),分析在相同的指令 (或指令集)下达后的一段时间内,同

一个 (或同一组)参数值,是否会出现状态改变.如果对于一个 (或一组)参数值,每当同一个指令

(或指令集)下达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 (或这组)参数值都会发生状态的改变.那么就可以定义此参数

跟这个指令是相关的.

２)考虑到异常情况的存在,如果指令发出后,参数状态发生变化的概率大于某个值,则认为指令与

参数相关联.显然,这个值越接近１,关联性越强.
将指令发出后的一段时间定为１２０s,参数状态发生变化的概率设为大于等于０９５.在通过 MLP模型识

别状态改变点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指令发出时间与状态改变点时间的关系,得出参数与指令的关系,如

图５所示,可以看出:１)成功识别出了参数的状态变化点;２)指令发出之后,参数状态发生了变化.

图５　参数与指令关系

４３　规则:参数关联关系

在识别不同参数状态变化点的基础上,统计状态变化点时间,分析不同参数的关联性.如图６所示,

两参数的状态变化点一致,可以判定,两参数相关.

４４　规则:指令响应时间细化

对具有相关关系的 {指令－参数}对,统计指令发出后参数对指令开始响应的时间,通过正态分布

进行拟合,精确地确定参数对指令开始响应的时间.
例如,通过统计近两年的数据,某参数在某指令发送后１０s内参数就进入状态１,远小于专家系统定

义的３０s.

４５　规则:参数取值细化

通过在大时间范围内统计不同状态下参数取值,更加精细地确定参数的上下限范围.

例如,通过对近两年数据的统计,某参数在某状态下的取值范围在 [－４０,４０]之间,远小于专家

系统中的取值范围是 [－７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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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参数关联关系

４６　规则应用:异常现象发现

将４２、４５应用于状态监测中,发现两类异常现象,一是参数对指令的响应超限,如图７第２条线

所示;一是参数对指令不响应,如图８第３条线所示,指令发出后参数没有变化.

图７　参数对指令响应超限

图８　参数对指令不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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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总结与展望

通过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挖掘技术,实现了对规则的层次化发掘,如图９所示.具体表现在:

１)准确识别出参数状态改变点;

２)通过状态改变点,发现参数对指令的响应关系;

３)通过状态改变点,识别出参数之间的关联关系;

４)实现了参数对指令开始响应时间的细化;

５)实现了不同状态下参数取值范围的细化;

６)将上述规则应用于专家系统中,发现了两类异常现象.

图９　数据挖掘结果总结

上述数据挖掘方式,有效地拓展了航天器健康管理系统专家知识的获取.
基于当前工作,可做如下展望:

１)通过参数对指令开始响应时间的细化和参数不同状态取值范围的细化,绘制出参数正常值包络

线,实现参数状态的预测,实现主动式健康管理;

２)开发新的模型和算法,实现数据处理效率和挖掘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３)完善人机交互界面,将数据挖掘、专家知识、健康管理系统有机地展现出来,方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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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MachineLearninginExpertKnowledge
MiningforSpacecraftsHealthManagementSystem

SHENShuai,PANShun liang,WU Wei,YANGShuo,ZHANG Miao
InstituteofMannedSpaceSystemEngineering,CAST

　　Abstract　Thequalityofexpertsystem knowledgedeterminestheperformanceofthespacecrafts
healthmanagementsystemtoacertainextentExpertsystemknowledgedatabaselacksofsystemicityand
integrityandcantdiagnoseunknownfaultsThesebecomethebottlenecksthatrestrictthedevelopmentof
healthmanagementsystemThenumerouslawsinspacecraftstestdataandtherapiddevelopmentof
machinelearningprovideanopportunityforexpertknowledgeminingMachinelearningisusedtomine
massivetestdatainthispaperBasedonMultilayerPerceptron (MLP)model,thestatechangepointsare
identified,the responses between commands and parameters are revealed,the response time of

parameterstocommandsandtherangeofparametersarerefinedExpertknowledgeisimprovedthrough
theabovemining

Keywords　Spacecraft;HealthManagement;ExpertKnowledge;MachineLearning,Data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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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SpacePointingMechanism
BasedonHumanShoulderAnatomy

XiaoPingHe,TieFengTong
GalaxySpace (Beijing)TechnologyCo,Ltd

　　Abstract　Spacesystemssuchascommunicationsatellites,earthobservationsatellitesandspace
telescopesrequireprecisepointingtoobservefixedtargetsoverprolongedtimeThesesystemstypically
usetandem mechanismsystemscontainingmotorstoachieveprecisepointing

ThispaperintroducesaparallelmechanismthatcanbeusedforpointingantennasonsatellitesThisis
aspacepointingmechanismbasedontheanatomyofthehumanshoulderThepointingmechanismhasa
compactandsimpleconfiguration,highrigidity,notrackingover the topproblem,andeasyto
achievehigh precisionpointingatlowcostThisparallelpointingmechanismcanalsobeusedforspace
manipulatorjoints,greatlyoptimizingtheexistingspacemanipulatordesign

Keywords　Pointingmechanism;Lineardriver;Humanshoulderanatomy

０　Instruction

Thetraditionalspacepointingsystemutilizesauniversaljointtoachieveprecisepointingofthedigital
antennaTwosetsoforthogonalgimbalsareusedfortherotationagainstazimuthandelevationaxesOne
exampleisAntennaPointingMechanismshowninFig１．ThegimbalbasedAPMsworkusingastepper
motorgivingpreciseandfinestepsforrotationofapointingdevice[１]Thereare,however,several
drawbackstothesesystemsincludingslow responsetimelimitationonthe motionrangeandalso
singularitiesinpositioningduetosystemdesign[２]Thermalvacuumtestinghasshownthathigh accuracy
isdifficulttoachieveNonlinearities,build errors,non orthogonalityeffectsandthermalexpansion
effectscombinetoreducetheaccuracyofconventionalgimbalsystems[３]

Fig１　Antennapointingmechanismonsatellite

Therefore,thereisaneedforanalternativelowcostpointingmechanismtocompetewithexisting
APMtechnologiesInthiswork,werecommendusingaparalleldrivedrivenbyalineardriveThis

parallelpointingmechanismconfigurationresemblesthemusculoskeletalstructureofthehumanshoulder

jointComparedtootheractuators,thismechanismisparticularlysuitableforsmallsatellitesandCubeSat
becauseofitsstrictqualityandvolumelimitationsTheparallelmechanism wedescribeinthisarticlehas
thetechnicalpotentialtomeethighprecisepointing,highstiffness,andcompactsizerequirementsinthe
fieldofspace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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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Analysisofhumanshoulderanatomystructure

１１　Humanshoulderanatomy

Theshoulderofhumanisthemostcomplexjointinthehumanbodywiththewidestrangeofmotion
(GuinnessWorldRecords２００６)Theshoulderjointislikeaveryefficient,compactpointingmechanism．
Therefore,wecanconstructapointingmechanismbasedonthemodelofthehumanshoulderjointThe
humanshoulderjointisaflexibleballjointstructureThisuniquestructureallowshumanstofreelyrotate
theentireshoulder[４]

Becausehumanshaveveryflexibleshoulders,humanscan doalotofcomplicated workThe
flexibilityofthehumanshoulderisinseparablefromitsstructure,asshowninFig２

Fig２　Humanshoulderanatomy

Severalmodelsoftheshoulderhavebeendevelopedovertheyearswithvaryingdegreesofcomplexity
dependingontheirpurposeTheDelftshoulderandelbowmodel(DSEM),developedforclinicalpurposes
suchasmuscleandjointforceestimation[５,６]TheSwedish modeldevelopedformuscleandjointforce
estimation[７,８]The CHARM model,designedforvirtualrealitypurposes[９]]Thekinematic Visible
HumanProject (VHP)modelconstructedforanalysingforcesandjointtorquesintheupperlimb[１０,１１]．
ThedynamicVisibleHumanProjectmodelconstructedforforceestimationthroughinversedynamics[１２]．
Thehumanbody modeloftheAnyBodysoftwarealsocontainsashouldermodel [１３,１４]TheStanford
model,developedforsimulating musculoskeletalsurgery [１５,１６]andtheNewcastlemodeldevelopedfor
estimatingglenohumeraljointforces[１７]

Althoughallthemodelslistedabovearedifferent,theyareallconstructedusingthesamethree
principlesThefirstprincipleisthatthebonesintheskeletalsystem behavelikerigidbodiesina
mechanism[１８]Thesecondprincipleisthatarticulationsbehavelikeideal mechanicaljoints without
frictionThejointsintheshoulderbehavelikesphericaljoints[１９,２０]Thethirdprincipleisthatmusclesare
idealcables,modelledbyoneormoremassless,frictionlesscable (s),spanningfromorigintoinsertion
likeapulley[２１,２２]

Astheskeletalsystem moves,thecableschangelengthandremainperfectlytautThecablesoverall
effectisrepresentedbyasystemofforcesThemusclecablesareeitherstraightlinesortheywrapover
regularsurfaces,suchasspheresandcylinders,representingthemusclesanatomicalconstraintsUnder
thesethreeprinciples,shouldermodelsaregovernedbythelawsofgeneralmechanicsA mechanism
basedonmusculoskeletalmodelisgiveninchapter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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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areseveralimportantligamentsintheshoulderLigamentsaresofttissuestructuresthat
connectbonestobonesAjointcapsuleisawatertightsacthatsurroundsajointIntheshoulder,thejoint
capsuleisformedbyagroupofligamentsthatconnectthehumerustotheglenoidTheseligamentsarethe
mainsourceofstabilityfortheshoulderThisshoulderjoint,liketheballjointinamechanism,provides
rotationalfreedominthreedirections

Fig３　Shoulderjoint

AnumberofmusclefibersareattachedtothebonesonbothsidesoftheshoulderjointThesemuscle
fiberscontrolthearmtorotatefreelyaroundtheshoulderjointbycontractionandrelaxationAsshown
below

Fig４　Muscleorigins

Themainfunctionofthejointsoftheshouldergirdle (Fig６)istomovetheshoulderandhandinto
almostanypositioninrelationtothebodyStabilityisprovided mainlybyligaments,tendonsand
muscles

a—a′—Transverseaxis:thisisahorizontalaxiscoursingfromthelefttotherightshoulderAnterior
andposteriordirectedmovementsarounditareflexionandextension

b—b′—Sagittalaxis:thishorizontalaxisliesinantero posteriorsensethroughtheheadofthe
humerusMovementoftheshoulderaroundthisaxisisnamedadduction (theshouldermovestowardsthe
body)andabduction (awayfromthe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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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５　Humanshoulderanatomy Fig６　Theaxesoftheshoulder

c—c′—Verticalaxis:withtherightshoulderhanginginneutralposition (radialsidepointing
anteriorlyandelbowbentto９０°),outwardmovementoftheshoulderaroundaverticalaxis,bringingthe

palmofthehandanteriorly,islateralrotationIftheshoulderisfirstabductedto９０°,movementaround
theverticalaxis,whichbringstheshoulderanteriorlyandposteriorly,isnamedhorizontaladductionand
horizontalextension

１２　Parallelpointingmechanismbasedshoulderjoint

AsdescribedinSection２１,wecanabstractthehumanshoulderjointintoaparallelpointing
mechanism,asshowninthefollowingFig７

Fig７　Parallelpointingmechanismbasedonshoulderjoint

Asshowninthefigureabove,thetwolinearactuatorsdrivethepointingpartthatrotatesaroundthe
balljoint,justasthe musclesofthehumanshoulderpullthebonearoundtheshoulderjointThree
constantforcespringsareconnectedtogetherbyropesandrespectivelyconnectedbyropestotherootsof
thethreelinearactuatorsneartheballjoints,sothattherotationofthelineardriveandthepointingparts
abouttheirownaxesisconstrainedtothespecified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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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Analysisofparallelpointingmechanism

２１　Analysisofparallelpointingmechanism

AsshowninFigure４,intheCartesiancoordinatesystemxOy ,thevectorOC→isthepointing
directionofthemechanism

Asisknown,OA→ ,OB→ , CD→

OC→
＝a ,thenweobtain

AD→ ＝DC→ ＋OA→ ＋OC→＝－aOC→ ＋OA→ ＋OC→ (１a)

BC→ ＝OB→ －OC→ (１b)

Fig８　Analysisofparallelpointingmechanism Fig９　Modelofparallelpointingmechanism

２２　Analysisoftherotatinganglearoundvector|OD→ |

Asshowninthefigurebelow,letthevectorGH→bethedirectionaroundthevectorOD→F１,F２,and

F３arethetensileforcesoftheconstantforcespringsonthevectorsGH→ ,EH→ ,andFH→ ,respectively,

Accordingtothecosinetheoremwecanobtain
∠１＝arccos[(F２

１ ＋F２
２ －F２

３)/２F１F２] (２a)

∠２＝arccos[(F２
３ ＋F２

２ －F２
１)/２F３F２] (２b)

∠３＝arccos[(F２
１ ＋F２

３ －F２
２)/２F１F３] (２c)

∠１＋∠２＝arccos[(|GH|２＋|FH|２－|GF|２)/２|GH||FH|] (２d)

∠２＋∠３＝arccos[(|GH|２＋|EH|２－|EG|２)/２|GH||EH|] (２e)

∠３＋∠１＝arccos[(|EH|２＋|FH|２－|EF|２)/２|EH||FH|] (２f)

FG→ ＝FB→ ＋BO→ ＋OG→ (２g)

EF→ ＝EA→ ＋AB→ ＋BF→ (２h)

EG→ ＝EA→ ＋AO→ ＋OG→ (２i)

Accordingtotheaboveformula,wecanobtainH(x,y,z)thevecto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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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１０　Springpullgraphic Fig１１　Vectoranalysisgeometry

２３　Loadinstallationcoordinatesystem

Asshowninthefigurebelow,throughtheHpointtotheOCverticalline,thefootH′,Thevector
H′H→isinthesamedirectionastheO１x１

→oftheloadinstallationcoordinatesystem,

ThevectorOC→isinthesamedirectionastheO１z１
→oftheloadinstallationcoordinatesystem,thenwe

obtaintheloadinstallationcoordinatesystemO１x１y１z１Thisinstallationcoordinatesystemisfixedwith
loadssuchasmicrowaveantennasandopticalcameras

Fig１２　Installationcoordinatesystem

２４　Analysisofpointingrange

Asshownbelow,|OA→|－L１ ≤|AD→|≤|OA→|＋L１,|OB→|－L１ ≤|BC→|≤|OB→|＋L１,then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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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thattheorientationofthevectorOC→isahemisphereThistheoryscopecanmeettheneedsofmost

pointinginstitutions

Fig１３　Pointanalysisofpointingrange

２５　Erroranalysisofpointing

Asshowninthefigurebelow,∠BACvarieswiththelinearactuatorIfthelengtherrorofBCisΔa ,

theerroroftheangleBACisthelargestwhenAB⊥BC ,andthenthelargesterrorof∠BACisΔa/|AB
|

Fig１４　Erroranalysisofpointing Fig１５　Pointanalysisofpointingrange

WhenAC→ ⊥OC→ ,AC→ ⊥BC→ ,BC→ ⊥OC→ ,WeobtainmaximumpointingerrorMaximumpointing

error≈ b２＋c２ /|OC→ | (b,carelengtherrorsofvector|AD→ |and|BC→ |,|CD→|≪|AC→|)．For
example,bandcarerespectively００１mm (mainlylineardrivelengtherrorandballjointclearance),and
|OC→|is２００mm,thenweobtainmaximumpointingerrorisabout０００４°Fromthiswecanseethatthe

pointingaccuracyofsuchparallelpointingmechanismsisvery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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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Applicationpotential

Becauseoftheadvantagesofthispointing mechanism,wecanuseittobuildlow cost,high

performanceroboticshoulderproductsthatmeetthedemandingrequirementsofspace
ThespacerobotshoulderconfigurationisshowninthefigurebelowAsitscompactdesign,this

roboticshoulderalsohasthepotentialtobemountedonsmallsatellites

Fig１６　Spaceroboticshoulder Fig１７　Spaceroboticshoulder

O２O３
→isthevectorunderthecoordinatesystemO２X２Y２Z２,thetransfermatrixofthecoordinate

systemO２X２Y２Z２tothecoordinatesystemO１X１Y１Z１isM,thetransfermatrixofthecoordinatesystem

O３X３Y３Z３tothecoordinatesystemO２X２Y２Z２isN ,thenweobtainO１O３
→＝O１O２

→＋MO２O３
→,O２O３

→

ThevectorunderthesystemO１X１Y１Z１＝N(M O２O３
→)

Itcanbeconcludedthatthestructureofthearticulated mechanicalshoulderisverysimple,the
calculationamountismuchsmallerthanthatoftheconventionalmechanicalshoulderThemechanical
shoulderofthisconfigurationwillhavegreatapplicationpotentialinthefieldofspacemechanisms

４　Conclusion

Inthispaper,aparallelmechanismbasedonhumanshoulderanatomyisstudiedThismechanismis
drivenbyalineardriverBecauseofthecompactstructure,highpointingprecision,simplestructure,

lowcost,simplealgorithmandeasyconstructionofmechanicalshoulderproducts,thereisgreatpotential
forapplicationinthespacefieldinthefuture

References

[１]　AJDBrunnen,andRHBentallDevelopmentofahighstabilitypointingmechanismforwideapplication (１９８２)．

[２] MFerrisand NPhillipsTheuseandadvancementofanaffordableadaptableantennapointing mechanism Proc１４thEurSpace

８３２



MechTribolSymp２０１１．
[３] NikhilSSonawane∗ andJekanThangavelautham．Precisionpointingofantennasinspaceusingarraysofshapememoryalloybased

linearactuators,２０００．
[４] AndreasMHalder,,EijiiItoi,andKai NanAn, “Anatomyandbiomechanicsoftheshoulder”Conservativemanagementof

shoulderinjuries,２００２．
[５] AANikooyan,HEJVeeger,PWesterhoff,FGraichen,GBergmann,and FCTvan der HelmValidation ofthedelft

shoulderandelbowmodelusingin vivoglenohumeraljointcontactforcesJournalofBiomechanics,４３ (１５):３００７ ３０１４,２０１０．
[６] FCTvanderHelmAfiniteelementmusculoskeletalmodeloftheshouldermechanismJournalofBiomechanics,２７ (５):５５１ ５５３,

５５５ ５６９,１９９４．
[７] DKarlssonandBPetersonTowardsamodelforforcepredictionsinthehumanshoulderJournalofbiomechanics,２５ (２):１８９

１９９,１９９２．
[８] MMakhsous,CHögfors,ASiemienski,andBPetersonTotalshoulderandrelativemusclestrengthinthescapularplaneJournal

ofBiomechanics,３２ (１１):１２１３－１２２０,１９９９．
[９] WMaurel３Dmodelingofthehumanupperlimbincludingthebiomechanicsofjoints,musclesandsofttissuesPhDthesis,EPFL,

Lausanne,１９９８．
[１０] BAGarnerandMGPandyMusculoskeletalmodeloftheupperlimbbasedonthevisiblehumanmaledatasetComputerMethodsin

BiomechanicsandBiomedicalEngineering,４ (２):１０７ １２４,１９９９．
[１１] BAGarnerandMGPandyAkinematicmodeloftheupperlimbbasedonthevisiblehumanproject (vhp)imagedatasetComputer

MethodsinBiomechanicsandBiomedicalEngineering,２ (２):９３ １２６,２００１．
[１２] CQuental,JFolgado,JAmbrosio,andJMonteiroA multibodybiomechanicalmodeloftheupperlimbincludingtheshoulder

girdleMultibodySystemDynamics,２８:８３ １０８,２０１２．
[１３] MDamsgaard,JRasmussen,STChristensen,ESurma,and MdeZeeAnalysisof musculoskeletalsystemsintheanybody

modelingsystemSimulationModellingPracticeandTheory,１４ (８):１１００－１１１１,２００６．
[１４] NLindsayModellingoftheshouldermechanismareportdescribingthedevelopmentofathree dimensionalbiomechanicalmodelof

thehumanshouldercomplexTechnicalReport１０６,InstituteofMechanicalEngineering,AalborgUniversity,Denmark,ISSN０９０５

４２１９,２００１．
[１５] KRSHolzbaur,WMMurray,andSLDelpAmodeloftheupperextremityforsimulatingmusculoskeletalsurgeryandanalyzing

neuromuscularcontrolAnnalsofBiomedicalEngineering,３３:８２９ ８４０,２００５．
[１６] JDWWebbContributionsofthedeltoidandrotatorcufftoshouldermobilityandstability:A３D FiniteElementAnalysisPhD

thesis,StanfordUniversity,２０１１．
[１７] IWCharltonandGRJohnsonA modelforthepredictionoftheforcesattheglenohumeraljointInProcInstMechEng [H],

volume２２０,page８０１ ８１２,２００６．
[１８] WTDempsterMechanismofshouldermovementArchivesofPhysicalMedicineandRehabilitation,４６ (１):４９ ６９,１９６５．
[１９] AEEnginandSMChenStatisticaldatabaseforthebiomechanicalpropertiesofthehumanshouldercomplex parti:Kinematicsof

theshouldercomplexJournalofbiomechanicalengineering,１０８:２１５ ２２１,１９８６．
[２０] AEEnginandSMChenStatisticaldatabaseforthebiomechanicalpropertiesofthehumanshouldercomplex partii:Passive

resistivepropertiesbeyondtheshouldercomplexsinusJournalofbiomechanicalengineering,１０８:２２２ ２２７,１９８６．
[２１] RHJensenandDTDavyAninvestigationofmusclelinesofactionaboutthehip:Acentroidlineapproachvsthestraightline

approachJournalofBiomechanics,８ (２):１０３－１１０,１９７５．
[２２] FCTvanderHelmandRVeenbaasModelingthemechanicaleffectofmuscleswithlargeattachmentsites:Applicationtothe

shouldermechanismJournalofBiomechanics,２４ (１２):１１５１ １１６３,１９９１

９３２



面向大规模卫星星座的测控技术研究

康国栋　张　楠　王　崇　饶建兵　向开恒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摘　要　随着大规模星座的快速部署,如何实现有效的星座测控成为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卫星星

座给现有的航天测控网带来了巨大挑战,传统机械扫描式的抛物面测控天线已不能适应多卫星同时测控

的常态化需求.若按传统方式对卫星星座进行测控,势必需要进一步扩大地面站的规模、频繁进行任务

规划和资源分配,这都会占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导致测控效率低下.因此,迫切需要发展基于电扫描

的多波束相控阵天线用于星座测控.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多波束相控阵测控天线的发展现状,并对其

技术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接着基于我国星座卫星的发展特点,提出了适合大规模卫星星座的多星测

控技术方案.该方案对解决大规模星座测控问题有一定参考意义.

关键词　大规模;星座测控;多星测控;球面阵列天线

０　引　言

商业航天的繁荣导致卫星数量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天基互联网领域纷纷推出庞大的低轨卫星星座

计划.美国SpaceX公司的 Starlink低轨卫星星座分两个阶段共计部署１１９４３颗卫星:第一阶段发射

１５８４颗 Ka/Ku波段卫星;第二阶段发射２８４１颗 Ka/Ku波段卫星和７５１８颗 V波段卫星.预计２０２０年

年底,SpaceX将完成１５６２颗Starlink卫星的发射.OneWeb公司的卫星星座包括在１８个圆形轨道平面

上的７２０颗卫星.预计２０２０年年底,OneWeb将完成共计５４４颗卫星的发射[１３].与此同时,国内大型商

业卫星互联星座计划也进入实质性部署阶段,主要代表有航天科工集团的 “虹云工程”和航天科技集团

的 “鸿雁”星座.这两个星座也都是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星座.此外,国内还有一些民营企业也

纷纷提出了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如连尚网络公司提出的 WiFi蜂群星座系统等.

卫星过境时需要地面测控天线来完成卫星遥测、遥控、跟踪定轨工作.目前国内外卫星测控网的地

面测控站通常由一个或者多个抛物面测控天线组成.像美国空军卫星控制网 (AirForceSatelliteControl
Network,AFSCN)、中国航天测控网都使用抛物面天线作为测控天线.这种机械装置的抛物面天线每次

只能跟踪一颗过境的卫星,当多颗卫星过境时就需要调用多个天线对准不同的卫星,这就涉及大量的任

务规划、资源分配等问题.在卫星数目不多的时候,每天多星同时过境的次数有限,这种情况可以通过

增加地面站的测控天线数量、调整任务规划、合理地进行资源调度等方式实现多个天线对多颗卫星的跟

踪测控任务.即使如此,当同时过境卫星数目过多时,仍会超出地面测控站的测控能力.特别是随着未

来大规模星座的部署,多星同时测控的情况会常态化,每天平均多星同时过境次数会大大增加,若继续

使用抛物面天线按传统的方式对星座进行测控,势必需要进一步扩大地面站的规模、频繁进行任务规划

和资源分配,这都会占用大量的物力和人力,导致测控效率低下.因此迫切需要地面测控网改变传统的

单个抛物面天线通过机械转动跟踪单颗卫星的局面.在全空域内实现多星测控的需求,必须采用相控阵

天线在同时跟踪多目标方面的优势.相控阵天线采用电扫描方式,其扫描速度更快,多个波束可以同时

快速指向多颗卫星,不但能带来性能的提高,而且可以减少地面天线的数量,从而降低地面测控站的建

设成本.

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多波束相控阵测控天线的发展现状,并对其技术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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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基于我国星座卫星的发展特点,提出了适合大规模卫星星座的多星测控技术方案.

１　相控阵测控天线的发展现状

１１　美国GDPAA球面阵列天线

美国空军卫星控制网 (AFSCN)隶属于美国天军的太空作战司令部,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测控网,主

要为美国国防部的军事卫星或部分非军事卫星的发射与早期入轨、变轨提供测控支持.美国空军的卫星

控制网 (AFSCN)目前仍在使用抛物面测控天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theAir
ForceResearchLaboratories,AFRL)和太空与导弹指挥部 (theSpaceandMissileCommand,SMC)一

直致力于开发新技术,把波束的快速指向能力和电扫描阵列的多波束指向能力整合进美国空军卫星控制

网,对其进行升级换代.１９９８年,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的鲍里斯托马斯克 (BorisTomasic)提出了

GDPAA (GeodesicDomePhasedArrayAntenna)方案[４].GDPAA是一种高效的、多功能、低成本的球

面阵列天线,有大量的子阵列拼接成一个球面,直径１０m,工作在L和S频段.图１展示了 GDPAA 实

物的一部分.

GDPAA的技术验证项目 ATD (AdvancedTechnologyDemenstration)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开始到２００９
年１０月结束,完成了L和S频段的 GDPAA 的技术成熟度、制造准备、任务有效性的开发、建造和验

证[１３].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１３]:

１)ATD设计阶段: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８１;

２)ATD制造阶段:２００８１—２００８１０;

３)ATD整合阶段:２００８９—２００９１;

４)ATD验证阶段:２００９１—２００９５.
美国航天与导弹系统中心计划在２０１７年完成第一个全尺寸 GDPAA的工程化,其后进行部署[４].

图１　GDPAA 阵列天线部分实物[１３]

１２　欧空局GEODA多平面阵列天线

欧空局航天测控网与美国空军卫星控制网一样,也期望用一个天线的多个波束同时跟踪测控多个卫

星.欧空局 (ESA)开发了一种名为 GEODA (GeodesicDomeArrayAntenna)的相控阵测控天线.

GEODA是一种多平面阵列天线,直径５m,工作频段是 L频段,由３０个三角形有源平面子阵列组成,

如图２所示[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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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GEODA 天线阵列[５]

１３　国内球面阵列天线

我国也在加快全空域多目标测控设备的建设[７,９].文献 [８]参考 GDPAA 的设计提出一种基于多面

拼阵的全空域测控阵列,采用子阵有源相控阵＋多面数字波束合成的天线结构.该天线阵元可全空域产

生１６~４８个波束.

２　相控阵测控天线分析

２１　球面相控阵与多平面相控阵测控天线的比较

美国和中国的相控阵测控天线均采用球形阵列.欧洲的相控阵测控天线采用了多平面阵列.

AFRL的研究表明,要实现基于多波束的快速指向,球面阵列天线对地面站而言是最优的选择[１０][１１].
二者性能对比如下:

１)球面阵列天线可以在整个空域内提供一致的方向图和增益;其他阵列结构的波束在较宽区域扫描

时,会出现波束的恶化;

２)球面阵列的极化损失和失配损失更低;

３)球面阵列的波束方向不受工作频率变化的影响,且波束几乎不恶化;多边平面阵列的波束会随着

工作频率的变化而偏斜并引起波束恶化.

２２　GDPAA球面相控阵天线的技术特点

一个多波束球面相控阵天线能提供更加灵活可靠的卫星测控能力和通信能力,使得地面测控网络具

备全空域测控能力,满足多星同时测控的需求.
(１)局部平面、整体球面的结构设计

基于平面阵列易于开发和制造的特点,球面整列天线采用大量的等边形平面子阵列镶嵌在天线的球

形穹顶框架中.这种局部平面、整体球面的新的结构设计,既保留了球曲面阵列天线的特性,又降低了

建造难度,建造费用也比较合理.
以 GDPAA ATD验证项目为例,该天线直径１０m,由不同的面组组成,阵元数多达数万个.每个

面组由若干个平面五边形或平面六边形拼接而成.每个平面五边形由１０个六边形子阵组成,每个六边形

子阵由３６个收/发组件组成.每个平面六边形由２１个六边形子阵组成,每个六边形子阵由３６个收/发组

件组成.图３给出了 GDPAA ATD验证项目的组成示意图.
(２)全空域等波束的快速扫描覆盖

通常,一个球面阵列由嵌在球形曲面内的大量的辐射单元组成[８],原理图如图４所示.在某个方向上

产生波束只需要激励一部分阵列单元.如图３中２α圆锥角范围内的部分,它的轴向和波束方向一致.通

过激励球面阵列的不同部分完成波束扫描.圆锥角范围的阵列单元通过移相产生平面波.每个阵列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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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GDPAA ATD组成[１３]

都有一个射频开关和移相器.被激励部分的辐射单元在波束轴向方向两侧对称分布,因此一个球形阵列

可以用几乎相同的波束覆盖半球区域.不会出现平面相控阵在较宽区域扫描时,波束恶化的情况.

图４　球面相控阵天线工作原理图[８]

(３)其他特点

１)多目标全双工测控通信;

２)可以取代４个或更多的抛物面天线;

３)全空域电扫描,扫描速率千分之一秒;

４)测控任务和维修维护可同时进行;

５)军、民间两用;

６)更高的可靠性和效率;

７)模块化的低成本、商用货架产品 (COTS).

２３　我国球面相控阵测控天线的技术特点

国内参考 GDPAA的设计,提出一种基于多面拼阵的全空域测控阵列,采用子阵有源相控阵＋多面

数字波束合成的综合体系结构.以接收M 个目标、K 面阵、每子阵N 阵元通道为例,N 个接收阵元通道

构成了接收阵列子阵天线,其中 “M 目标幅相合成”通过 “M 目标网络”形成 M 个目标接收信号,然

后经过M 个目标接收信道下变频放大,每个子阵输出的M 组接收信号都送 “多面阵数字多波束自适应合

成”,然后输出M 组基带信号送M 个综合基带进行接收处理.M 个目标基带的测量角误差信息送 “M 个

目标波束控制”进行处理,完成多目标的波束形成算法和同时角跟踪的算法处理,然后控制阵列天线完

成电波束全空域电扫描和多目标同时角跟踪.发射只需要进行发射波束形成和指向控制,原理过程和接

收类似[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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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卫星星座测控方案

为了适应未来卫星星座的发展趋势,提高测控效率,实现全空域多星同时测控,美军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开始研究适用于美国空军卫星控制网的相控阵天线结构.我国也为适应大规模星座的建设浪潮,逐步

增加球面相控阵天线.
结合球面相控阵天线的特点,本文提出两种针对多卫星同时测控的方案.

３１　全空域相控阵天线代替传统抛物面天线

第一种方案是采用全空域的球形阵列天线完全代替传统的抛物面天线,直接实现对多颗卫星的遥测、
遥控、跟踪测量.

如图５所示,假设一个球面阵列天线有N 个波束,则可以用一个球面阵列天线替代N 个传统的抛物

面天线.那么在相同时段内,用M 个等同数量的球面阵列天线替代抛物面天线就可以实现M ×N 个卫星

的同时测控.球面阵列天线不需要事先根据任务规划调整好角度指向,就可以在全空域内通过波束的快

速扫描实现卫星的遥控和遥测任务.这样就可以在不扩建地面站规模的基础上大大地提高测控任务的执

行效率和较少任务规划的资源开销.

图５　多星同时测控示意图

３２　全空域相控阵天线结合传统抛物面天线

随着未来卫星技术的发展,我国的未来星座中的卫星将具备一定的在轨自主运行能力,星上计算机

可以对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判断.可以采用全空域的球形阵列天线对全空域内的卫星进行测控随遇接入管

理.当较多卫星同时过境时,球形阵列天线站可以先和所有过境卫星之间 “双向握手”,然后根据卫星的

需要,按需调动站内抛物面测控天线对准有地面干预需求的卫星,发送遥控指令和接收卫星遥测,并实

现跟踪测量.这种方案将卫星、球面阵列天线、抛物面天线统一调动起来,节省并充分利用了现有的地

面测控资源.
随遇接入机制的具体工作模式如下:
(１)广播信号监听

卫星监听来自地面球面阵列天线广播的控制信道信息,获取广播控制信令,从中提取接入点号、接

入点时间信息,统一对时至接入节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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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入网申请

卫星收到广播信号后,球面阵列天线从返向信道接收卫星的入网申请,判断接入点卫星代号、位置、
健康状况、是否需要测控管理等.

(３)测控实施

调动传统抛物面天线对准入网卫星,发送遥控指令、接收遥测数据,并进行跟踪测量.

３３　两种方案的比较

从测控管理模式上看,方案一仍是由地面主导的传统的测控管理模式.卫星过境前由地面站做好任

务规划,卫星过境时进行遥控指令发送和遥测数据接收,并根据地面接收到的遥测数据判定卫星健康状

况,然后决定采取相应的测控措施.方案二是由卫星需求主导的按需接入的测控管理模式.卫星在轨对

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判断,有需求时会发送接入地面测控网的请求,并由地面测控站进行干预,接收卫星

遥测和进行遥控指令发送.这种方案有利于将我国长期以来的 “集中管理、统一分配”的长期管理模式

由原先的 “计划调度”方式改变为 “按需动态接入”方式,可以提高测控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实现灵活高

效的管理控制.
从测控任务实施上看,方案一可以实现多星测控任务的同时实施,支持链路上多星同时的遥控发送

和遥测数据下传,要求球面阵列天线多个波束的 EIRP和G/T 值较大,波束数目有限;方案二仅需要球

面阵列天线,以较低的数据率对多颗卫星进行接入控制管理,球面阵列天线波束的 EIRP和G/T 值要求

不大,波束数目较多,同时可以和数十颗卫星保持广播控制、健康状况监视和入网请求管理.

４　结　论

随着我国大规模星座的进一步部署,传统测控管理模式效率低下的特点会日益突出.未来我国卫星

互联网星座卫星总数量将高达数百颗,多颗卫星同时过境将成为常态,全空域多星接入机制关系到未来

星座能否长期在轨健康运行.我国已建立了陆、海、天一体化的航天测控系统,正朝着 “多星测控、按

需接入、智能高效”的方向发展.基于电扫描的球面阵列天线的全空域多目标测控方案是实现卫星星座

测控的有效手段,可以替代或结合传统的抛物面测控天线在全空域实现多卫星的同时测控,在测控任务

实施和长期在轨管理上都更加灵活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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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therapid deploymentoflarge scaleconstellations,how toachieve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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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eetthenormalizationneedsofsimultaneousTT&CformultiplesatellitesIfsatelliteconstellatio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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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resourcesandresultinlowTT&CefficiencyConsequently,itisurgenttodevelopmulti beam

phasedarrayantennaTT&Ctechnologybasedonelectricalscanning
Firstly,thispaperintroducesthedevelopmentstatusofmulti beamphasedarrayTT&Cantenna,

analyzesandcomparestheirtechnicalcharacteristicsThen,basedonthe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of
constellationsatellitesinChina,thispaperproposesaschemeformulti satellitesimultaneousTT&C
whichissuitableforlarge scalesatelliteconstellationsThissolutioninthispaperhascertainreference
significanceforsolvingtheTT&Cproblemoflarge scalesatelliteconste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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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卫星通信的 “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 应用研究

闫复利

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

摘　要　物联网受限于地面网络覆盖范围,在网络未覆盖的人烟稀少地区、无人活动地区以及海洋、

沙漠、深山、南北极等区域,物联网无能为力.为了把物联网延伸到全球、天空、太空,需融合天基、

地基、公 网、专 网、短 距 离 通 信、有 线 网、无 线 网 等 通 信 网 络,融 合 蓝 牙、WIFI、Zigbee、sub１G、

LoRa、NB IoT、eMTC、sigfox等通信技术,构建 “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 “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

网”可以融合未来的６G通信技术,可以融合未来通信技术与网络,实现物联网持续完善与延伸.
关键词　物联网;卫星通信网;公网;专网;融合网络

０　引　言

物联网 (InternetofThings,IOT)是物与物互相通信的互联网.自从１９９９年提出后,时至今日概

念逐渐完善、完整,物联网遵守互操作性的标准通信协议,融合天基 地基信息网络,兼有自组网能力,

形成动态组网的全球范围的基础性通信设施,通过传感器与网络接入技术把物品信息传输到互联互通互

操作性的天地一体化网络,实现物品的识别、跟踪、定位、监控与管理[１].物联网涉及的通信技术较多,

例如蓝牙、WIFI、Zigbee、sub１G等无线短距离局域网范畴的通信,LoRa、NB IoT、eMTC、sigfox等

低速率、低功耗、覆盖大的无线广域网络.基于短距离通信技术、地面专网、公网通信的物联网是当今

应用最广泛、最主流的方式,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窄带物联网 (NarrowBandInternetofThings,

NB IoT)在有人活动密集地区信号覆盖较好、功耗低等优点,成为低耗广域网 (Low PowerWide
AreaNet work,LPWAN )的代表技术之一[２].蓝牙、WIFI、Zigbee、sub１G、LoRa、NB IoT、

eMTC、sigfox通信技术广泛应用于物联网,但不能满足于人口稀少甚至无人区的物物互联,例如海洋、
大漠、南北极、深山等地区.不像 NB IoT在上述人口稀少甚至无人区受未建设基站或建设基站成本的

影响,无法实现互平互通.卫星通信系统受地理、气象条件、自然灾害影响较小,可以把物联网延伸到

全球乃至太空[３],实现全球的全面覆盖.有学者研究利用卫星通信系统的天基信息网延伸物联网覆盖至全

球[４],以及构建空间物联网,把物联网延伸到太空.作者认为,不能仅仅是延伸物联网,以覆盖全球,也

不是仅仅把物联网延伸到太空,而应借助卫星通信系统构建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实现物与物、人与

物、人与人的天 空 地通信.

１　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方案

卫星在物联网的应用已有学者进行研究,文献 [３]研究了卫星物联网与地面物联网频谱共享情况下

的干扰情况,认为严重干扰情况下需要智能控制、协调,没有给出具体智能控制措施.文献 [４]设想构

建天基物联网进行物联网覆盖面的延伸,指出了应用的模式如采集类、控制类、广播类.文献 [５]研究

了基于卫星通信的物联网功率、频谱受限、联合优化的策略,采用排队论研究模型研究存储资源分配.
文献 [６]研究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在农机物联网进行精确定位,仍旧采用地面公网 (GPRS、４G)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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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通信.文献 [７]研究了低轨道卫星通信延伸物联网的使用范围,将研究范围拓展到网络未覆盖４０％
人口和８０％以上无地基网络覆盖的地表,未研究空间物联网.本文提出基于地基、天基、浮空平台、公

网、专网、短距离通信、有线网、无线网融合的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让物联网真正做到万物互联,将

物联网不仅仅延伸到覆盖全球,延伸到天空、太空,延伸到人类需要进行数据采集与科研的地方,还要

构建智慧太空物联网.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如图１所示.太空中无论低轨道卫星 (LEO)、静止轨道卫

星 (GEO)、中高轨道卫星 (MEO)、高轨卫星 (HEO)均可互相通信,实现太空混合轨道、混合星座之

间物物互联、卫星之间信息交互,服务于地面物联网和航空器物联网.地面物联网实现公网、专网、有

线网、无线网、地面物联网终端之间的信息交互,通过IP技术实现异网异构网络融合.航空器在飞行中

可以与卫星网络进行通信,实现空中物联网的覆盖.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不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
多维的,不但可以融合蓝牙、WIFI、Zigbee、sub１G、LoRa、NB IoT、eMTC、sigfox等通信技术,可

以融合未来的６G 通信技术,可以融合未来通信技术与网络,是可以持续完善与延伸的,例如延伸到

深空.

图１　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

１１　地面物联网终端升级具有上星功能

传统的地面物联网终端仅具有地面物联网接入与通信功能,不具备与浮空平台或卫星通信功能.传

统地面物联网设备在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中使用有其局限性,仅能通过接入地面网络通过地面站 (含便

携地面站、船载地面站等)接入卫星通信网,倘若在海洋、沙漠、深山等无地面网络的情况下物品将会

“失联”.传统的地面物联网终端在保持功耗低、体积小、经济性良的条件下,升级为具备融合卫星接入

协议和地面接入协议、具备环境能量获取技术 (如太阳能、机械振动、热能、电磁波、可充电电源等)

的星地物联网智能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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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浮空平台的建设

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的浮空平台一般用于地形较为复杂的无地面网络覆盖或卫星资源不足的场景,

浮空平台一般驻留悬浮于平流层,相对于地球的位置是静止的.具有星上功能的物联网智能终端与浮空

平台通信,浮空平台与卫星通信或浮空平台间互联中继到卫星通信网.浮空平台根据实际情况建设,可

以在２０~１００km 的高空,也可以建设在几千米的空中.浮空平台建设越高,覆盖的地表面积越大,通信

覆盖区域越大.建设浮空平台要考虑浮空平台的能耗、数据吞吐量、物联网终端的密度、覆盖半径、地

形复杂程度等因素,考虑浮空平台的高度以及天线张角.

１３　空间卫星通信网建设

全球第一个用于商业物联网的卫星通信系统是由多个低轨道卫星组成的美国 Orbcomm 卫星通信系

统,其中１７颗卫星用于物联网通信.全球第一个数据采集系统是法国和美国合作的由６颗卫星组成的

ARGOS卫星通信系统.Orbcomm 卫星通信系统和 ARGOS卫星通信系统可以提供专业卫星物联网业务,

Iridium 卫星通信系统、Globalstar卫星通信系统也能够提供卫星物联网业务[８].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定

位系统也可以提供物联网业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 “鸿雁”星座、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的 “虹云”星座以及 “行云”星座、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的 “天启”星座、上海欧科微航天科

技有限公司的 “翔云”星座等均可提供卫星物联网业务.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为代

表的国家队,以北京国电高科、上海欧科微、北京九天微星、北京银河航天为代表的商业航天均计划建

设自己的小卫星星座来提供物联网服务[９].低轨卫星通信的应用将日渐成熟,中国物联网卫星星座群建成

应用将指日可待,未来卫星物联网卫星资源日趋丰富,深空火星探测卫星即将发射,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

网已具备卫星星座基础.国外物联网星座见表１,国内物联网星座见表２.

表１　国外卫星物联网星座

公司名称 星座 卫星颗数 项目进展 项目投资

美国轨道通信公司 (Orbcomm) Orbcomm ３６ 已建成 —

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

与美国宇航局和海洋大气局合作
ARGOS ６ 已建成 —

美国LQSS公司

(LoralQualcommSatelliteService) Globalstar ４８ 已建成 —

美国摩托罗拉公司 Iridium ６６ 已建成 —

加拿大 HeliosWire公司 — ３０ — —

美国开普勒通信公司

(KeplerCommunications)
— １４０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９日发射第一颗试验星 —

澳大利亚舰队空间技术公司

(FleetSpaceTechnologies)
— ＞１００

预计２０２５年提供免费

线上链接服务

目前已完成５００万

美元的 A轮融资

以色列天空全球公司

(SkyandSpaceGlobal)
— ２００ ２０２０年年底前发射约２００颗纳卫星 —

表２　国内卫星物联网星座

公司名称 星座 卫星颗数 项目进展 项目投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北斗 ３５ ２０２０年完成北斗三号发射 —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鸿雁 ３００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发射第一颗试验星 第一期约２００亿元人民币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虹云 １５６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发射第一颗试验星 约１００亿元人民币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行云 ８０ — —

上海欧科微 翔云 ４０ — —

北京国电高科 天启 ３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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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司名称 星座 卫星颗数 项目进展 项目投资

银河航天 — ＞１０００ — 公司估值约３５亿元人民币

北京九天微星 — ８００ — —

北京和德宇航 天行者 ６０ — —

北京信威集团 灵巧通信 ３２ — —

北京星宇网达 ３０ — —

２　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的关键技术

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需要推出融合协议与标准规范,开发天 空 地异网异构网路间的融合设备、融

合芯片、融合终端.卫星资源的优化调度以及重组能提高卫星利用效率[１０].关键技术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１)多址接入技术: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的终端用户巨大,单颗卫星可以覆盖１０３~１０４km 的范

围,覆盖范围内终端数量十分惊人,因此需要研究多址接入技术,从多个维度细分卫星资源的颗粒度以

适应物联网数据随机接入可靠、时延小、大量终端并发信号碰撞时接入健壮性的要求.

２)频谱认知技术、自适应通信体制技术、高效可靠通信协议的卫星应用研究:卫星距离地面１０２km
以上甚至数万千米,研究高效可靠的通信协议解决信号弱、通信链路时延大、终端存储能力受限等问题.
研究频谱认知技术、自适应通信体制技术适应物联网随需覆盖条件下提高卫星使用效率.

３)资源合理利用管理技术研究:物联网通信体制多、通信环境复杂、业务特征多样化,需求各不相

同,资源的管理与控制是动态的.

４)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体系架构设计: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涉及军星、民星、商用卫星融合解

决方案[１１],需要结合地面公网、地面专网、卫星通信网的特点与物联网的发展方向设计体系架构,真正

实现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

３　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的应用

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的应用十分广泛,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经济发展建设、公共事务管理、公

众社会服务.经济发展建设方面的应用有智能制造、智能零售、智慧工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

电力等.公共事务管理方面有应急救援、抗震救灾、反恐制爆、国家安全、智慧安防、智慧城市、智慧

环保、智能节能等.公众社会服务有智能家居、智慧建筑、智慧金融、智慧保险、智慧医疗、健康大数

据等.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的应用领域如图２所示.每个领域可以层层细分,例如智慧农业可以再细分

为智慧农机、智慧农信、智慧农场管理、智慧蔬菜大棚、智慧水产养殖、智慧家禽养殖等.

图２　天空地一体化物联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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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与展望

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以地面物联网为基础,融合公网、专网、混合轨道卫星通信网、星座间互联通

信网,融合蓝牙、WIFI、Zigbee、sub１G、LoRa、NB IoT、eMTC、sigfox等通信技术,可以融合未来

的６G通信技术,可以融合未来通信技术与网络,是可以持续完善与延伸的.物联网不仅仅是延伸到覆盖

全球,延伸到天空、太空,延伸到人类需要进行数据采集与科研的地方的技术,而是要构建智慧太空物

联网.天 空 地一体化物联网覆盖范围大、地域广,在环境恶劣甚至无人区的数据采集、导弹 舰船 车辆

航空器的协同控制、野生动物跟踪、海洋运输监管、应急救援、抗震救灾、反恐、自然灾害监测、海上

救援、南北极科考、空间探索等方面均可应用,实现万物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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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卫星有效载荷技术研究

周　渊１,２　张洵颖１　智永锋１　门永平２

１西北工业大学;２西安空间无线电技术研究所

摘　要　随着计算机和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航天器有效载荷硬件平台计算和处理能力不

断提升,有效载荷功能主要依赖于软件实现.目前航天器载荷的研制主要以硬件研制为主线,软件研制

嵌入到硬件研制流程中,所有硬件和软件功能调试测试完成后才装星发射.这种研制方式研制周期长,

且每种载荷产品软、硬件平台均不相同,硬件和软件复用率低,开发效率不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

了软件定义载荷的解决思路,统筹多种载荷功能需求,提出了软件定义高速数据传输、卫星测控、卫星

通信、导航增强等载荷功能为一体的硬件架构和软件架构,支持在同一硬件平台上实现不同载荷功能在

轨动态切换,实现载荷硬件批产化,载荷功能软件化,满足载荷设备快速集成和低成本要求.这种方法

可有效克服传统卫星研制模式的不足,适用于深空探测领域任务和低成本短周期的微小卫星载荷制造

领域.

关键词　卫星系统;有效载荷;软件定义;实时操作系统;模块化

０　引　言

随着计算机和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航天器有效载荷的硬件平台计算和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有

效载荷的功能主要依赖于软件实现.据粗略统计,一般单颗中型传输类遥感卫星上装载的各类软件数量

(包括FPGA配套的软件)已经接近１００套,代码总行数超过５０万行,而且软件数量和单个软件规模存

在逐年上涨的趋势.

航天器的研制目前主要以硬件平台为主线进行研制,软件研制深度嵌入到硬件研制流程中.软件与

硬件相互制约,导致研制周期长,开发成本高.硬件平台以定制为主,通用性不强,扩展能力不足,软

件状态重用率偏低,开发效率低,成本高,接口复杂,各部组件和设备之间缺乏统一的协议标准.虽然

部分软件已经具备在轨维护的能力,但操作便利性有待加强.

在工业和军事领域,软件无线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产品研制和使用模式.

近年来,信息产业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在低成本短周期的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推动下,“软件定义”的

概念扩展至卫星制造领域,“软件定义卫星”,“软件定义载荷”的概念呼之欲出.

文献 [１ ５]描述了卫星系统在多种场合下存在功能重构需求,并给出了一些功能重构方法.文献

[７]给出了软件定义卫星是以天基操作平台和星载操作环境为核心的开放式系统,可配备多种有效载荷、

可加载丰富的应用软件,能够实现动态功能重构,能够完成不同的空间任务.文献 [６ ７]介绍了当前国

内外软件定义卫星的工程实践情况.

软件定义载荷是软件定义卫星的关键技术之一,是软件无线电技术在卫星有效载荷领域的应用.将

载荷功能尽可能由软件实现,在统一的硬件平台上通过加载不同的软件实现用户所需要的功能.文献

[６]给出了软件定义卫星的基本特征是:需求可定义,硬件可重组,软件可重配,功能可重构.这些特

征同样也适用于软件定义载荷.

本文第１节结合多种载荷的功能,提出了软件定义载荷的系统架构方案.第２节论述了软件定义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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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关键技术;第３节描述了软件定义载荷适合的应用领域;第４节总结了软件定义载荷的内涵和

意义.

１　软件定义卫星载荷系统架构方案

卫星数传系统作为传输型遥感卫星的重要有效载荷之一,包括信源编码、信道编码、存储、调制、
发射通道、天线及伺服控制等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通信系统.数传类载荷功能需求多样,用户可以

选择不同的压缩算法、编码算法、调制方式、下传速率等.本文将数传载荷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基础,
通过软件定义的思路,探讨将功能扩展至电子侦察、导航增强和通信载荷的可行性.

卫星高速数据传输、数据中继、测控、通信、导航、电子侦察本质上都属于通信范畴,物理模型上

均可统一抽象为图１所示的形式,可分为基带处理、数字信号处理、高速 AD/DA 转换、模拟射频通道

(包括天线),各部分主要性能参数见表１.

图１　软件定义无线电框图

表１　不同载荷功能及资源需求

卫星载荷 基带部分 数字信号处理部分 AD/DA覆盖频段 模拟通道

对地数传
　图像处理、压缩、纠错编码、
帧格式处理

　 中 高 速 数 字 调 制 QPSK、

BPSK、８PSK
C、Ku、Ka

　８~３０GHz全向天线,抛物面

天线

数据中继
　数 据 编 码 译 码、 格 式 转 换

处理

　 中 低 速 数 字 调 制、 解 调

QPSK、BPSK、８PSK
C、Ku、Ka

　８~２０GHz全向天线,抛物面

天线

测控 　遥控、遥测数据
　低速数字调制、解调 BPSK、

PM、CW
L、S、X

　１~１０GHz全向天线,抛物面

天线

小容量

通信
　语音或文本信息

低速通信:

CMDA\FDMA
C、Ku、Ka

　８~３０GHz抛物面天线、波束

天线、控阵天线

导航增强 　位置、速度信息、报文信息 低速数据分发BOC,BPSK C
　１０~１６GHz抛物面天线、相

控阵天线

电子侦察
　信号处理,特征提取、通信

模式识别,侦察目标识别

　雷达脉冲调制方式,如单载

频脉冲、线性调频脉冲、二相

相位编码脉冲和二相频率编码

脉冲

通信频段

L、S、X 、C、

Ku、Ka

　１~３０GHz抛物面天线、相控

阵天线

由表１可以看出,基带部分和数字信号处理部分均适合采用软件实现,AD/DA 和射频通道部分存在

交集,因此只要硬件物理平台和射频通道的性能和带宽足够高,就可以通过软件定义的方式在同一卫星

平台上实现不同的载荷功能.
根据软件定义载荷思路,硬件通用化,模块化,采用实时操作系统实现软件与硬件解耦,将硬件平

台抽象为各类资源接口,供应用软件调用.软件定义载荷系统架构可分为三层,应用层、中间层和物理

层,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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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软件定义载荷系统架构框图

在应用层,主要支持高速数据传输与处理,在轨智能图像识别与处理,智能测控,通信,导航增强,
电子侦察等载荷功能.应用层主要与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和硬件驱动及相关接口进行交换.采用通用的

应用软件接口,通过操作系统或硬件驱动接口与物理层进行数据交互.
中间层为嵌入式操作系统和硬件驱动接口,对下负责硬件接口管理与数据驱动,对上支持应用层各

类载荷功能的实现与维护.
物理层为硬件平台,包括电源管理单元,通用/综合处理单元,数据/信息处理单元,存储单元和天

线控制单元.

２　软件定义卫星载荷关键技术

２１　支持软件定义的通用可扩展硬件平台

通用可扩展硬件平台在设计时需考虑功能模块化、硬件资源归一化.对接口变化较小的功能模块开

展标准化设计,形成独立的标准功能模块.对接口和性能变化较大的功能模块,依据不同的功能划分原

则,将其分解为一个个模块化的功能单元,再把功能单元分类组合成功能子模块.为便于功能和单板可

扩展,需选择合适的背板实现各功能单元的互联.针对机、电、热、EMC、关键工艺等要素进行一体化

设计,同时需考虑不同模块之间的重组带来的影响.各类工艺和模块设计便于批产,便于局部更新、升

级、修复.
基于以上考虑,设计的软件定义载荷硬件设计平台方案如图３所示.根据功能单元进行聚合分类,包

括电源管理单元、平台接口单元、高速载荷接口单元、通用/综合处理器、信号/信息处理单元、存储单

元、高速宽带 AD/DA单元、智能射频通道和高速路由单元.其中智能射频通道包括模拟通道和智能天

线.每个功能单元可根据建立型谱进行独立研制和更新换代,在具体应用中可根据需求进行选配.
(１)电源管理单元

接收信号来自卫星平台一次母线,完成硬件平台各功能组件供电及加电控制功能.反馈系统内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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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软件定义载荷通用化可扩展硬件平台方案

状态信息.不同平台电源电压可能不同,可根据１００V,＋４２V,＋２８V 等母线电压设计不同的电源管

理模块.对内和对外接口形式相同,可插拔替换.
(２)平台接口单元

与卫星平台的总线接口和数据接口连接,主要完成与卫星平台的通信功能.通常卫星平台总线接口

有１５５３B总线,CAN总线,RS４２２,RS４８５,SpaceWire,LVDS等接口.
(３)高速载荷接口单元

与高速载荷 (如高分辨率相机、雷达等)设备连接的接口,接收高速数据.常用的接口有 LVDS,

TLK２７１１,TLK３１１８,光纤等接口.
(４)通用/综合处理器

通用处理器,也称综合处理器,是整个软件定义载荷系统的综合调度和控制的核心,核心部件为

CPU,运行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完成整个系统控制信息流的调度和控制算法的处理.对整个系

统的健康状态进行诊断,具备自主管理功能.
(５)信号/信息处理单元

主要完成高速信号和信息流的处理,包括高速数据传输与处理、测控数据生成与处理、通信基带数

据处理与转发、电子侦察基带数据处理与分发等基带处理功能.
(６)存储单元

对数据进行在轨存储.可根据文件号、时间日期、任务标识、地址控制等多种方式进行数据记录、
回放和擦除.支持不同载荷功能任务的数据检索和存储.

(７)高速宽带 AD/DA单元

完成数字高频、中频采集和处理,完成数字调制、解调.高速宽带 AD/DA 与系统内模拟收发通道

相连.
(８)智能伺服驱动单元

完成天线指向和跟踪控制.可根据轨道和任务要求自主进行天线指向规划和伺服电机控制.
(９)高速路由单元

高速路由单元是整个系统的高速信息流汇集分发的中心,主要完成数据路由、分发、协议转换、编

码解码等功能.

２２　系统功能在轨重构

系统功能在轨重构是软件定义载荷的核心技术,是指载荷系统在轨工作期间,通过对硬件平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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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DSP和FPGA等可编程器件装载的软件进行全部或局部更新,使系统实现不同的载荷功能或功能

升级的操作.
功能重构可以是芯片级、单机级或系统级.芯片级重构是指对 CPU、DSP或FPGA 进行软件更新,

实现单芯片级功能升级和变更;单机级功能重构,是指对单机内相关软件进行更新,实现单机级功能升

级或变更;系统级功能重构是指对系统内相关软件进行更新,实现对系统功能升级或变更.
根据重构期间是否需要中止当前的任务,可分为静态重构和动态重构.静态重构是指停止当前执行

的应用程序任务进行程序代码更新的操作;动态重构是指在当前执行的应用程序任务过程中完成程序代

码更新.
根据是否需要地面向在轨的载荷系统上注程序代码数据,可分为预置型重构和上注型重构.预置型

重构是指程序数据已经预先存储在星上的存储器中,无需在轨上注程序数据,通过指令即可切换运行程

序实现不同的功能.这种方式重构过程短,可靠性高,适用于在地面已规划载荷功能的场景;上注型重

构是指通过地面上注程序数据实现星上功能重构.这种方式使用灵活,但实现较为复杂,需考虑链路稳

定性等多种因素,耗时较长.
在软件定义载荷系统功能重构时,通常以预置型重构为主,上注型重构为辅.预置型重构可通过程

序控制切换.上注型重构主要用于故障应急处理、功能升级等场合.
为提高系统重构的便利性、可靠性和安全性.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１)统一地面和卫星平台上的上注接口协议,便于对载荷系统进行功能重构;

２)对于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合,需采取数据进行加密,对上注设备进行身份认证等措施;

３)为提高可靠性,载荷设备需支持最小系统的安全模式、断点续传、上注区与预置程序区物理隔离

以及检错纠错等措施.

２３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及中间件技术

从实现不同载荷功能本身而言,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及中间件技术不是必需的.然而软件定义载荷

既是多种技术的集合,更是一种开发方法,内在要求具备快速开发和与硬件平台强隔离的特征.因此,

需要引入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可最大程度实现应用软件与硬件平台隔离,便于软件开发.引入中间件

技术,将基本功能、接口和底层协议抽象为一个个构件,然后在构件基础上实现快速集成和开发.因此,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和中间件技术是软件定义载荷的关键技术.

在软件定义载荷系统中,不限定具体选择哪种操作系统,开发者可根据自身具备的基础条件或需要

选择合适的操作系统.选择原则除满足功能和接口的基本需求外,还需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１)支持POSIX (PortableOperatingSystemInterface,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规范.POSIX标准定

义了操作系统应该为应用程序提供的接口标准,便于应用软件在不同操作系统上移植,最大程度实现源

码级重用.

２)支持分时分区.不同载荷功能的应用程序可通过不同的分区隔离,相互之间通过空间隔离保护.
每个分区有自己独立的应用环境,可独立开发、调试和维护升级.各分区通过严格的时间片轮询,逐个

执行相应分区的功能.

３)支持多核处理器.卫星上载荷系统通常需处理大量的高速数据,因此需选择多核处理器进行并行

计算,相应的操作系统也需支持多核.

２４　统一的接口和协议

软件定义载荷需在统一的接口和协议框架下进行开发,接口主要分为三类,与卫星平台接口、与其

他载荷接口,以及载荷内部接口.

１)与卫星平台接口主要有能源接口和控制总线接口.这两类接口参见图３所示的电源接口单元和平

台接口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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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与其他载荷接口,主要是与前端的相机或其他传感器接口,推荐选择高速串行接口,如 GTX接

口.GTX支持速率高,支持射频接口和射频电缆传输,占用空间小.

３)载荷内部接口,用于各功能单元的互联互通.数据接口采用 VPX结构和采用高速串行 GTX路由

器相连,主要用于高速数据传输.控制接口采用SpaceWire接口和SpaceWire路由器形成控制网络,如图

４所示,主要用于指令和遥测数据传输.

图４　SpaceWire控制总线网络

２５　智能射频通道技术

宽带射频通道技术是软件定义载荷的瓶颈技术之一.不同的应用对射频通道的要求各异,用作通信

模式时带宽为窄带,要求射频前端具备低噪声大动态特性;用作侦察模式时带宽为宽带且动态范围尽可

能大.随着器件和射频技术的发展,目前可实现带宽可软件定义,增益可软件定义,波束宽度和方向可

软件定义.
高速 AD/DA位于天线之后,进行射频直采,要求器件采样频率足够高.目前高速DA器件更新速率

可达１２GSPS,高速 AD采样速率也可达１０GSPS.这为对于C频段以下射频功能集成提供了可能.可根

据应用需求,通过软件设置具体带宽、通道增益和调整通道匹配参数.天线采用相控阵天线,波束控制

灵活,扫描速度快,且易于通过软件控制和实现.

３　软件定义卫星载荷的应用

软件定义载荷适用于具有多种类型的载荷,但传输速率或通信速率较低的卫星,尤其是对系统集成

度高,重量要求苛刻,系统在轨可维持性要求高的领域,软件定义载荷的思路非常契合.
比如深空探测任务中,往往会携带大量的科学探测仪器,载荷仪器可分时使用,通信速率较低,但

要求系统可维护程度高,选择软件定义载荷的研制思路和设计方法比较适合.
对于当前各种商业卫星星座部署,通常要求成本低,周期短,软件定义载荷具有突出的成本优势和

维护升级优势,可以解决传统卫星研制周期长、成功高的问题.

４　结　论

软件定义载荷是指在共用的硬件平台和传输通道上,可通过软件定义的方式实现不同类型有效载荷

的功能,实现同类型载荷不同的功能,即通过软件定义的方式,实现载荷类型可重构,载荷功能可重构.
软件定义载荷是软件定义无线电概念在卫星制造领域的延伸,是软件定义卫星重要组成部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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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载荷的思想可推动系统硬件平台产品化、货架化,载荷功能软件化,从而实现载荷系统的一体化和

集成化,实现研制生产的批量化.软件定义载荷特别适用于深空探测领域,可以最大程度地共用硬件平

台,提高系统集成度,在相同的硬件平台实现不同载荷的功能.
软件定义载荷作为一种工程方法,最终形态可形成一种产品研制平台或产品生产线.功能软件化,

系统内的功能尽可能通过软件实现.硬件模块化,根据需求进行扩展和升级.软件构件化,按需集成.
最大程度重用已开发的技术、模块和构件,节约开发成本,提供研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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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computerandelectronicinformationtechnology,the
computingandprocessingcapabilitiesofthehardwareplatformofmodernspacecraftpayloadscontinueto
increase,andthefunctionsofpayloads mainlydependonsoftwareimplementationAtpresent,the
developmentof spacecraft payload is still mainly based on hardware developmentThe software
developmentisembeddedinthehardwaredevelopmentprocessAllhardwareandsoftwarefunctionsare
debuggedandtestedbeforethesatelliteislaunchedThiskindofdevelopmentmodeislongperiod,the
softwarestatereuseislow,thedevelopmentefficiencyislow,theinterfaceprotocolisnotuni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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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isnotconductivetobatchproduction,andthemaintainabilityontheorbitisinconvenientInorder
tosolvetheseproblems,asolutionforsoftware definedpayloadsisproposed,andavarietyofpayload
functionrequirementsarecoordinated,Software defined high speed datatransmission,satellite
TT&C,satellitecommunications,navigationenhancementandotherpayloadfunctionsareintegrated
intothesamehardwareplatform,andthehardwarearchitectureandsoftwarearchitecturearegiven,the
on orbitdynamicswitchingofdifferentpayloadfunctionsisrealizedThepayloadhardwareismass

produced,and the load functions are mainly implemented through software,which meets the
requirementsofrapidintegrateddevelopmentandlow costofpayloadequipmentThis methodcan
effectivelyovercometheshortcomingsofthetraditionalsatellitedevelopmentmode,andisespecially
applicabletothefieldofdeepspaceexplorationandlow costshort period microsatellitepayload
manufacturing

Keywords　SatelliteSystem;Payload;SoftwareDefined;RTOS;Mod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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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eMMC的新型小卫星大容量存储技术研究

谭维凤１　王　淦１　窦　骄１　崔耀中２

１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２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

摘　要　为了满足小卫星对星载存储器大容量、低成本、高集成度的需求,研究目前主流存储芯片,

从管理方式、读写效率、可移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利用具备自主管理坏块、错误监测与纠正能力

的内嵌式多媒体存储卡来代替目前常用的闪存阵列的方案.针对星载设备的应用模式及空间环境特点,

结合内嵌式多媒体存储卡芯片特点及星载存储器使用模式,研究星载存储的容错保护技术.研究内嵌式

多媒体存储卡最新的５１协议,其高速传输模式理论存取速率高达４００MB/s.在此基础上给出基于内嵌

式多媒体存储卡芯片的星载大容量存储器实现途径,设计结果表明这是一种适用于小卫星星载平台的低

成本、可容错保护、高吞吐率的新型存储方案.

关键词　小卫星;星载存储器;内嵌式多媒体存储卡;容错保护;高吞吐率

０　引　言

随着空间探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小卫星有效载荷的探测能力不断提高,对星上存储容量的需求也越

来越大.目前卫星大容量存储普遍采用 NAND闪存 (NANDFlash)存储单元,通过多片并行组成存储

阵列的方式应对数据存储容量需求.但是 NANDFlash由于其结构及工艺问题,在使用中容易产生坏块

和位翻转[１],随着并行的芯片数量不断增大,并行阵列的管理、纠错算法的开发以及不同厂家芯片接口各

异增大了设备的开发成本和时间周期.

内嵌式多媒体存储卡 (EmbeddedMultiMediaCard,eMMC)芯片的出现解决了 NANDFlash的开

发缺陷,其自主完成坏块管理、错误校验、擦写均衡等操作,同时对外采用统一的接口和标准的规范,

便于产品的二次开发,具有兼容性好、容易升级等优势,目前广泛应用于手机、相机等各类消费电子产

品中.星载设备与地面设备不同,其面临复杂的空间辐射环境且具有不可维修的特性,而目前的eMMC
器件主要是商业级和工业级,相对于宇航器件更易受到空间辐射影响,因此星载存储器的容错保护设计

也是其在小卫星平台应用的一个重要方向.
本文针对目前小卫星存储器的不足,提出将高集成度的eMMC器件应用于星载领域,结合星载应用

特点进行空间辐射容错保护设计.研究eMMC 的标准协议,利用高速传输模式 (HighSpeed４００,

HS４００),实现存储数据的高吞吐率.在此基础上,采用基于 FPGA 的主控制器,设计实现一种基于

eMMC存储阵列的星载大容量存储器.由于具有低成本、集成度高、读写速率高、抗辐照能力强的特点,

可以预见,基于eMMC芯片的大容量存储技术是未来小卫星星载存储设备发展及应用的趋势.

１　星载存储技术

由于地面站选址的限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光学或SAR卫星在境外观测到的数据只能存储在星载存

储设备上,卫星过境时再将数据回放,因此需要星载存储设备.

闪存芯片由于具有高集成度、高吞吐率、低功耗、非易失的特点是目前国内外主流的半导体存储器

件.NANDFlash与 NORFlash是两种主流的半导体存储技术.NANDFlash具有更小的存储单元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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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单片容量和更低的单位比特成本,能够实现更快的写入和擦除速度.但是 NANDFlash的操作与

管理难度较大,为保证其性能与可靠性,尤其是保证其在空间环境下的正常工作,需要采用一些关键的

操作管理技术,包括:坏块管理、纠错编/解码、吞吐性能提升与文件管理等[１].
同时由于 NANDFlash单片容量有限,对于大容量高速率的应用需求需要多片并行处理,随着星载

大容量固存对容量和数据吞吐率需求的快速提高,并行的片数达到２０余片,这对于体积重量功耗受限的

小卫星应用平台来说是极大的限制.而且 NANDFlash芯片没有自主管理能力,没有统一协议的数十片

NANDFlash芯片并行协同管理,对星载大容量存储器的开发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值得说明的是,目前普遍使用的高速数传设备由于大容量存储需要并行使用多片 NANDFlash芯片,

对于超大容量有时需要多达２０片,大量占用布板尺寸,这就造成了传统的高速数传设备需要区分出存储

板、压缩板、基带板、电源板等多板卡的情况,造成目前设备集成度不高的缺陷.

２　eMMC及其协议

eMMC芯片是一种新型的存储芯片.它是为了解决传统闪存芯片兼容性差、操作复杂度高、管理难

度大的缺点,按照联合电子设备工程委员会 (JointElectronDeviceEngineeringCommittee,JEDEC)组

织制定的嵌入式存储设备的标准规范研制的.图１给出了eMMC器件结构框图.其明显的优势在于将

NANDFlash和主控芯片封装成一个微型芯片,对内自主完成内存管理,对外提供标准的接口.用户不需

要处理复杂的 NANDFlash兼容性及纠错机制、平均擦写存储区块技术、坏块管理、掉电保护等复杂的

闪存管理技术.

图１　eMMC器件结构框图

２０１３年９月,JEDEC 组织推出了eMMC５０协议,该标准提出了最新的 HS４００工作模式,在

２００MHz的时钟下加入了双倍速率同步 (DoubleDataRate,DDR)模式,理论峰值达到４００ MB/s.

２０１５年２月,eMMC已经更新到了最新的５１版本,在系统管理、内部寄存器数值等方面进行了工程化

的优化,具有更高的性能与可靠性.
所有eMMC芯片都需要符合标准的协议,其接口信号定义如表１所示.因此其对外的信号接口及定

义不随生产厂家以及芯片型号、芯片容量的不同而变化,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可移植性.

表１　eMMC芯片接口总线及定义

信号 I/O 定义

D [７:０] I/O 数据总线,可配置１/４/８bits

CMD I/O 命令/响应线

CLK I 时钟线,为器件提供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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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信号 I/O 定义

RESET I 复位信号,用于硬件复位

DS O 数据锁存线,与芯片输出数据同步

VCC 电源 内核电源电压

VCCQ 电源 I/O电源电压

表２中给出了eMMC芯片在不同模式下的数据吞吐率,可以看出在 eMMC５０及５１协议中的

HS４００工作模式,数据位宽８位,传输方式为双边沿传输,最高时钟频率可达２００MHz,理论传输峰值

可达４００MB/s,满足目前大部分星载海量数据存取速度需求.

表２　eMMC的读写速度

速度模式 数据位宽 时钟频率 传输带宽

MMC模式 １/４/８位 ０~２６M ２６MB/s

高速SDR模式 １/４/８ ０~５２M ５２MB/s

高速 DDR模式 ４/８
０~５２M
０~２００M
０~２００M

１０４MB/s
２００MB/s
４００MB/s

HS２００ ８位

HS４００

３　基于eMMC的星载存储器设计

综上所述,基于eMMC的高集成度和易于开发管理的优势以及对传统星载存储器的升级备用,本文

提出一种基于eMMC的新型适用于小卫星平台的大容量存储方案,如图２所示,具备如下功能:

１)数据源接口速率不低于１Gb/s;

２)存储器容量不小于４Tb;

３)采用SAMSUNG公司 MTFC６４GAKAEEY ３M WT 芯片４片组成eMMC阵列作为存储单元,

多片并行;

４)具备DDR３高速缓存模块;

５)星载控制器采用FPGA,具备容错保护能力.

图２　基于eMMC的星载存储器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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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硬件构成

系统选用三星公司的 MTFC６４GAKAEEY ３M WT 作为存储芯片,容量为 ５１２GB,芯片符合

eMMC５１标准,最高支持 HS４００速度模式.eMMC存储模块采用４片组成阵列,主备独立,各个芯片

共用时钟线、复位线、电源线,数据线、命令线独立并行连接至FPGA,互不影响.总容量达到５１２GB
∗２∗８＝４Tb,在 HS４００模式下,理论数据写入峰值为４００MB/s∗４＝１２００MB/s.主处理器选用赛灵

思公司的 Virtex ７系列产品,该芯片有对应的国产器件可替代.同时,外挂DDR３芯片用作高速有效数

据的缓存,提高数据的处理灵活性.

３２　基于FPGA的控制器设计

eMMC阵列逻辑设计是FPGA 控制器的核心,这里按功能模块划分为初始化模块、传输控制模块、
命令接口模块、阵列同步处理模块以及eMMC读写控制模块,如图３所示.

图３　FPGA控制器框图

３２１　模块设计
初始化模块完成eMMC设备的上电识别、地址分配与总线测试功能以及系统工作模式配置.初始化

模块在eMMC设备上电后首先完成初始化,为设备分配设备相对地址 (Relativedeviceaddress,RCA),
完成校验后配置总线速度到 HS４００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在初始化操作中使用命令线 (Comandline,

CMD线)完成芯片与主机的交互,配置的时钟频率为０~４００kHz,切换到 HS４００模式后工作时钟需要

切换到２００MHz.初始化及模式切换的流程如图４所示.
传输控制模块接收到初始化完成信号后,便可以开始数据传输操作了.传输控制模块主要功能便是

根据系统要求进行数据的写入、读取以及擦除操作.数据传输模块完成数据的写入和读取,系统的设计

基于 HS４００工作模式,数据位宽为８位,数据块大小为５１２Bytes,采用 DDR方式在时钟上升沿和下降

沿都进行数据传输.字节的高位到低位依次通过数据线传输.在数据块后边附带两个 CRCl６校验,上升

沿校验上升沿数据,下降沿校验下降沿数据.
命令接口模块主要完成命令串并转换.将４８bits并行命令转换为串行命令发送到eMMC设备.同时

将eMMC设备返回的串行响应转换为并行响应数据,然后将响应传输给初始化模块或传输控制模块.

３２２　阵列同步设计
多片eMMC的并行存储阵列读取数据时,由于各芯片响应的时延不同,因此需要缓存对数据进行同

步操作.在数据量大时,可以采用外部DDR３作为缓存.
如图５所示,本设计中采用 FPGA 内部的 FIFO 作为缓存,根据eMMC５１规范将其配置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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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初始化流程图

２５６,宽度１６bits的数据块.在数据写入过程中,判断FIFO的写满信号,当例化的所有FIFO 都未写满

时开始向FIFO中同步写入数据,当所有FIFO 中数据为５１２Bytes,则从FIFO 中读取数据写入eMMC
中.读取数据的过程也是相似的,通过判断读空信号在所有FIFO中均有数据时同时给出读使能同步读出

数据,否则任何一块FIFO读空则不能使能所有FIFO.

图５　阵列同步逻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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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星载容错保护设计

由于eMMC器件内部设计了错误检查和纠正 (ErrorCorrectingCode,ECC)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存储芯片内部数据的可靠性,而目前常规使用的控制器为SRAM 型FPGA,其作为可编程器件,对

空间辐射效应敏感,因此,需要对FPGA设计的控制器进行容错加固设计.

４１　单粒子翻转容错设计

根据前面基于FPGA控制器的功能设计,主要包括芯片初始化、数据读写控制、命令接口、芯片阵

列同步控制以及异步数据读写FIFO控制等功能,根据其逻辑资源特点分为RAM 类及状态机两大类.
对于RAM 类资源,在写入数据和读取数据过程中当发生单粒子翻转效应时,将导致一位或多位数据

翻转,从而造成数据异常.因此在星载环境下需要对其进行容错处理.
根据控制器的功能模块划分,在RAM 资源的利用中以下重点信号需要进行防错设计,见表３,以保

障数据的正确性.

表３　需防错设计信号列表

信号名称 所属模块 功能 位宽

写入数据块 阵列同步 缓存待写入数据阵列同步 １６bits

读取数据块 阵列同步 缓存已读出数据阵列同步 １６bits

数据地址映射 数据写控制模块 写入数据地址与应用接口的映射 ３２bits

读地址 数据读控制模块 读取数据的芯片物理地址 ３２bits

写地址 数据写控制模块 写入数据的芯片物理地址 ３２bits

对上述信号采用信息冗余技术 (EDAC)完成数据的检错及纠错,如图６所示.在数据传输前进行编

码,添加冗余信息,在数据传输完成后进行解码,纠正数据传输或者操作过程中造成的数据错误.采用

汉明码完成对数据的检错纠错.

图６　RAM 的检错纠错设计

eMMC接口控制逻辑中,存在多个状态机,如初始化、数据读写控制等,可以通过三模冗余技术

(TripleModularRedundancy,TMR)实现状态寄存器进行容错保护设计,保证状态机工作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表４为状态机三模冗余列表.

表４　状态机三模冗余列表

信号名称 所属模块 功能 位宽

初始化状态 初始化模块 与芯片交互完成初始化,将芯片驱动到 HS４００模式 ４bits

工作模式 传输控制模块 根据芯片反馈的数据判断数据读写是否成功 ３bits

文件管理 传输控制模块 存储文件列表与地址的映射关系 ３２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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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冗余通过对需要加固的单元或者模块进行三备份设计,三份模块完全相同且同时工作,在模块

输出端增加表决器进行表决输出,有效地屏蔽一个模块产生错误而对电路造成的影响,相当于通过通过

扩大电路面积减小单粒子翻转效应对电路的影响,从而提升了模块的可靠性,见图７.

图７　状态机的 TMR设计

在FPGA软件设计的基础上,硬件上采用目前应用较多的配置刷新电路.配置刷新框图如图８所示.
系统上电后控制芯片从外部存储芯片导入配置文件到FPGA,完成配置后回读比较FPGA帧地址寄存器、
状态寄存器以及配置锁存器中的数据,如果相同则重复进行回读比较流程,否则对配置寄存器重新设置,
从外部存储芯片中重读执行配置数据写入和刷新,保证对已发生的翻转进行纠正.

图８　配置刷新框图

４２　单粒子闩锁保护设计

单粒子闩锁事件采取的措施是增加抗闩锁保护电路,有效地检测和解除闩锁故障.与单粒子翻转

(SingleEventUpsets,SEU)相比,单粒子闩锁 (SingleEventLatch up,SEL)是硬错误,将引起器

件中产生大电流,这个电流可能会高过器件典型操作电流几个量级并在其内部产生相当高的温度,如果

不及时进行补救将会对器件甚至单机产生永久性的损害.
消除SEL的办法主要是实时地监测电流,在大电流发生后进行限流或者让设备自动关断和重启电源

进行自恢复,如图９所示.
供电输出通过过流监测电路和开关控制电路后判断为后端星载存储器相关部件供电.当过流监测电

路判断过流,开关控制电路控制电路断开切换电源输出,并保持切换电源的状态,此时自动恢复供电电

路开始计时,当延时到设计时间后自动恢复电路给出恢复供电信号,系统恢复供电,单粒子闩锁故障得

以及时处置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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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单粒子闩锁防护框图

５　结　论

本文探讨小卫星采用eMMC芯片作为星载大容量存储设备的可行性,利用４片eMMC芯片实现容量

达到４Tb,数据吞吐量大于１Gb/s的星载大容量存储设备.同时,在软件及硬件方案中开展了抗空间辐

射的安全性设计,设计结果表明该技术方案具有高集成度、低成本、高数据吞吐率的优点,在要求高效

费比、产品快速开发的小卫星商业航天领域会有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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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应卫星网络的DTN分组路由策略

毛一丁　田　洲　赵　雨　孙汉汶　徐伟琳　赵　毅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

摘　要　在空间延迟容忍网络 (DTN)中,由于卫星节点运行轨道的限制,造成节点运动并不具有

典型随机性.节点间历史接触时间的长短和未来接触的概率往往存在正相关,并且根据卫星运行轨道的

异同,接触的可能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针对以上特点,结合现有 DTN 路由算法的优势,设计了一种基

于历史信息统计的 DTN 分组路由策略,通过将卫星节点按运行轨道分组,并结合历史接触时长计算接触

概率,以适应卫星网络节点运动场景,使接触概率预测更加准确,进而提高消息下一跳选择的准确性.
仿真结果表明,该路由策略与现有路由算法相比,具有较低的缓存消耗,并有较高的消息投递率和较优

的投递时延.
关键词　延迟容忍网络 (DTN);分组路由;接触概率

０　引　言

由于卫星运动轨道、卫星所具备的星间链路数量等因素限制,在由多颗卫星组成的空间自组织网络

中,卫星与卫星之间、卫星与地面站之间并不能保证是长连通的,链路可能呈现出大时延、间断可用和

双向带宽不对称等特点.这一系列特点使得空间自组织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不一定时刻存在端到端

连接,不能满足 TCP/IP 协议要求的通信基本条件,从而使其满足延迟容忍网络 (DelayTolerant
Network,DTN)的典型网络特征[１].

DTN的延迟容忍性主要体现在对消息的 “存储 携带 转发”过程[２],将原本建立端到端连接并传

输数据的方式,转化为由多个中间节点转发的 “跳到跳”的方式传输[３].例如,对于如图１所示的一个典

型DTN网络,假设其中所有节点的运动都是随机的.在t１ 时刻,源节点S需要向目的节点 D传递数据,

但此时S到D不存在端到端路径,因此S将数据传递给与自己存在连接关系 (接触)的节点３,但此时节

点３也不存在合适的传递机会,于是将数据保存在自己的缓存中,并通过运动等待传递机会的产生.在t２

时刻,节点３与节点２接触,并将数据及时传递给节点２.同样,在t３ 时刻节点２将数据传递给节点４,t４

时刻节点４将数据传递给目的节点D,完成数据传输.

DTN中目前已有许多经典的路由算法.例如,Epidemic算法采用泛洪机制,当两个节点相遇时,它

们会相互传递对方不携带的数据[４];PRoPHET算法会统计历史连接概率,当节点接触时,通过比较历史

概率信息而确定路由[５];Sprayandwait算法会控制网络中消息的副本数量,以避免过度泛洪造成的网络

拥塞[６];另外还有FirstContact、Earliest Delivery等算法,在网络中没有消息副本产生,但同时投递成

功率也较低[７].但对于空间延迟容忍网络,卫星节点往往并不是漫无目的随机运动的,每颗卫星都有它们

相对固定的运动轨迹,甚至经常存在几颗卫星运动于同一轨道的不同位置且相互间相对位置固定.这一

行为特征造成了空间卫星延迟容忍网络与传统DTN具有明显差异:由于运动轨道的限制,网络中任意两

个节点可能长期连通,也可能永无接触机会[８].传统的DTN路由协议虽能兼容这一差异,但在路由设计

和选择上并没有利用这一特点进行增强设计.
本文通过对空间延迟容忍网络中节点运动具有规律性这一特点加以利用,在基于PRoPHET算法历

史连接概率思想的基础上,通过统计节点间历史连接时长对节点历史连接计算方式进行修正,以获得更

９６２



图１　DTN拓扑变化及逐跳路由方式示意

加准确的传递概率信息,实现在低资源消耗前提下提高投递率的目的.

１　相关工作

PRoPHET是由 ALindgren等提出的一种基于历史连接信息的概率路由,其主要思想是通过历史连

接的统计计算接触概率,并将消息传输到接触概率更大的节点.这一路由算法避免了泛洪路由对消息的

盲目复制,通过合理控制网络中消息副本数量,实现路由性能提高的同时降低网络拥塞发生的可能.
定义P(A,B)∈ (０,１]为节点A 与节点B 的接触概率,PRoPHET通过以下三个公式对接触概率

进行更新.
当两个节点接触时,通过式 (１)进行概率更新,以提升两节点的接触概率.

P(A,B)＝P (A,B)old＋[１－P (A,B)old]×Pinit (１)
其中,Pinit ∈ (０,１]是一个初始化常数,表示起始状态的默认概率.

若节点A 和B 经过一段时间后没有接触,则它们之间的接触概率以式 (２)的方式进行衰减.

P(A,B)＝P (A,B)old×γk (２)
其中,γ 是衰减系数,表示概率衰减的快慢程度.k表示从上次接触到本次接触的时间间隔.

接触概率在节点之间具有传递性.两个不接触节点之间的接触概率可通过一个相互之间都接触的节

点进行传递和提升,如式 (３)所示.其中β是传递因子.

P(A,B)＝P(A,B)old＋[１－P (A,B)old]×P(A,C)×P(B,C)×β (３)

２　基于历史信息统计的分组路由策略

PRoPHET算法在空间延迟容忍网络中的局限性体现在,用于计算接触概率的历史连接信息是以接触

次数作为统计样本的,即两个节点每一次成功接触,无论接触时长如何,均作为一次有效连接计入概率

计算的样本中.而在空间延迟容忍网络中,两个卫星节点由于运动轨道的限制,每次接触可能持续较长

时间,此时若仍然将这一接触记为一次有效连接,则无法体现出节点拓扑的持续性,甚至可能存在两个

节点一直连接,但连接次数却明显低于其他节点的情况,在计算接触概率时,这种长时间高质量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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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就被忽略掉了[９].若结合网络特点,设计适用于空间自组织网络的改进路由算法,则可以在降低负载

的同时获得更优的性能[１０].

２１　接触概率的计算

为了实 现 基 于 历 史 接 触 时 间 的 概 率 计 算,需 对 节 点 每 次 接 触 时 长 进 行 统 计.定 义 DAB ＝

∑
n

i＝１

[tAB _end(i)－tAB _start(i)]表示A、B 两节点历史接触时长的总和,其中tAB _end(i)和tAB _start(i)分别表

示节点A 和B 在第i次接触时的结束时间和开始时间.若使用Told 表示到本次接触前网络运行的总时间,
使用tAB _cur 表示A、B 节点本次接触的时长,则经过当前接触后,A、B 两节点接触时长占总时长的比例

可表示为

η＝
DAB ＋tAB_cur

Told＋tAB_cur
(４)

显然,式中η∈ ０,１( ] .通过将接触时长占比引入接触概率的计算,得到按接触时长累计的接触概

率提升计算公式

P (A,B)new ＝P (A,B)old＋[１－P (A,B)old]×η (５)
当节点A 与某一中继节点M 接触时,A 可通过获知中继节点M 与目的节点B 之间的接触概率P(M,

B)来更新自身到达目的节点B 的概率.式 (６)说明了传递性对概率的更新方式.

P (A,B)new ＝P (A,B)old＋[１－P (A,B)old]×P(A,M)×P(M,B)×β (６)
若当前节点A 一段时间没有与任何节点接触,则它到达其他节点的接触概率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降

低.由于空间网络节点运动的规律性和周期性,节点运动到轨道的某一位置时确有可能在一段时间无法

与其他节点接触,又因为节点公转周期较长,若使用两次接触的绝对时间间隔t作为衰减指数,则易导致

接触概率衰减过快从而过早趋近于０,不利于后续接触概率的恢复.为适应这一问题,在计算接触概率的

衰减时将节点公转周期归一化,以未接触时间与公转周期的比值作为衰减指数,得到接触概率的衰减公

式,如式 (７)所示.

P (A,∗)new ＝P (A,∗)old×γ
t
T (７)

式中　γ ∈ ０,１( ) ———衰减系数,一般可取０５;

t
T

———当前节点A 不产生接触时长t与运动周期T 的比值.

考虑到空间自组网节点处理能力的限制,以上所述接触概率更新方式中,式 (５)和式 (６)一般在

两节点接触断开时更新,若两节点接触时间很长,为了更加精确,也可在接触中周期性更新;式 (７)可

在发生下一次接触前对概率进行更新.

２２　路由策略

２２１　卫星节点的分组
空间自组织网络与其他自组网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空间自组织网络中的卫星节点一般都具有固定

的已知运动轨道,且通常情况下同一个轨道上往往存在不止一颗卫星.对于运动在同一轨道上的卫星节

点来说,若不考虑外部扰动因素,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是恒定不变的.从这一特点引申可知,对于同一

轨道的任意两个卫星节点,它们之间的接触关系仅限于 “长连通”或 “不连通”两种.因此,按运动轨

道对空间自组网节点进行分组,可达到简化路由的目的.

２２２　组内消息的传递
根据上节分析可知,组内节点之间的相对运动并不存在随机性,故随着时间的推移,任意两节点间

的接触概率无限趋近于１,或无限趋近于０.又由接触概率的传递性公式知,若两个不接触的节点与第三

节点分别两两接触,则这两个节点间的接触概率也会随之上升,且更靠近于１.基于以上两点,对于一个

目的为组内节点的消息,若仅通过组内节点进行消息传递,结果就简化为 “一定可达”和 “一定不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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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这对于资源受限的卫星节点可减轻计算压力,工程上更易实现.

２２３　组间消息的传递
对于位于不同轨道的任意两个节点,虽然它们之间的接触概率并不像同一轨道内节点只具有两种特

例,但仍然与接触时长存在正相关.例如,对于分别在夹角为４５°的两个轨道面上的两颗卫星之间的接触

时长,显然长于分别在夹角为９０°的两个轨道面上的两颗卫星.

如果被传递消息的目的节点不在组内,或目的节点虽在组内但通过组内传递不可达,则必然会发生

组间传递.此时选择消息下一跳节点的依据即为根据历史接触信息统计计算得出的接触概率.

消息在组间传递还面临另一个问题.组内传递时,由于同一轨道上的所有卫星运动速率和方向均为

一致的,因此只要知道消息 “可达”,即使不知道目的卫星的位置,也可将消息逐跳传递至目的节点.但

在组间传递时,由于节点之间的接触可能均为概率事件,并不能保证一定正确传递,且随着组间跳数的

增加,正确传递的概率随之减小.并且由于卫星公转周期较长,若当前周期没有与目的组间卫星相遇,

下一次相遇机会可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以上两点原因决定了若消息只有一份副本,无法正确传递的风

险很大.

为降低这一风险,可在组内对需要出组的消息复制多份副本分别由多个卫星节点携带,并按各自维

护的接触概率传递.但消息的副本数不宜过多和过少,过多容易造成拥塞,而过少则无法达到复制副本

的目的.解决这一矛盾可采用 “简单计数协议”[１１]以实现对消息副本数量的控制:当节点连续遇到c个不

携带该副本的节点时,则向该节点复制一份副本;当节点连续遇到d 个携带该副本的节点时,则删除接

触节点的副本.这一协议不仅实现了组内消息副本的数量可控,并且使副本在组内节点的分布较为均匀,

不会发生小范围聚集的情况.由于同一轨道卫星数量并不会太多,所以对c、d 值的确定也较为容易.

２３　路由实现

为了实现以上路由策略,在对网内所有节点编址 (编号)时应明显标识节点所在的分组.例如,使

用一个 UINT１６大小的空间保存节点自身地址,其中高８位标识节点所在分组,低８位标识节点在组内

的地址.这一编址方式在消息寻址时可方便地区分消息的目的地址位于组内还是组外.
除了节点自身地址外,实现路由策略每个节点还需要存储接触时长和历史接触概率,具体见表１.

表１　节点存储的信息及含义

参数 格式 含义 备注

address UINT１６ 节点自身地址 高８位标识组号;低８位标识节点在组内的地址

p_list list＜ UINT１６,float＞ 表示节点与其他节点的历史接触概率 以列表形式存储

t_list list＜ UINT１６,int＞ 表示节点与其他节点的历史累计接触时长/s 以列表形式存储

节点概率更新过程如图２所示.节点周期性广播发送 Hello消息,当收到其他节点发送的 Hello消息

时,便启动一个计时器用于计算接触时长;当连续两个周期未收到对方 Hello消息则停止计时,并更新

t_list中存储的时长信息.一般地,当两个节点接触断开时即时计算两节点间新的接触概率.但若两节

点一直存在接触,为了更准确地获得接触概率,也可定时对概率值更新.

两节点接触时,会互相交换p_list信息.当两节点断开接触后,根据二者p_list信息使用式 (６)
更新接触概率.由于前述卫星节点运动轨道的特性,对接触概率的更新需分情况进行,若接触的节点是

组外节点,只更新组外节点的概率;若接触节点是组内节点,只更新组内节点的概率,以避免组外节点

对组内传输概率的干扰.

消息除了包含自身净荷外,还应携带自身ID、节点地址、计数信息和产生时间戳等信息,具体如表２
所示.其中消息ID和源地址用于标识消息的唯一性,目的地址用于寻址,而产生时间戳则用于指示消息

在网内传输超时删除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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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节点概率更新流程

表２　消息携带的基本信息

参数 格式 含义 备注

ID int 消息自身ID

src_address UINT１６ 消息源节点地址 　对应节点address字段

dst_address UINT１６ 消息目的节点地址 　对应节点address字段

copy UINT１６ 消息阈值计数

　用于 “简单计数协议”连续遇到携带/不携带副本节点的计

数.高８位标识连续携带节点数;低８位标识连续不携带节

点数

timestamp int 消息产生的时间戳 　原始时间,消息复制后仍置为初次产生时间

一个消息如何传递,首先与当前正在接触的节点所属组有关.如果本节点与接触节点属同一分组,
则执行组内传递流程,如图３左分支所示.节点读取自身消息列表,判断每个消息的目的节点是否属于本

组,并从自身p_list中查询目的节点是否可达.只有目的节点属于本组且可达的消息才直接进行传递,
否则将消息放入组间传输列表并执行子流程１.执行子流程１时,判断每个消息阈值计数器的值,若满足

“简单计数协议”的阈值条件,则复制或删除消息副本,以使组内各节点中消息副本数可控且均匀分布;
如果本节点与接触节点属不同分组,则执行组间传递流程,如图３右分支所示.对于每一个需要组外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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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息,节点从自身及交换的p_list中分别查询消息到达目的地址的接触概率,并将消息保留在接触概

率较大的节点中携带.

图３　消息传递流程

由于DTN网络特性限制,消息是否已正确投递的响应无法在网内实时传播,因此为了避免拥塞,对

网内仍存在的消息副本需要一个删除机制.删除机制分为两种:当节点存储空间充足时,根据消息产生

时间戳设定超时周期,若当前时间已超该周期,则删除该消息副本,超时周期一般可选择为当前卫星公

转周期;当节点存储空间不足时,应从产生时间戳较小 (产生较早)的消息开始丢弃,因为消息产生得

越早,网内已有消息副本和传递经历,也就有更大的成功投递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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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仿真校验

通过采用STK构建仿真场景,利用 OPNET对基于历史信息统计的分组路由策略 (图４~图６中标

示为 HG)进行仿真,并与PRoPHET和Epidemic路由算法进行对比.仿真场景包含１８颗卫星,分布于

４个不同的LEO轨道上,每个轨道卫星数分别为５、５、４、４,轨道高度均为７９０km.仿真中消息产生间

隔设置为５~２０s,每次产生消息占用缓存控制在５０~２００kB之间.由于同一轨道中卫星数量较少,所以

简单计数协议中c和d 的值均设置为２.
图４与图５分别为投递率随时间变化的仿真结果和缓存占用随时间变化的仿真结果,仿真时间均为

１４４００s.根据投递率仿真结果,本路由算法稍劣于Epidemic,但明显优于PRoPHET.从路由算法特性

上分析,Epidemic由于采取泛洪机制,每当有接触机会时即复制消息,因此在投递率上有明显优势.本

算法由于基于节点历史接触时长对接触概率进行计算,在卫星运动这一场景下相比PRoPHET投递率有

明显提升.而对应缓存占用仿真,Epidemic由于其特性缓存占用持续上升,在到达１００８０s时缓存占用

已接近仿真设置的最大缓存１００MB,进而可知从该时刻开始,由于新消息持续产生及旧消息不能及时投

递完成,Epidemic将出现大量丢包,网络开销也将处于较高水平.而本路由算法由于采取了简单计数协

议等副本数量控制措施,相对同为多副本的路由算法PRoPHET,缓存占用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且缓存的

消耗也能够满足空间电子产品一般设计要求,不会因缓存空间需求导致存储器件成本的急剧增加.

图４　投递率随时间变化图

图６为三种路由算法端到端投递时延随时间变化仿真结果,其中在仿真开始阶段,三种算法时延基本

均为接近线性的方式增长,且差距不大.自５７６０s开始,Epidemic算法投递时延出现了一段平缓期,且

时延水平为三者最优,这是由于该协议泛洪的机制造成消息较易投递.但从１００８０s起,其时延开始大幅

增长的原因是该算法此时起已占满缓存空间,开始大量丢弃消息,消息不能按照算法设计的投递方式完

成投递.本路由算法和PRoPHET算法在仿真全阶段的投递时延均保持单调增长的特性,在经过仿真初

期投递时延的快速增长后均转为缓慢增加,逐渐趋于稳定,基本可代表在该场景下长期运行的平均投递

时延.由于针对节点运动特性进行了特别设计,本路由算法相对于PRoPHET在后期投递时延上具有一

定优势.
综合各个指标考虑,本文设计的基于历史信息统计的分组路由策略在缓存占用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在

投递率和投递时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符合卫星载荷产品在资源消耗和成本控制方面的需求,也验证了

本路由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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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缓存占用随时间变化图

图６　端到端时延随时间变化图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卫星节点运动特点,结合节点分组和历史连接时长的概率计算等信息,设计了基于历史信

息统计的分组路由策略.通过节点分组和消息在组内、组间传递采取的不同策略,并控制网络中消息副

本数量,使节点缓存消耗较低的情况下获得了投递率和投递时延等指标的提升.进一步工作可结合吞吐

量、传递方向等信息,将接触概率由历史信息统计转变为对未来接触的预测,并对需投递的消息进行重

新排队按需投递,进一步提高路由算法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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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TNPacketRoutingStrategyforSatelliteNetworks
MAOYi ding,TIANZhou,ZHAOYu,SUN Han wen,XU Wei lin,ZHAOYi

ChinaAcademyofSpaceTechnology (Xi’an)

　　Abstract　Inthespacedelaytolerantnetwork (DTN),thenodemotionisnottypicallyrandomdue
tothelimitationoftheorbitofthesatelliteThereisa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thelengthofhistorical
contacttimeandtheprobabilityoffuturecontactbetweennodes,andaccordingtothesimilaritiesand
differencesofsatelliteorbit,thepossibilityofcontactisalsoquitedifferentThispaperaimsattheabove
characteristics,combined withtheadvantagesofexisting DTNroutingalgorithms,designedaDTN

packetrouting strategy based on historicalinformation statisticsBy grouping satellite nodesinto
operationalorbits,thecontactprobabilityiscalculatedbythehistoricalcontacttime,andadapttothe
motionofsatellitenetworkTogetmoreaccuratecontactprobabilitypredict,andimprovetheaccuracyof
nexthopselection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comparedwiththeexistingroutingalgorithm,this
routingstrategyhaslowercacheconsumption,highermessagedeliveryrateandbetterdelivery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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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构网络数据传输通道设计

李　恺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针对星载遥感器嵌入式系统常用总线和数据传输的特点,提出数据传输通道的概念,在总

线接口处理程序与应用管理程序之间建立统一的收发数据缓存机制,进行数据传输通道数据结构设计和

处理流程设计.实际应用表明,该设计方法具有数据结构简洁、便于扩展等特点,降低了软件设计难度,

可靠地应用于异构网络间的数据转换,对同类软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异构网络;１５５３B总线;CAN 总线;SPI总线;SpaceWire总线;数据传输通道

０　引　言

随着星载遥感器嵌入式系统的不断发展,系统组成日益复杂.通过总线技术和网络技术,组成系统

的各设备和部组件之间数据共享、协同工作,使星载遥感器具备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在典型的星载遥

感器嵌入式系统中,星载遥感器一方面作为卫星一级总线的从节点受卫星星务管理,同时通过二级总线

管理分系统内部众多的单机设备.每一级总线都可能同时涉及多种总线类型,不同总线完成的功能有所

侧重,一方面提供冗余备份、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另一方面连接特定设备、完成特定功能.工程实际中

完成主控任务的一级主总线通常为１５５３B或者CAN,主总线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的总线类型,如:用于传

输大量数据的SpaceWire高速总线、用于传输某类特定数据的 RS４２２串行总线等等.星载遥感器二级总

线同样涉及多种总线类型,如常用的CAN总线及SPI总线类型等.
由于不同类型总线的传输机制各不相同,即使在同一类型总线上,不同数据类型的响应机制、传输

周期、数据格式等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如何简单、高效地实现异构网络数据缓存和提取,成为数据

转换、数据使用的基础和难点.
本文针对星载遥感器嵌入式系统常用总线数据传输的特点,在异构总线接口处理与数据应用管理之

间建立统一的数据结构,进行收发数据缓存,实现异构网络间的数据传输,提高系统数据共享、协同工

作能力.

１　常用通信总线

１１　１５５３B总线

MIL STD １５５３B总线由于在传输可靠性和容错能力方面具有优势,特别适用于现场环境恶劣并且

对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在航空航天电子设备中得到广泛应用[１ ２].１５５３B总线是一种时分制半双工异步

数据传输总线,支持３２个终端,码速率１Mbps.网络所有节点中,任一时刻网络中只有一个终端发送消

息.有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作为总线控制器 (BC)的主站,是数据传输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星载遥感器

嵌入式系统等其他节点都是作为从站的远程终端 (RT).

１５５３B总线数据传输以时间服务、通信同步服务、置数和取数服务、数据块传输服务以及终端管理服

务等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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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时间服务

该服务支持通过１５５３B数据总线发布时间信息,每秒在通信帧０发布.
(２)通信同步服务

该服务支持以确定的方式时分复用数据总线,通常将每秒分为２０个通信帧,每个通信帧分别通过时

间服务、置数和取数服务、数据块传输服务完成特定的数据传输任务.
(３)置数和取数服务

该服务支持有严格长度限制的无确认数据传输,该服务仅有无握手的简单协议,通常用于周期性地

发布广播数据,多种类型广播数据可以以各自不同的周期发布.
(４)数据块传输服务

该服务支持发送端请求数据块的确认传输,该服务有握手协议,通常用于发布指令等遥控数据以及

接收遥测数据.

１２　CAN总线

CAN (ControllerAreaNetwork)总线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或定时控制的多主通讯网络,组网

简单、性能可靠、实时性好,通信速率最高可达１Mbps,在工业、医疗、航空、航天等诸多行业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３],小卫星平台上普遍采用CAN总线作为数据通信的主要手段[４ ５].通过识别码 (通信数据

块编码)取代传统的站地址编码,一个节点发送的信息可以被多个节点接收,构成分布式多机系统.作

为一个多主总线网络,任一节点都可作为主站,但总线仲裁的结果保证任何时刻最多只有一个节点 (即
识别码值最小的节点)获得总线控制权将数据发送至总线上,实际使用过程中仍定义其中一个节点作为

主节点,各从节点通过验收码、屏蔽码的设置有选择地响应具有特定识别码的总线数据.

CAN总线数据传输的应用形式通常包括:１)广播:主节点以一定的周期发布至总线上供需要使用该

广播信息的从节点接收,支持不同广播以不同的周期传输,如时间广播、GPS定位广播、姿态广播等;

２)轮询和遥测:支持主节点以一定的周期发布轮询、从节点返回遥测的方式取得各从节点的遥测信息;

３)指令和应答:支持主节点随机向某个从节点发布指令、从节点返回应答的方式取得相应从节点的接收

结果信息.

１３　SPI总线

SPI(SerialPeripheralInterface,串行外设接口)是一种短距离通信的同步串行通信接口,传输速率

可达１Mbps.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之间[６ １０]、嵌入式系统与传感器、串行 ADC/DAC、存储器之

间[９]等进行数据连接,也用于连接受分布式微处理器或FPGA 控制的继电器输出、模拟量采集等功能电

路.采用与CAN总线类似的通信数据块编码,SPI总线支持主节点连接多个从节点,实现遥控指令接收

和应答、轮询和遥测的数据传输功能,同样可以定义包含某个/某几个编码的数据作为广播供各从节点接

收使用.

１４　SpaceWire总线

SpaceWire总线是专为空间应用设计的一种高速的星载总线标准,应用方向之一是构建统一星载网

络[１１１５].它是一种高速双向、全双工、点对点的串行总线,传输速率为２~４００Mbps.SpaceWire网络中

数据信息以包为基本单元进行传输,每个SpaceWire网络数据包从源节点发出,经过网络路由,最终到达

目的节点.一个完整网络数据包由３部分组成,分别为目的地址、装载数据以及包结束符.SpaceWire数

据包的大小没有限制,根据具体任务进行设定,装载数据内容及其结构由用户定义,包头的目的地址由

零个或者连续多个字节目标地址 (路径地址或逻辑地址)组成,用于数据包经过网络路由时选择端口以

及到达目的节点后校验身份,包结束符用于标记数据包的结束位置.SpaceWire网络中数据业务传输采用

SpaceWire总线网络的串行传输通用协议 (SerialTransferUniversalProtocol,STUP).数据的传输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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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数据的发出者,可为总线上的任一节点)发起,主要用于支持卫星在轨程序上注、大块配置参数及

遥测数据等传输.

１５　数据传输通道基本功能

采用１５５３B总线时,主节点发送遥控指令等使用数据块分发服务,主节点将指令数据写入１５５３B数

据区后发送分发传输描述符,分发传输描述符中包含当前数据块字节数等信息,相应从节点根据分发描

述符取得指令数据,在下一通信帧通过分发传输确认返回接收结果,完成与主节点的握手;采用CAN 总

线、SPI总线时,主节点直接将指令数据发送至总线上,相应从节点返回应答反馈指令接收结果,通常要

求应答时间小于２ms.

采用１５５３B总线时,主节点通过通信同步服务隐性地发起数据块获取服务接收遥测数据,从节点在

协议规定的通信帧将遥测数据写入１５５３B数据区后发送数据获取请求,数据获取请求中包含当前数据块

字节数等信息,主节点根据接收的数据获取请求取得遥测数据并发送获取传输确认,完成一次数据交互;
采用CAN总线、SPI总线时,通过主节点显性发布轮询指令、相应从节点返回遥测数据的形式完成遥测

数据传输.
对于全双工的SpaceWire网络,任何节点均可发起数据传输且无需握手,一次完整传输操作流程包

括:数据包源端节点应用层组织协议数据包,源端节点向网络上发送数据包,目标节点从网络上接收数

据包,目标节点应用层解析处理数据包.

不同的总线和数据类型,按照传输数据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形式:１)广播:主节点周期性发

送、多个从节点仅接收,无握手;２)指令:主节点随机发送、某个从节点接收,有握手;３)轮询:主

节点周期性发起、某个从节点返回遥测数据,有握手.
根据上述分析,在异构网络组成的星载遥感器嵌入式系统中,将软件按照功能分解为总线接口程序

和应用管理程序.总线接口程序负责进行总线数据接收和发送,完成通信协议规定的交互握手,应用管

理程序负责总线数据的转换和使用.本文所研究的数据传输通道是上述二者之间的桥梁,提供简单、高

效、形式相对统一的数据缓存供二者使用.

２　数据传输通道数据结构设计

２１　通道数据结构组成

针对各类总线、数据传输的基本形式及任务需求,数据传输通道主要由通道配置寄存器和总线控制

寄存器组成.采用多组相互独立的通道,各个通道处理逻辑一致,保持良好的兼容性,每个通道用于传

输某一总线类型的一类或几类总线数据,便于系统扩展.数据结构定义如下:

struct _comm_channel_ {

struct_chan_ r_CN [３２];/∗通道配置寄存器∗/

unsignedintr_ MOD;/∗模式寄存器∗/

unsignedintr_SR;/∗中断状态寄存器∗/

unsignedintr_IE;/∗中断使能寄存器∗/

unsignedintr_BSTA_１５５３B [３２][６];/∗１５５３B总线控制寄存器∗/

unsignedintr_BSTA_CAN００ [６４][６];/∗ CAN００总线控制寄存器∗/

unsignedintr_BSTA_SPI [３２][６];/∗ SPI总线控制寄存器∗/

unsignedintr_BSTA_CAN１０ [６４][６];/∗ CAN１０总线控制寄存器∗/

unsignedintr_BSTA_SWIRE [６];/∗ SpaceWire总线控制寄存器∗/

unsignedintr_ WAITBS [１６][２];/∗占用总线通道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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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 _chan_ {

unsignedintrc_CON;/∗通道控制∗/

unsignedintrc_ AADDR;/∗通道 A区地址∗/

unsignedintrc_ ASIZE;/∗通道 A区容量∗/

unsignedintrc_ AWPTR;/∗通道 A区写指针∗/

unsignedintrc_ ARPTR;/∗通道 A区读指针∗/

unsignedintrc_ AWCT;/∗通道 A区写计数∗/

unsignedintrc_ ARCT;/∗通道 A区读计数∗/

unsignedintrc_BADDR;/∗通道B区地址∗/

unsignedintrc_BSIZE;/∗通道B区容量∗/

unsignedintrc_BWPTR;/∗通道B区写指针∗/

unsignedintrc_BRPTR;/∗通道B区读指针∗/

unsignedintrc_BWCT;/∗通道 A区写计数∗/

unsignedintrc_BRCT;/∗通道 A区读计数∗/

unsignedintrc_TADDR;/∗通道C区地址∗/

unsignedintrc_TSIZE;/∗通道C区容量∗/
};
每个通道由三个数据区 (为方便叙述分别记为A区、B区、C区)及相应的配置寄存器、读写指针寄

存器、计数寄存器等组成.通道配置属性包括:
使能/禁止.使能或禁止通道数据区缓存数据.

总线类型.指示当前通道对应的总线类型.
输入/输出.A区、B区均可配置为输入 (总线→通道,数据来源于某个总线)或者输出 (通道→总

线,当前数据发送至某个总线),C区固定为输出.

地址容量.指示数据区的起始地址、数据区宽度和深度.数据区宽度根据缓存数据的最大字节数确

定,数据区的深度由数据的传输周期及接收方处理速度共同决定.通过配置数据区容量,可以适应不同

周期、不同长度数据的存储.

读写指针.指向数据区当前读/写位置.
总线控制寄存器用于总线数据收发控制,按照总线类型和消息子地址 (１５５３B)或站地址 (CAN、

SPI)分别设置.配置属性包括:总线节点在线/离线、总线切换模式、错误状态等.
在线/离线.通过总线控制在线/离线状态设置结合通道使能/禁止配置,提供可控的暂停和恢复某类

总线数据传输的功能.
总线切换模式.数据发送至二级冗余总线时提供两种模式:自主模式、固定模式 (A 总线或 B总

线).自主模式下,广播数据在 A 总线和B总线上交替发送,遥控指令和轮询默认使用当前总线发送数

据,当从节点没有返回或返回的数据出现错误累计到一定次数时,切换使用另一条总线.在固定模式下,
无论返回结果是否正确,均使用当前总线收发数据.

占用总线通道.指示总线的使用情况.在指令、轮询发送至总线后,等待从节点返回应答、遥测期

间,总线被对应通道占用,其他通道暂停使用同一总线.等待时间结束后,对应通道缓存总线返回数据,
释放总线.

２２　数据存储格式

数据区数据由数据标识头和数据组成,按机器字长 (本系统３２位)编码,尽可能减少数据区占用的

存储空间.标识头是对数据的描述,数据提供方负责按照格式组织数据写入数据区,数据接收方根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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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标识提取和使用数据.数据标识头包括数据有效性、总线类型、数据存储类型、数据类型和长度等信

息,对于输出至总线的数据,还包括 A/B总线选择、重发次数、是否接收总线返回数据 (广播数据无返

回、指令返回应答、轮询返回遥测)、接收返回数据长度、数据发送至总线后占用总线等待从节点返回数

据的延时时间、缓存接收数据的通道数据区等发送控制信息.

３　数据传输通道处理流程

３１　总线广播和遥控指令数据传输

总线广播数据、遥控指令等均使用数据区 A或B进行缓存.A区、B区使用二维数组形式循环队列,
存储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数据区存储结构

数据写入过程:比较写指针＋１和读指针,如果不相等,表明数据区有空余空间,可写入一条数据,

写指针＋１;如果相等,表明无空余空间,则置通道错误状态.

数据读取过程:比较读、写指针,如果不等于,表明数据区中有待处理数据,读取并处理一条数据

后,读指针＋１;如果读、写指针相等,表明数据区中无待处理数据.

读/写指针＋１超出数据区深度后均重新指向起始位置.对于输入通道,总线接口程序执行数据写入

过程,将总线数据写入通道数据区,应用管理程序执行读取过程,解析执行通道数据区数据.对于输出

通道,应用管理程序执行数据写入过程,将待发送的数据写入通道数据区,由总线接口程序读取数据发

送至总线.通常情况下,数据接收方的处理速度须大于数据提供方的写入速度才能避免数据丢失.

３２　一级总线遥测数据传输

当数据传输通道用于一级总线遥测缓存时,通道C区控制表中每个控制项分别指向乒乓操作的两个

数据表,数据表中存储待发送的遥测数据包,采用乒乓操作方式进行遥测数据更新和读取.不同的控制

项分别指向不同的遥测表,如:快遥、慢遥等.存储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遥测数据表存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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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测表刷新过程:应用管理程序适时将当前的遥测数据写入数据表非活动区域后,通过控制表开关

将相应区域标识为活动区.
遥测表读取过程:总线接口程序按照总线主节点的调度机制,选择对应的控制表项,根据控制表开

关取得当前活动区的遥测数据,发送至总线.
总线接口程序读取并处理一次遥测的时间须小于两次刷新遥测表的间隔时间.总线轮询遥测周期通

常为秒级,应用管理程序可在两次轮询之间的任何时刻更新遥测即可,乒乓操作可有效避免数据冲突.

３３　二级总线轮询遥测数据传输

当数据传输通道用于二级总线轮询遥测时,通道C区控制表中每个控制项分别指向一个数据表,每

个数据表中存储待发送的轮询指令.存储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３　轮询指令表存储结构

通道使能后,无须应用管理程序周期性重复发布轮询指令,总线接口处理程序即可根据定时周期将

轮询发送至总线.从节点返回的遥测数据使用通道数据区 (A区、B区)缓存,提供应用管理程序使用.

此外,应用管理程序可以通过控制项开关暂停或恢复对某个从节点的轮询,如:对应从节点设备关

机,或者上注模式下开启轮询上注状态遥测等.

４　数据传输通道配置示例及验证

下面结合两级总线的典型应用形式,给出数据传输通道配置示例.应用中本系统作为一级１５５３B总

线的从节点 (RT)受主节点 (BC)调度,通过SpaceWire进行数据交互,同时,作为分系统主控单元通

过CAN总线和SPI总线调度管理各单机、部组件.

处理内容包括:１)缓存１５５３B总线接收的时间码、平台辅助数据和积分时间;２)缓存１５５３B数据

块传输服务接收的遥控指令包;３)缓存快遥、慢遥等各个遥测数据包以及遥控确认包、事件报告等状态

信息;４)缓存通过CAN总线转发的时间广播、辅助数据和积分时间广播;５)缓存通过 CAN 总线发送

的遥控指令及返回的应答,对各单机的轮询指令及返回的遥测数据;６)缓存通过SPI总线对各部组件的

遥控指令及返回的应答,对各部组件的轮询指令及返回的遥测数据;７)缓存SpaceWire总线接收的上注

程序数据和返回的遥测数据包.

针对上述应用,通道配置见表１.

表１　数据传输通道配置示例

通道号 总线类型 数据区 使能/禁止 输入/输出 缓存数据内容

０１ １５５３B 数据区 A 使能 输入 时间码广播

０２ １５５３B 数据区 A 使能 输入 X１广播数据

０２ １５５３B 数据区B 使能 输入 X２广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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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通道号 总线类型 数据区 使能/禁止 输入/输出 缓存数据内容

０４ １５５３B 数据区 A 使能 输入 遥控指令

０４ １５５３B 数据区B 使能 输出 遥控确认、事件报告

０４ １５５３B 数据区C 使能 输出 遥测数据

１１ CAN 数据区 A 使能 输出 时间广播数据

１２ CAN 数据区 A 使能 输出 X１’广播数据

１２ CAN 数据区B 使能 输出 X２’广播数据

１４ CAN 数据区 A 使能 输出 遥控指令

１４ CAN 数据区B 使能 输入 指令应答和遥测

１４ CAN 数据区C 使能 输出 轮询指令

１７ SPI 数据区 A 使能 输出 遥控指令

１７ SPI 数据区B 使能 输入 指令应答和遥测

１７ SPI 数据区C 使能 输出 轮询指令

２５ SpaceWire 数据区 A 使能 输入 上注程序数据

２５ SpaceWire 数据区B 使能 输出 遥测数据

接收时间码广播和转发时间广播使用独立的传输通道,使用中断方式处理提高实时性.由于平台辅

助数据和积分时间的周期和数据长度差别较大,因此,分别使用通道的两个数据区提高缓冲区使用效率,
同时也便于在特定工作模式下停止转发积分时间功能的管理.１５５３B总线遥测采用控制表,根据时间同

步,应用管理程序提前１~２个通信帧更新遥测表,总线接口处理程序提取当前最新的遥测数据包发送至

总线.轮询CAN总线和SPI总线各从节点均使用控制表,应用管理程序定期通过数据区即可提取遥测数

据.通过SpaceWire总线返回遥测由终端周期性发起无须握手,因此采用循环队列形式的数据区.经调

试、测试,运行结果满足系统数据传输的功能需求和实时性需求.

５　结　论

对于星载遥感器多总线嵌入式系统,本文提出建立数据传输通道的设计方法,在总线接口处理程序

与应用管理程序之间建立统一的数据收发缓存机制,使应用管理程序不必严格遵循总线数据传输的时序

关系,可以大大降低应用管理程序的设计难度.针对典型应用的实际运行结果表明,该设计灵活,具有

可扩展性,可方便地应用在多种类型总线并存的异构网络嵌入式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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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器质心调节机构的应用研究

陆登柏　王雪松　崔晓杰　景春妍　周　明

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摘　要　质心调节机构用于在轨精确调整航天器的质心位置,确保航天器能够提供高精度的姿轨控

以及部分有效载荷的正常工作.文章对航天器质心调节的工作原理及质心调节机构在航天器中的应用情

况和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结合我国航天器发展需求,设计了一种新型航天器质心调节机构,重

点对质心调节机构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对原理样机的性能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
质心调节机构的调节精度高、质量轻、剩磁低、可靠性高,调节质量块自锁性能良好,设计具有创新性

及工程实用性.
关键词　质心调节机构;质量特性;有效载荷

０　引　言

目前,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航天器平台要求满足 “超静、超稳、超精”的技术特点.新一代的航

天器需要更高精度的姿轨控以完成更加复杂的空间任务.因此,为了保证航天器在轨道坐标系中相对平

衡点的稳定性以及部分有效载荷的正常工作,进行航天器质量特性的在轨辨识以及在轨调整具有重要

意义[１].

航天器在经历严酷的发射阶段和在轨运行阶段后,航天器的质量特性会由于燃料消耗、推力器气体

排出、结构变形、重力释放等因素而发生变化.此时,质心调节机构可通过调整质量块位置来保证卫星

质心与初始质心位置相对一致.部分航天器有效载荷,例如静电悬浮加速度计用于测量卫星受到的非保

守力,加速度计的检验质量与卫星质心的位置偏差将影响非保守力的测量精度.因此需要对加速度计检

验质量中心与整星质心的偏差进行高精度在轨检测,并将偏差调节到允许的范围之内[２３].

质心调节机构具有成本低、体积小、重量轻、工作寿命长、可靠性高的优点,已被国外航天器应用

于空间任务中[４].

１　航天器质心调节工作原理

航天器质心调节机构,是实现航天器质量特性 (包括质心位置、转动惯量等)在轨调节的执行部件.

其原理是通过移动设备质量块位置,来改变整星的质量分布,从而使航天器质心达到指定点附近,转动

惯量满足姿控精度要求.

在航天器上安置质心调节机构,该机构中有一可移动的金属质量块m .设航天器本体质量 (不计该

金属质量块)为M ,则有

mr＝MR (１)
式中,r为金属质量块的质心距航天器总质心 (含该金属质量块)的距离;R 为航天器本体质心 (不计该

金属质量块)距航天器总质心 (含该金属质量块)的距离,如图１所示.
现将金属质量块背离航天器本体质心移动dr,设造成的航天器总质心移动为dR ,显然有

m r＋dr－dR( ) ＝M R＋dR(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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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航天器质心调节原理图

即

dR＝
m

m＋Mdr (３)

所以选择适当质量的调节质量块进行位置调整,可以实现航天器整星质心位置的调节.
质心调节机构组成图见图２,其中,控制器接收程控指令驱动电机移动质量块,或者驱动锁紧释放机

构固定或松开对质量块的位置约束.位置传感器感应质量块的位置,并将其数值传递给控制器.锁紧释

放机构用于发射段质量块锁定,避免振动位移.

图２　质心调节机构组成示意图

２　质心调节机构

２１　国外技术

(１)GravityProbeB (GP B)卫星

GP B卫星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研制,用于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为了提高推力器补偿作用于卫

星上的非引力加速度和姿态控制的精度,通过向质心调节机构发送正弦和静态程控指令达到推力器在轨

标定的目的.同时,为了节省推力器燃料的消耗,质心调节机构还被用来实时调整该星的质心和转动惯

性,使其姿轨控坐标系与卫星本体坐标系之间的偏差尽量小.GP B卫星质心调节机构如图３所示[５７].
(２)GRACE卫星

GRACE卫星为美国航空航天局和德国地学研究所合作研制,用于确定高精度和高分辨率的地球重力

场模型.为了保证该卫星任务的顺利完成,GRACE卫星装载有６个质心调节机构,每个方向布置两台机

构互为冗余备份,当一台机构所对应的控制、执行设备有故障时,调整同一方向的另一台机构继续执行

指令.

GRACE卫星上配套的质心调节机构如图４所示,卫星质心调节系统 (包括测量和调节)实现的指标

如下[８１０]:

卫星质心调节步长:１０μm;

卫星质心调节量程:±２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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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心偏差调节精度:５０μm (三轴).

图３　GP B卫星质心调节机构构型图 图４　GRACE卫星质心调节机构构型图

(３)基于恒扭矩的质心调节机构

基于恒扭矩的质心调节机构主要由储存轮、输出轮及缠绕在其上的柔性金属组成.通过调节所缠绕

金属带的长度来达到调整质心的目的.恒扭矩质心调节机构构型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恒扭矩质心调节机构构型图

在一些机构上,储存轮缠绕上柔性的金属弹簧,另一端的电机提供驱动,使柔性金属弹簧来回缠绕

在储存轮及输出轮上.柔性金属在储存轮及输出轮间的路径上具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安装方式,间接方式

下,依靠导向轮限定金属带的路径.通过一个或多个导向轮支撑柔性金属,特别是在航天器发射阶段,
导向轮不仅可以保护柔性金属免受损害,而且可以防止其从轮子上脱落.在储存轮和输出轮旁边都安装

有一个插销,其在弹性力的作用下压紧恒力弹簧.在两个轮子上都具有至少一个凹槽,当恒力弹簧没有

很好地缠绕时,插销落入凹槽防止弹簧带进一步滑落.
恒扭矩弹簧质心调节机构与丝杠传动质量块方式的质心调节机构比较,机构成本低,建造周期短,

航天器发射阶段锁定简单、制造方便,不需要专门的防护装置.

２２　新型质心调节机构

国内在地面质心修正方面,和国外的差距不大,一般修正精度可达毫米级.航天器在轨质心检测和

调节技术方面,国内还处于研究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北京控制工程

研究所都结合全球重力场精密测量技术对航天器在轨质心检测和调节技术进行了研究.
本文研制的新型质心调节机构的构造和外形如图６所示,它包括电机、编码器、丝杠、导轨、调节质

量组件、底板以及限位开关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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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新型质心调节机构

质心调节机构采用的是丝杠螺母传动方式,利用导轨导向.其特点是传动精度高、质量小、低剩磁,
具有非加电自锁的能力.设计思路是采用 “双螺母＋弹簧”消隙结构消除螺纹传动误差及回程差;用碳

纤维复合材料代替金属构件加工安装底板,减轻质心调节机构重量;对剩磁矩较大的步进电机进行磁屏

蔽,降低整机剩磁矩;采用梯形丝杠螺纹自锁设计以及步进电机自锁力矩实现机构的非加电自锁能力.

本文研究的新型质心调节机构为提高产品可靠性,在卫星每个方向对称布置两台,互为备份;电机

采用双绕组设计,光电编码器电路采用主、备份设计.为了保证质心调节机构质量块组件的行程在可控

范围内,实现质心调节机构行程的闭环控制,在质量块组件的行程末端进行了行程限位设计.限位设计

包括:软件限位、电限位和机械限位设计.通过机电软三重限位设计保证质量块组件的行程限位安全

可靠.

３　质心调节机构关键技术

３１　高精度传动技术

质心调节机构调节精度的高低关系到卫星质心调整的准确性,因此是衡量质心调节机构性能最重要

的指标.调节精度主要指移动质量块的实际工作位置与指令位置的差别程度.

采用电机—丝杠—移动质量块传动方式进行质心调节的机构,由于制造过程中加工精度不高,以及

设备长时间工作后发生的机械磨损等原因,导致螺纹副配合间隙量过大.它们不仅会降低机构的调整精

度和工作效率,还会造成振动冲击,从而影响整个机构的使用寿命.因此控制螺纹副配合间隙可有效提

高机构传动精度.现在较为成熟的螺纹消隙方式主要有整体开槽螺母式消隙、双螺母垫片式消隙、齿差

式消隙以及弹簧预紧方式消隙等[１１１２].

控制方面,质心调节机构应安装高精度位置传感器以及到位检测开关,使航天器、电机、机构三者

之间形成闭环控制.

３２　减重优化设计

航天器三个方向布置六台质心调节机构,质心调节机构减重优化对整星重量意义重大.在保证机构

结构强度、刚度满足要求前提下,减重优化设计主要包括结构件优化设计和轻型材料的选用.在结构形

式及原材料一致的情况下,对调节质量块重量及调节行程进行优化分配,可得到最小机构重量.

从材料的角度考虑,应分析并减小热变形对质心调节精度的影响,选用质量小、耐高温、抗辐射、

热膨胀系数小的材料[１３１４],如镁铝合金及碳纤维材料等.

３３　低剩磁技术

航天器上如果因某些问题而残留较大剩磁的话,一方面,剩磁场会严重影响磁强计的地磁测量,降

低航天器姿态确定的精度;另一方面,剩余磁矩与地球磁场相互作用,对航天器姿态的机动或保持形成

扰动.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来降低这些剩磁影响.而当前广为采用的２种措施是延长磁强计伸杆长度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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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整星剩磁量 [１５７].
降低整星剩磁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整星做磁平衡试验对剩余磁矩进行补偿,这种方法代价高,控

制剩磁的水平有一定限度[１８].二是通过控制星体内部载荷及部件、元件的剩磁矩.
质心调节机构主要产生剩磁的部件是电机,通过控制电机剩磁可有效控制整机剩磁矩.降低电机剩

磁矩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磁屏蔽措施或改造电机内部结构,但改造电机内部结构的方式暂不成熟.

３４　润滑技术

空间润滑的对象是航天器各类运动机构,航天器机构的良好润滑是机构可靠运行的重要保障.良好

的润滑方案可减小摩擦副的磨损、保证活动部件维持低摩擦系数[１９].空间机构润滑主要有固体润滑和液

体润滑两种方式.
质心调节机构具有长寿命、间歇往复运动的特点,所涉及的润滑部件主要有:丝杠—螺母润滑、导

轨—滑块润滑、轴承润滑.要求所用润滑剂能够适应高真空、微重力、强辐射和高低温交变的环境,且

不易挥发.

４　原理样机试验验证

质心调节机构作为机电类运动产品,需在轨随着卫星质心的变化不断进行精确调整.所以,质心调

节机构需经历卫星发射段相关力学环境试验后进行功能和性能测试.
(１)功能、性能测试

在常温和常压下,对样机的功能和性能指标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质心调节机构实现了其功能,
且功耗低,运转平滑,调节质量块位置调节精度≤０３mm ,换算为卫星质心调节精度为４m.高于国外

GRACE卫星质心调节系统调节精度.
(２)力学环境适应性测试

样机在经历随机振动、正弦、冲击及加速度环境试验后,对样机的功能和性能指标进行了测试,测

试结果表明:样机的封装机构实现了其功能,且性能指标不下降.调节质量块的位置保持精度＜０５mm,
满足机构自锁要求.图７是样机进行力学环境试验.

图７　样机进行力学环境试验

(３)高低温、真空环境适应性测试

质心调节机构需在轨长期运行.样机经历了累计运行２００h和累计间断工作次数３００次的热真空循环

试验后,在热真空的最后一个循环的高温段和低温段进行了机构的功能和性能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样

机的功能正常,运转平滑,调节质量块调节精度不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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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磁性能测试

对驱动电机磁屏蔽后进行质心调节机构整机剩磁测试.测试结构表面:剩磁矩由电机屏蔽前＞
１０００mAm２ 降低到＜１００mAm２.图８是样机在进行整机剩磁测试.

图８　样机进行剩磁测试

５　结束语

质心调节机构是实现航天器质量特性在轨高精度调节的关键载荷设备,对保持航天器平台高精度稳

定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概括了国内外主要质心调节机构,设计了一种新型质心调节机构,总结分析了机

构研制的关键技术.通过对质心调节机构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１)我国质心调节机构经过不断研究已具备在轨应用条件.通过原理样机的验证表明其设计正确可

行,结构简单、可靠.实现了调节质量块的平稳传动及高精度控制,满足在轨质心精确调节的功能要求.
调节精度指标高,卫星质心调节精度可达４μm.

２)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作为传动机构支撑板件,可有效降低整机重量.且经受鉴定级力学环境试验

后结构可靠、精度不降级.

３)采用磁屏蔽技术对步进电机进行剩磁屏蔽,可有效降低电机剩磁矩.避免剩磁过大对卫星其他设

备产生影响.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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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ResearchontheMassTrim
MechanismofSpacecraft

LUDeng bai,WANGXue song,CUIXiao jie,JINChun yan,ZHOU Ming
LanzhouinstituteofSpaceTechnologyPhysics

　　Abstract　Themasstrim mechanismisusedtopreciselyadjustthemasscharacteristicsofspacecraft
inorbit,Ensurethatthespacecraftcanprovidehighprecisionattitudeandorbitcontrol,partofthe

payloadcanworknormallyTheworkingprincipleofthequalitycharacteristicsadjustmentofspacecraft
wereintroducedandanalyzed,Thispaperintroducesandanalyzestheapplicationstatusandresearch
statusofthemasstrim mechanisminspacecraftBasedonthedevelopmentrequirementsofspacecraftin
China,anewtypeofthemasstrim mechanismisdesigned,thekeytechnologiesneededtobesolvedare
analyzedindetailFinally,Aprincipaldeviceisdevelopedfortest,andthetestresultsshowthatthe
masstrimmechanismarehighreliabilityandhighregulationaccuracywithlightweightandlowremanence
andthattheself lockingofmassblockiswellinperformance．Thedesignofthemasstrimmechanismis
innovativeandpracticableforthefuturespaceexploration．

Keywords　MassTrim Mechanism;Qualitycharacteristics;Pay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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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１５５３B总线的关键数据备份方法

戴志晃　黄建青　刘艳丽　牛鹏道　马佰振

上海航天电子技术研究所

摘　要　航天器单机在冷主备机切换后需要对相关的控制参数进行调整,为尽快恢复相关的控制参

数以及减少地面干预,需要将各单机的关键参数备份到上级计算机中.针对航天器广泛采用的双冗余

１５５３B总线通信方式,提出数据备份采取服务请求方式,上级BC总线控制器检测到远程终端 RT 终端有

数据备份服务请求时,将上一次合法的备份数据发送给相应的 RT终端.此方法可以使 RT终端快速获取

备份数据,而且不用周期性地发生备份数据传输操作.

关键词　１５５３B总线;数据备份;单片机;服务请求

０　引　言

MIL STD １５５３B是一种数字式时分制指令/响应型多路传输数据总线,由于它具有高可靠、通信

质量稳定、扩充和维护简便等特点,因此在航天器电子系统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１ ４].在未来空间站

等应用系统中,单机和分系统都比以往复杂庞大,分系统也由单一总线相连演变为多层总线支持系统间

通信,单机之间需要更多层总线来联系实现通信.单机存在主备机切换后需要对相关的控制参数进行调

整等情况,这就需要在切换前将相关的数据进行备份.本文利用与单机通过１５５３B总线相连的上层BC总

线控制器进行数据备份,这样可以尽快恢复相关的控制参数以及减少地面干预.

１　系统构成

系统框图如图１所示,其中单片机作为控制各层分系统总线的总线控制器的核心控制单元,负责不同

层系统的数据交换和处理、子系统设备单元数据传输的协调和管理,并完成点对点的通信任务.国产宇

航级的单片机比较成熟,为本系统提供了很好的可靠性.

图１　总线控制器系统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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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中,系统共有二层总线网络.分系统 A１、B１为整个系统的第一层网络,子系统 A２为第二层网

络,这两层网络设备都存在较多数据流传输要求,且对数据传输的可靠性要求较高,均采用１５５３B总线

相连,需要１５５３B总线协议支持数据的传输.
在第一层总线网络中,分系统 A１和B１由两台主控总线网络的BC端设备独立存在,总线控制器作

为１５５３B网络的RT端工作.子系统A２作为第二层网络,总线控制器作为BC端控制第二层网络中的RT
设备.子系统 A２中的 RT终端将需要备份的数据上传给总线控制器,当 RT终端主备机切换后,通过向

总线控制器请求服务获得备份数据.
本系统的网络拓扑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多总线拓扑结构图

２　硬件结构

总线控制器为双机冷备份,总线控制器CPU 软件 (以下简称 “软件”)作为总线控制器的嵌入式软

件,完成CPU软件控制功能.中央处理器选用８０C３２芯片,这款芯片是一款８位的处理器,芯片内部包

含４个８位的I/O端口,３个１６位的定时器/计数器,２５６Bytes的 RAM 空间,６路２级中断以及６４kB
的程序存储空间和６４kB的数据存储空间.

双冗余１５５３B总线接口分别连接分系统 A１,B１和子系统 A２.
总线控制芯片采用DDC公司的Bu ６５１７０和Bu ６１５８０.Bu ６５１７０具备RT和BM 功能,不具备作

为BC工作的功能,用于分系统A１和B１层的RT设备;Bu ６１５８０具备BC,RT和BM 三个功能,用于

需要用作BC控制功能的子系统 A２层.该协议芯片包含微处理器和１５５３B总线之间完备的接口,集BC,

RT,BM 三种工作模式为一身,封装为７０脚的DIP,传输时使用１４１∶１的变压器.Bu ６１５８０内部集

成了双收发器逻辑、编解码器、协议逻辑、内存管理和中断控制逻辑,还提供了一个４K 字 (１６bits)的

内部共享静态RAM 和与处理器总线之间的缓冲接口,软件接口包括１７个内部操作寄存器、８个测试寄

存器以及６４K字的共享存储器地址空间[５７].图３为总线控制器CPU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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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总线控制器CPU原理框图

３　软件设计

３１　工作模式设置

总线控制系统具有３片１５５３B总线控制芯片.其中２片１５５３B总线控制芯片Bu ６５１７０设置为RT工

作模式,工作在分系统A１和B１中;１片１５５３B总线控制芯片Bu ６１５８０设置为BC工作模式,工作在子

系统 A２中,管理子系统 A２的１５５３B网络.

图４　CPU地址控制分布图

８０C３２采用３２kBPROM 作为代码存储空间,６４kB片外扩展地址数据存储空间作为外部设备连接所

用,地址分布图如图４所示.片外扩展空间的起始为３２kB的片外 RAM (０x００００~０x７FFF),用于运行

过程中数据的存储.８kB扩展I/O (０x８０００~０x９FFF)用于连接其他简单的外围芯片的端口.２４kB分

配给总线芯片地址所用,一片总线芯片占用８kB空间,分系统 A１层总线芯片占用０xA０００~０xBFFF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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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段空间,分系统B１层总线芯片占用０xC０００~０xDFFF地址段空间,用于 RT端设备使用.子系统 A２
层总线芯片占用０xE０００~０xFFFF地址段空间,用于BC设备使用.

３２　子系统A２１５５３B总线初始化

１５５３B总线接口协议芯片采用Bu ６１５８０,具有 RT、BC和 MT的全功能工作模式.与CPU 总线的

接口采用８位缓冲方式[８１０],通过此接口实现:CPU 对 ACE片内 RAM 读写访问、指令控制、内存与堆

栈的初始化;CPU对 ACE片内１７个寄存器的访问,以设置 ACE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

１５５３B总线初始化BC的逻辑流程如图５所示.

图５　子系统 A２１５５３B总线初始化模块流程图

３３　数据备份流程

３３１　服务请求
服务请求用于RT请求BC进行一次主动操作的过程,BC每３００ms查询各RT终端的服务请求数据,

如果RT有服务请求,BC根据服务请求的内容执行相应的操作.服务请求占用子地址１８ (SA１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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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见表１.

表１　服务请求格式

服务类型 服务子类型 数据 累加和

０１H:服务请求
０８H:数据备份请求

０９H:XX请求
B０H:有请求 第２字节和第３字节累加和

BC收到RT服务请求数据,对服务请求数据进行两步校验:

１)对整包数据进行累加和校验;

２)服务类型与服务子类型一致性校验.

校验合格后根据数据类型进行相应的操作.
无服务请求时各RT服务请求４字节长度数据全部填充０xaa.

３３２　数据备份流程
零时刻,RT终端产品加电,软件初始化,完成自身的数据采集.数据采集完成后组成备份数据包,

SA１８设置无请求.３００ms时刻,BC判断请求类型为无服务请求类型,通过SA９接收 RT 终端备份数

据;RT终端在BC取完备份数据后,再进行数据采集,然后组包,等待下一个３００ms周期BC来取备份

数据.

某个时刻T,RT终端切换至备份CPU电路,备份CPU 加电,软件初始化,SA１８设置备份数据请

求,BC将上一次有效数据通过SA９发送给相应的RT终端.T＋３００ms:SA１８设置无请求,BC判断请

求类型为无服务请求类型,通过SA９接收RT终端备份数据;RT终端在BC取完备份数据后,再进行数

据采集,然后组包,等待下一个３００ms周期BC来取备份数据.

数据备份流程图见图６.

图６　数据备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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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针对单机在主备机切换后需要对相关的控制参数进行调整,为尽快恢复相关的控制参数以及减少地

面干预,本文提出数据备份采取服务请求方式,单机可以快速恢复切机前状态.该方法通用性强,可靠

性高,设计成本低,易于工程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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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DataBackupMethodBasedon１５５３B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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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controlparametersofthesinglespacecraftshouldbeadjustedafterthemainmachineis
switched,torestorerelevantcontrolparametersassoonaspossibleandreducegroundintervention,the
keyparametersofeachsinglemachineneedtobebackeduptothesuperiorcomputerDualredun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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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精度的鲁棒高光谱图像重构算法

张誉馨１,２　张国柱１,２　董晋芳１,２　李辉雄１,２

１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２上海市空间智能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

摘　要　针对现有张量压缩感知重构算法对高光谱图像重构精度低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高精度的鲁

棒高光谱图像重构算法.该算法首先采用离散余弦测量阵对含噪声的高光谱图像进行压缩感知量测;进

而使用张量模１、模２投影来重构高光谱图像;最后从理论上分析了算法的鲁棒性,并进行仿真验证,与

RTMWP算法进行了比较.仿真结果表明:提出算法的高光谱图像重构误差低于 RTMWP算法,同时对

噪声具有鲁棒性.
关键词　高光谱图像;低秩近似;离散余弦测量阵;鲁棒性

０　引　言

压缩感知理论由于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１３].随着压缩感知理论

的发展,该理论已应用于信源定位、核磁共振成像、卫星遥感成像等众多应用领域[４８].设稀疏信号经过

测量矩阵采样后得到测量值.给定测量值和测量矩阵,当测量矩阵满足一定约束 (如零空间性质[９]、约束

等距性质[１０]、相关性条件[１１]等)时,压缩感知信号恢复算法可以准确或鲁棒地重构稀疏信号.基于这些

条件,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压缩感知信号恢复算法,例如贪婪追踪稀疏信号恢复算法[１２],基于l１ 范数最

小化的信号恢复算法[１３]等.不同于二维图像,在卫星遥感成像领域,高光谱图像往往具有更高维度,即

三维张量信号.三维张量压缩感知的前提是张量应能低秩近似.
近年来提出了一系列低秩张量压缩感知重构算法,如 N 维块稀疏正交匹配追踪压缩感知 (N way

Block sparseOMP,NBOMPCS)算法[１４],基于多向投影的稳定鲁棒超快速低秩张量重构 (Stable,

RobustandSuper fastReconstructionofTensorsusingMulti WayProjections,RTMWP)算法[１５]等.
在低秩张量压缩感知重构算法中,测量矩阵一般采用随机矩阵形式,如高斯矩阵、伯努利矩阵等.针对

现有低秩张量压缩感知重构算法对高光谱图像重构精度低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高精度的鲁棒高光谱图像

重构算法,首先采用离散余弦测量阵对含噪声的高光谱图像进行压缩感知量测,进而使用张量模１、模２
投影来重构高光谱图像,以减小算法的图像重构误差,提高算法的重构精度.

文章结构做如下安排:文中第一部分提出观测模型;第二部分进行算法描述;第三部分分析算法的

鲁棒性;第四部分对本文提出算法进行仿真,最后进行总结.
本文中的数学符号按照如下规则处理:大写斜黑体字母 (下画线)Z

－
表示张量,大写斜黑体字母W 表

示矩阵,I表示单位阵, 表示克罗内克乘积,† 表示矩阵的伪逆,‖‖F 表示Frobenius范数,Z
－

(r)表示

张量的模r展开,×n 表示张量的模n 乘积.

１　观测模型

已知观测值Z
－

∈RI１×I２×I３ 、测量矩阵Wn ∈RIn×Mn n＝１,２,３( ) ,观测模型如公式 (１)所示

Z
－
＝X

－
×１W１×２W２×３W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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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

∈RM１×M２×M３ ,X
－

＝X０＋E
－

表示含噪声的原始高光谱图像.

在低秩张量压缩感知重构算法中,测量矩阵Wn ∈ RIn×Mn n＝１,２,３( ) 一般采用随机矩阵形式.本

文提 出 算 法 采 用 离 散 余 弦 矩 阵 对 高 光 谱 图 像 进 行 压 缩 感 知 量 测. 离 散 余 弦 矩 阵 Wn ∈
RIn×Mn n＝１,２,３( ) 的元素Wn i,j( ) ,i∈ １,２,,In( ) ,j ∈ １,２,,Mn( ) 定义如公式 (２)
所示

Wn i,j( ) ＝

１
Mn

,i＝j＝１

２
Mn

cos
(i－１)(２j－１)π

２Mn

é

ë
êê

ù

û
úú ,others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２)

２　控制器设计

已知原始图像 X
－

∈ RM１×M２×M３ 、离散余弦测量矩阵 Wn ∈ RIn×Mn n＝１,２,３( ) ,张量模n 投影

Y
－

(n)n＝１,２,３( ) 定义为

Y
－

(１)＝X
－
×２W２×３W３

Y
－

(２)＝X
－
×１W１×３W３

Y
－

(３)＝X
－
×１W１×２W２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３)

由文献 [１５]定理可知,若公式 (１)所示的测量值Z
－
∈RI１×I２×I３ 满秩,可以由公式 (４)精确重构原

始图像X
－

∈RM１×M２×M３

X
－

＝Z
－
×１Y１Z†

(１)×２Y２Z†
(２)×３Y３Z†

(３) (４)

其中,X
－

表示算法重构信号,Yn ＝ Y
－

(n)
( ) (n),n＝１,２,３表示张量模n 投影Y

－

(n) 的模n 展开.

已知在模１和模２线性测量原始图像得到线性测量值Zr＝WrX
－

(r) ,其中r＝１,２,则模n投影Y
－

(n),

n＝１,２,３的模r展开如公式 (５)所示

Y
－

(１)
( ) (２)＝Z２ WT

３ I( )

Y
－

(２)
( ) (１)＝Z１ WT

３ I( )

Y
－

(３)
( ) (２)＝Z２ IWT

１( )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５)

算法流程描述如图１所示.

３　算法鲁棒性分析

体现算法鲁棒性的条件是算法的重构误差 ‖X
－
－X

－

‖F 和模型噪声方差ε可比拟,其中X
－

为算法重构

信号.当被应用于计算伪逆的矩阵为方阵时,可能使求解过程病态,解决方法是引入截断伪逆来重构原

始信号,见公式 (６)

X
－

＝Z
－
×１Y１Z∗τ

(１)×２Y２Z∗τ
(２)×３Y３Z∗τ

(３) (６)

其中矩阵上标 ∗τ 表示矩阵的截断伪逆,τ 表示截断参数.当原始信号为三维张量时,Z(１)∈RI１×I２M３ 、Z(２)

∈RI２×I１M３ 、Z(３)∈RM３×I１I２ 往往是长方阵,不易出现上述问题.当τ＝０时,∗τ 是标准伪逆而不需要截断,
此时算法通常是稳定的,具有很小的重构误差.算法不需要进行截断参数τ 的整定即可保证算法的鲁棒

性,体现了算法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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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光谱图像重构算法

由公式 (４)精确重构信号的条件是张量信号可以用低秩模型精确表示,即X
－

＝X０ ,其中X０ 是精确

的低秩张量模型.对X０ 进行高阶奇异值分解如公式 (７)所示

X０＝Γ×１U１×２U２×３U３ (７)
其中Γ ∈RI１×I２×I３ 表示核张量,Un ∈RIn×Mn n＝１,２,３( ) 表示因子矩阵.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真实张量信号X
－

往往不符合公式 (７)所示模型,可以用低秩张量模型来近

似,对张量信号X
－

的重构误差上界进行分析,定理描述如下.为简化分析,假设张量模型X０ 在模１、模

２的最小奇异值相同,表示为σR .
由文献 [１５]定理IV２可知,假设信号X

－
∈RM１×M２×M３ 可以使用秩为 (I１,I２,I３)的张量X０ 来近

似,即X
－
＝X０＋E

－
,其中噪声满足 ‖E

－
‖F ≤ε并且公式 (１)所示的测量值Z

－
∈RI１×I２×I３ 满秩,则算法的

重构误差有上界,误差上界为

‖X
－
－X

－

‖F ≤bε＋cε２/σR (８)

其中b,c为常数,定义如公式 (９)所示

b＝１＋‖A１W１‖‖A２W２‖＋‖A１‖ １＋‖A２W２‖( ) ‖W１‖＋A２‖ １＋‖A１W１‖( ) ‖W２‖
c＝ １＋‖A１W１‖( ) １＋‖A２W２‖( ) ‖W１‖‖W２‖

(９)

其中An ＝Un WnUn( ) －１,n＝１,２,３.

４　仿真校验

为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通过数值仿真对高光谱图像进行重构并分析算法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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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实验使用的原始信号是高光谱图像块X
－

∈R１２８×１２８×３２ [１５],如图２所示.

图２　原始高光谱图像

算法重构质量评价标准峰值信噪比PSNR (PeakSignaltoNoiseRatio)的定义[１５]见公式 (１０)

PSNR(dB)＝２０log１０ max(X
－
)/‖X

－

－X
－
‖F( ) (１０)

其中X
－

表示原始信号,X
－

表示算法重构信号,Error＝‖X
－

－X
－
‖F 表示算法重构误差.分别使用本文算法、

RTMWP算法对高光谱图像X
－

进行重构,并与Tucker交替最小二乘 (TuckerAlternatingLeastSquares,

TuckerALS)对X
－

最优低秩近似 (理论最优值)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第一组实验研究不同采样比I/M 条件下算法的峰值信噪比.仿真中采样比I/M 分别取０１２５、０２５
和０５,截断参数τ＝０.算法的峰值信噪比与采样比I/M 的关系见表１.

表１　算法峰值信噪比与采样比I/M 的关系

PSNR TuckerALS RTMWP 本文算法

I/M ＝０１２５ ３４３dB ２８４dB ３１８dB

I/M ＝０２５ ３７９dB ３３２dB ３６７dB

I/M ＝０５ ４１０dB ３７３dB ４０８dB

由表１分析可知,算法的峰值信噪比随着采样比I/M 的增大而增大.在不同采样比下,本文算法的

峰值信噪比均大于RTMWP算法的峰值信噪比,三种采样比下本文算法的峰值信噪比与 RTMWP算法相

比均提高了３dB以上.本文列举了采样比I/M 在０１２５、０５条件下的算法重构图像,如图３所示.

图３　算法重构图像
２０３



第二组实验研究算法重构误差Error与截断参数的关系.仿真中对原始信号进行归一化处理,采样比

I/M ＝０５,模型噪声方差ε＝６２×１０－３ ,算法重构误差Error与截断参数τ的关系见图４.

图４　算法重构误差Error与截断参数τ的关系

实验表明,本文算法和RTMWP算法均在τ小于某阈值τ０ 时达到最小重构误差,因此τ＝０是算法的

最优取值,即算法不需要进行截断参数τ整定.在上述条件下,本文算法的重构误差为 Error＝１０－２１５,

RTMWP算法的重构误差为Error＝１０－１７９,本文算法的重构误差小于RTMWP算法的重构误差,同时与

TuckerALS算法的最优低秩近似误差Error＝１０－２２０相近.
第三组实验研究算法重构误差Error与模型噪声方差的关系.仿真中对原始信号进行归一化处理,采

样比I/M ＝０５,截断参数τ＝０,算法蒙特卡洛次数为５００.算法重构误差Error与噪声方差的关系如图

５所示.

图５　算法重构误差Error与噪声方差ε的关系

由图５分析可知,随着噪声方差ε的增大,算法的重构误差Error呈现增大的趋势.在不同噪声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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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本文算法的重构误差均小于RTMWP算法的重构误差,同时更接近 TuckerALS算法的X
－

最优低秩

近似误差.实验表明本文算法对噪声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一种高精度的鲁棒高光谱图像重构算法.提出算法采用离散余弦测量阵对含噪声的高光谱

图像进行压缩感知量测,进而使用张量模１、模２投影来重构高光谱图像.理论分析了算法的重构误差上

界.在仿真实验中,将本文算法与RTMWP算法进行比较,验证了提出算法的有效性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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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algorithm,ahighprecisionandrobusthyperspectralimagereconstructionalgorithmis

proposedTheproposedalgorithmusesdiscretecosinematricestomeasureanoise addedhyperspectral
imagebycompressedsensing,andthenthehyperspectralimageisreconstructedwiththemode １and
mode ２projectionsofthetensorTherobustnessoftheproposedalgorithmistheoreticallyanalyzedThe
simulationiscarriedoutandthecomparisonwithRTMWPismade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

proposedalgorithmhaslowersignalreconstructionerror,anditisalsorobusttotheadded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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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基资源网络化智能微小卫星系统设计

刘　洋　万志强　戴媛媛　李　华　王旭辉　范城城

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摘　要　针对天基多源遥感获取与网络应用综合需求,设计了基于通用卫星平台的天基资源网络化

智能微小卫星系统.通过分别配置高分SAR、高分光学和宽幅光学等不同类载荷,以及高速激光通信载

荷和低速微波通信载荷,卫星系统可在轨完成多维遥感信息综合获取和天基网络智能传输及规划处理.
系统的建立可为应急事件处理、灾害救援和资源普查等不同遥感应用提供解决方案.

关键词　多源遥感;天基网络;激光通信;智能处理

０　引　言

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微小卫星技术水平得到飞速提升,微小卫星的应用日益广泛[１７],以SkyBox、

PlanetLab、OneWeb等为代表的新兴商业卫星公司不断涌现,推出了SkySat星座、Flock星座、６８０颗

星全球互联网覆盖星座等计划.这些新兴商业卫星公司提出 “小卫星、大数据”“永远在线”“全球服务”

等理念,为互联网用户提供遥感图像、通信接入等服务,以互联网发展思维、商业化运作模式驱动着现

有航天的重大变革.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数据采集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的快速发展,
未来涵盖多手段遥感、多源信息融合与智能化服务等多方面需求的商业微小卫星系统解决方案将不断出

现,微小卫星数据应用服务市场前景广阔,蕴含巨大的商业、民用价值.

低轨小星座组网应用是目前微小卫星的发展趋势,因此低成本、小型化、集成化、具有网络互联能

力是未来低轨卫星组网的基本需求[８,９],而构建天基资源网络化服务体系,更是对微小卫星的设计提出了

网络化、智能化以及低成本集成化的要求.

１　系统概况

为了满足 “天基互联网＋”信息服务体系的系统能力和服务模式对卫星平台网络互联和开放应用体

系的需求,在继承和发展现代微小卫星的设计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系统设计,构建开放式的微小卫

星体系,开展卫星模块化、无线化关键技术研究,形成具有开放互联、自适应组网接入、低功耗小型化

的微小卫星.
系统主要具备如下特点:
(１)卫星模块化设计[１０]

根据特定任务需求选配不同的载荷和平台的功能模块组装,采用标准模块化设计方法,部分模块间

除电源电缆外的信息传输采用无线通信的形式,这样简化了连接关系,使卫星设计、装配、总装更加便

捷.各模块协同工作共同完成整星任务功能.各模块的研制工作可单独进行,并行进行总装和测试;模

块内部的设备可以单独拆装,不影响主线进度和其他设备测试,缩短研制周期,同时实现卫星之间同类

模块的可互换性.标准模块投入生产后可以实现批量生产,通过抽检方式替代每个模块的单独试验,从

根本上减少产品的研制和试验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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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平台软件 APP技术

卫星平台软件的 APP化建立在开放式卫星体系架构的基础上,用户可以根据自身对不同领域、不同

问题的应用需求,深度整合利用卫星星上资源和数据,开发出更加友好、高效的软件,用户或软件开发

者无需过多地关注底层硬件的差别,通过搭建应用软件框架自动生成大量代码,极大地降低了卫星应用

软件开发难度,这将有效推动卫星应用向大众创新迈进.卫星平台软件 APP通过上注、在轨安装,实现

应用服务.

２　系统组成及系统能力

系统由高分SAR、高分光学和宽幅光学三类卫星组成,卫星配备高、低速星间通信载荷,用于形成

天基互联网络.系统主要功能包括:

１)具备星间组网通信能力;

２)具备在轨智能处理能力;

３)具有多种遥感载荷及成像能力.
系统主要指标如下:
(１)星地通信

１)数传:QPSK,４００Mbps;

２)遥测遥控:S波段,上行２０００bps,下行８１９２bps;

３)地面终端通信速率:上行１kbps;下行１２８kbps.
(２)星间通信

１)激光通信:１００Mbps＠３０００km;

２)UHF通信:１kbps＠３０００km.
(３)在轨信息处理

１)目标提取速度:优于５s;

２)目标数据分发速度:优于５s.
(４)高分SAR
１)波段:Ku频段;

２)分辨率/带宽 (＠５００km):

a)模式一:０５m/５km;

b)模式二:１m/８km;

c)模式三:３m/１０km.
(５)敏捷光学

１)分辨率 (＠５００km):

a)全色０７m,彩色１４m;

b)长波１４m.

２)幅宽 (＠５００km):

a)可见１１km;

b)长波４４８km×３５８km.
(６)宽幅光学

１)可见分辨率:３m (＠５００km);

２)幅宽:１２０km (＠５００km).

卫星由平台和载荷两大部分组成,卫星平台包括平台综合管理、载荷信息管理、姿态测量与控制、
能源管理、星间激光通信、UHF通信、结构与热控等功能单元,如图１所示.三星分别搭载一个遥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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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和智能处理载荷,三星外形如图２所示.

图１　卫星组成

图２　三类卫星构型图

智能化信息处理与服务载荷是实现天基信息在轨处理与资源服务的物理载体.该载荷面向低轨卫星

对地观测载荷数据在轨处理与资源服务应用,能够实时接收缓存遥感载荷原始数据及位置姿态等信息,
实现快速数据处理,接收来自用户的服务请求并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其数据来源为实时获取的多种载

荷信息,包括并不限于可见光、红外、SAR等.
智能化信息处理与服务载荷硬件采用FPGA＋多 GPU＋大容量存储的架构,功能上主要包括主控模

块、原始数据收发管理模块和处理模块.
主控模块负责与外部接口的通信和载荷内部的控制.包括载荷遥控遥测信息应答,处理模块的任务

调度,产品数据存储器的读写控制.
原始数据收发管理模块实现载荷原始数据的接收、解析和缓存,并根据主控指令将载荷原始数据

发送到处理模块.处理模块采用英伟达的 GPU模块,能够根据应用任务处理要求通过高速串行总线接

收原始数据,并通过以太网将产品数据返回给主控模块.智能化信息处理与服务载荷由硬件环境和基

础软件环境组成,如图３所示.硬件环境主要包括主控模块、原始数据收发管理模块和处理模块,与

卫星平台的供电接口和载荷管理单元的数传、控制和载荷原始数据接收接口.基础软件环境包括操作

系统和板级支持包、驱动程序等,并为上层应用软件提供软件接口,为上层应用软件提供稳定、可靠

的软件运行环境.
每类卫星上均配备了高速激光通信载荷和低速微波通信载荷,用于信息交互和协作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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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智能化信息处理与服务载荷组成

星间激光通信机采用直接探测的通信体制.为满足星座组网的总体设计要求,采用收发空间分离的

方式实现双工通信.通信和跟踪共用同一个通信光源,并共用同一个通信探测器,从而极大地降低资源

消耗.星间激光通信机主要包括光学系统、电子学系统和相应的机构及控制部分,具体系统组成示意图

如图４所示.

图４　激光通信载荷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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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星间通信的目的主要包括３类:引导高速激光星间链路的建立;主星分发任务指令 (经纬度、时

间信息等);星间路由学习 (广播).
当某颗卫星需要建立高速激光星间链路进行数据传输时,需要向对方卫星发送星间链路建立请求信

息,也需要知道对方卫星的轨道位置信息以便进行姿态机动和光路对准操作,因此需要一个通信途径进

行信息交互.UHF通信机结合两副构成近全向波束的 UHF通信天线,尽可能在任意卫星姿态条件下随

时建立低速星间链路,在两颗需要建立高速激光星间链路的卫星之间交互链路建立请求及轨道星历等信

息,引导卫星姿态调整及星间激光光路相互对准.
两颗卫星之间收发采用单工模式,收发共用同一频点.采用扩频体制,提高抗干扰性能,每一颗卫

星固定分配一个发送扩频码,每一颗卫星可以用任意扩频码 (自身发送扩频码除外)接收数据.物理信

道分为导频信道和业务信道:所有卫星共用一个导频信道,卫星通过该信道发起建立低速星间链路的操

作流程;业务信道用于发送各类数据信息,每颗卫星在该信道上用自身扩频码发送数据.

３　系统组网方案

当某颗卫星需要建立高速激光星间链路进行数据传输时,需要向对方卫星发送星间链路建立请求信

息,也需要知道对方卫星的轨道位置信息以便进行姿态机动和光路对准操作,因此需要一个通信途径进

行信息交互.在两颗需要建立高速激光星间链路的卫星之间交互链路建立请求及轨道星历等信息,引导

卫星姿态调整及星间激光光路相互对准.
星间路由模块对外发送路由学习包,其邻居卫星节点收到后给予反馈,从而实现可达邻居节点的探

测发现,作为星间路由算法的输入.
智能信息处理与服务载荷根据其掌握的本星资源信息及其他卫星节点的资源信息进行自主任务规划,

形成任务指令数据 (包含观测目标经纬度、时间信息等)并分发给其他需要配合的卫星节点,进行多星

协同观测.
以上业务数据均属于控制信息,数据量均较小,一般为２０Bytes左右,适合利用低速微波星间链路

进行传输.其他大数据量的业务信息 (如观测图像数据等)则适合通过高速激光星间链路进行传输.
星间链路信息流程如图５所示,业务对应的信息流程图分别如图６~图８所示.

图５　星间链路数据信息流

４　系统应用

天地应用原型系统如图９所示.天基段包括高分辨率SAR卫星、敏捷光学卫星和宽幅光学卫星共三

颗新型网络化智能小卫星.地面段包括传统地面应用服务系统和终端应用服务系统两部分.传统遥感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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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微波链路引导建立激光链路并传输大数据信息流程

图７　路由学习包传输信息流

图８　UHF星间链路数据传输控制信息流

星地面系统包括测控系统、数据接收系统、任务规划系统、数据处理系统、定标与质评系统和应用服务

系统.面向终端的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小型天线、管理型终端、应用终端和应用支撑系统.

原型系统中的三颗卫星既可接收从用户终端上注的应用需求,也可接收从测控系统上注的任务指令,

通过这两个通道上注的任务存在资源竞争.为了避免星上星务分系统进行复杂的任务冲突判断和某一任

务执行过程中被打断而带来的任务执行状态的歧义性,项目组将从这两个通道上注的不同任务定义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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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天地应用原型系统

星系统的两种工作模式:从测控系统上注的应用模式称为常规应用模式,从用户终端上注的应用模式称

为智能应用模式,并通过测控系统上注模式切换指令解决两种应用模式冲突带来的相关问题.

５　结　论

天基资源网络化智能微小卫星系统瞄准多源遥感智能综合应用,通过高分SAR、高分光学和宽幅光

学三类卫星的设计和星间网络的规划,给出了天基互联遥感系统的解决方案.该系统可满足多源遥感信

息快速获取和智能应用处理的需求,为微小卫星通用化设计和天基互联网设计提供了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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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BasedonSpaceResourceNetwork

LIUYang,WANZhi qiang,DAIYuan yuan,LIHua,WANGXu hui,FANCheng cheng
InnovationAcademyforMicrosatellite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Abstract　Accordingtotherequirementsofspace basedmulti sourceremotesensingacquisition
andnetworkapplication,aspace basedresourcenetworkintelligentmicrosatellitesystem basedon

generalsatelliteplatformisdesignedByconfiguringdifferentkindsofloads,suchashigh resolution
SAR,high resolutionopticsandwide bandoptics,aswellashigh speedlasercommunicationload
andlow speedmicrowavecommunicationpayload,thesatellitesystemcancompletemulti dimensional
remotesensinginformationcomprehensiveacquisitionandspace basednetworkintelligenttransmission
andplanningprocessinginorbitTheestablishmentofthesystem canprovidesolutionsfordifferent
remotesensingapplicationssuchasemergencyresponse,disasterrescueandresourcec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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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相控阵天基预警雷达功率孔径积优化设计

高　飞　解　虎　党红杏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

摘　要　功率孔径积是天基预警雷达空间实施可行性的重要考量指标,本文在分析分布式相控阵天

基预警雷达探测模型的基础上,根据雷达探测地表及以上区域时雷达必要作用距离随波位依地球表面几

何而变化的特点和相参积累的时间限制,在平衡雷达探测距离和区域覆盖率两项指标对功率孔径积需求

的基础上建立功率孔径积优化模型,通过求解模型达到降低雷达功率孔径积需求的目的.仿真结果表明,

所提设计方法相对传统方法可大幅度降低分布式天基预警雷达功率孔径积需求.

关键词　分布式;相控阵;天基预警;功率孔径积

０　引　言

天基预警雷达同其他平台的预警雷达相比,因不受国界领空限制、覆盖范围广、平台高度高等优势,

具备对海面舰船目标、空中 (包括低空、超低空)飞机导弹等目标全天时、全天候和全球范围内的预警

监视信息获取和支持潜力.虽然天基预警雷达系统耗资巨大、技术难度高,但因其显著的优势和潜能,

世界各强国仍积极投入资金研发.然而由于其特有的太空工作环境和远距离探测性能要求,天基预警雷

达在大功率供电、天线综合性能及信号处理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技术难题.目前天基预警雷达在有限的功

率供给和远距离探测要求的前提下,通常是通过提升天线孔径尺寸/天线增益来实现对既定目标的探测.

而单纯提升天线孔径尺寸一方面会受到天线可展开性、形变误差以及可扫描范围等综合性能的限制,另

一方面会增加天线载荷的运载成本.

天基预警雷达研制技术难度极大,有关的研究资料大多集中在理论方面,且关于天基预警雷达功率

孔径积设计的文献公开很有限.文献 [１]针对用于低轨目标监视与态势感知的地基相控阵雷达,通过对

近区与远区搜索策略及与扫描角依赖的波形设计研究,降低了雷达功率孔径积需求;文献 [２]就如何高

效安排雷达波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搜索模式以实现时间和能量的最小化消耗及目标探测性能的最大化进

行了研究;文献 [３]针对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考虑到功率孔径积会影响雷达探测威力,而阵列天线峰值

旁瓣比会影响到雷达的低截获性能和杂波抑制性能,从而对二者进行了折中设计;在文献 [４ ９]中分别

对有源相控阵雷达的阵面数目进行了优化设计,其中文献 [９]特别将功率孔径积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进行

设计,以保证雷达在不同扫描角上具有同等优越的跟踪和分辨性能;文献 [１０]通过对搜索、跟踪、火

控等不同用途雷达性能与功率和孔径量化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在功率和孔径两方面平衡资源开销的思想;
文献 [１１]利用目标相对雷达波束覆盖区域基本与星下点运动方向相反的特性,提出的延长扫描时间的

波束扫描方式降低了天基预警雷达功率孔径积需求;而文献 [１２]则从分析数据率、波束交叠系数及阵

面倾角等因素对功率孔径积需求影响的角度出发,通过谨慎合理选取上述相关参数达到降低相控阵雷达

功率孔径积的目的.

本文根据分布式相控阵天基预警雷达对地表及其上空区域探测时雷达必要作用距离随波位的变化规

律和高速平台下的相参积累时间限制,提出了一种在保证雷达探测性能同时降低功率孔径积需求的优化

方法.后续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１节为分布式相控阵天基预警雷达探测模型分析;第２节为功率孔径积

优化设计;第３节为仿真实验;第４节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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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分布式相控阵天基预警雷达探测模型分析

分布式相控阵天基预警雷达探测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多个相同的小相控阵天线分布在多颗卫星平台

上,且各星子孔径以相同的探测几何构成一个大的孔径阵列,整个大的孔径阵列尺寸与其对地表及其上

空区域探测距离满足远场条件.此时,当各星发射正交信号并接收包括自己在内所有卫星信号时,可形

成类似于相干 MIMO的探测模式[１３,１４];当各星发射相同信号并进行相干接收时 (假设星间满足时空频同

步要求),可形成类似于单基的全相干探测模式.

图１　分布式相控阵天基预警雷达探测示意图

预警探测雷达为了能对目标回波进行相干处理,通常考虑在相干处理时间内不出现目标跨距离门走

动的情况,而距离门大小又会受到信号带宽的影响,如果为了避免这种跨距离门走动情况,通过单纯地

降低信号带宽增大距离门来实现,会对系统距离分辨率和测距精度有较大限制.因而一种更合理的方法

就是在系统设计时针对具体的目标速度范围和径向速度统计特性,设定合理的信号带宽,在满足距离分

辨率和测距精度的同时不会出现目标跨距离门走动.最终确定最大可用相干处理时间的原则就是:在最

大可用相干处理时间Tc 内目标以径向统计平均速度vr 运动的距离不超过半个距离单元.
考虑到相控阵体制在波束偏扫时存在波束展宽、增益下降的缺点,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波束指向采

取不同的波束驻留时间补偿.假设波束指向为阵面法向 (正扫)时,满足探测各项指标要求时的等效相

干处理时间为Δt,当波束指向与阵面法向在俯仰和方位夹角为φci 和θci 时,根据雷达方程,为了保持与

原先正扫时具有相同的探测威力,等效相干处理时间应为 Δt/(cosφcicosθci)２.这一点将通过在后续天

线增益损失中计入波束偏扫损失而考虑.
考虑到实际中带宽限制下的相干处理时间有限,为了提高等效相干处理时间,将整个波束驻留时间

划分成Q 段,每段时间内进行相干处理,各段之间进行非相干处理,为了计算留有冗余,目标回波信号

非相干处理改善因子以下限 Q 计算,此时第i(i＝１,２,,I)个波位实际波束驻留时间Δtri 与等效相

干处理时间Δtci 之间关系如下

Δtri＝ QΔtci (１)
且根据最大可用相干处理时间的约束,其对等效相干处理时间的约束为

Δtci ≤ QTc (２)
其对实际波束驻留时间的约束为

Δtri ≤QTc (３)
下面我们根据雷达方程推导探测距离、搜索范围及搜索时间之间的量化关系,最终给出满足预警探

测各项性能指标要求下的功率孔径积.假设雷达系统工作于相干 MIMO 的探测模式,且接收的各正交回

波信号间采用非相干积累,则在某波位时该分布式雷达系统方程可表示为

５１３



R４
max＝

PavG２λ２σΔtciM３/２

(４π)３kTsFnLsD
(４)

式中　Rmax ———分布式雷达系统探测距离;

Pav ———单星雷达平均发射功率:

G ———单星雷达天线增益;

λ———雷达系统工作波长;

σ———目标RCS;

M ———分布式雷达系统卫星数目;

k———玻耳兹曼常数;

Ts ———系统标准噪声温度;

Fn ———噪声系数;

Ls ———系统损耗;

D ———雷达系统识别因子,即最小可检测信噪比.
考虑到天线效率和偏扫带来的增益损失以及天线增益与主波束所张的空间角 Δψci 之间的关系,令ηi

＝η０cosφcicosθci 表示第i个波位包括偏扫损失和天线效率η０ 在内的天线增益损失,则G ＝４π
Aeηi

λ２ ＝

４π
Δψci

,其中Ae 为单星天线孔径面积,Δψci＝
λ２

Aeηi
为考虑天线增益损失情况下主波束 (搜索波束)所张空

间立体角,则雷达方程可变化为

R４
max＝

PavAeηiσΔtciM３/２

４πΔψcikTsFnLsD
(５)

在上式中,令Kx ＝
１

４πkTsFnLsD
,则雷达方程可进一步变为

R２
maxSi＝KxPavAeσM３/２ηiΔtci (６)

式中,Si＝R２
maxΔψci 为空间角Δψci 和雷达作用距离Rmax 决定的雷达波束搜索面积.需要说明的是,分布

式雷达系统虽然接收波束为整个分布式孔径形成的窄波束,但可在接收端实现数字多波束接收,其单波

位的搜索面积和单颗星的情况相同,仍取决于发射波束宽度.
将式 (１)代入式 (６)可得

R２
maxSi＝KxPavAeσM３/２

Q
ηiΔtri (７)

上式反映了单波位按照空间角Δψci 覆盖搜索时,雷达探测距离、搜索面积、波束驻留时间与功率孔

径积、目标RCS、卫星数目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式 (７)中单波束空间角Δψci 覆盖的面积Si 为半径Rmax 球面上的面积,若直接采用Si 代表

雷达实际覆盖的地球表面面积显然有失合理.原因有三:一是Si 并未体现波束扫描时不同俯仰角变化情

况下的球面面积变化比例;二是Si 是按空间角分辨率覆盖计算的,而实际中至少应按３dB波束宽度对应

的空间角 (简称３dB空间角)覆盖计算;三是Si 对应的是半径Rmax 球面上面积,并非实际地球表面面

积.综合考虑以上三点因素,假设３dB空间角对应覆盖的实际地球表面面积为Sxi ,则有

Sxi＝αρiβiSi (８)
其中

βi＝
２sin(Δφi/２)

Δφi
sinφi ≈sinφi

式中　α———３dB波束空间角与Δψci 的比值,α＝０７８４８η０;

βi ———波束扫描时不同俯仰角情况下所覆盖的球面面积变化比例因子;

φi,Δφi ———第i个波位俯仰角对应的下视角和相应的３dB波束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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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i ———３dB空间角覆盖的实际地球表面面积与球面面积的比值.
雷达单波位地球表面覆盖区域与作用距离Rmax 为半径的球面覆盖区域如图２所示,其中Δφ为俯仰向

波束宽度,实际的地球表面覆盖区域为地球表面AB︵ 所在球冠ABCD 在方位波束宽度范围内的面积Sxi ,

而按作用距离计算的球面区域为A′B′

(

所在球冠A′B′C′D′在方位波束宽度范围内的面积,记为Swi .则

可推导出在轨道高度一定时,面积比值Sxi/Swi 只与俯仰波束指向有关,即

ρi＝
Sxi

Swi
＝

ReRs１,iRs２,i Rs１,i＋Rs２,i( )

R２
max R２

eh －Rs１,iRs２,i－R２
e( )

(９)

式中　Re ———地球半径;

Reh ———地球半径与轨道高度之和;

Rs１,i,Rs２,i ———俯仰波束后沿与前沿对应的至地表的斜距.

图２　单波位地球表面与半径Rmax 的球面覆盖区域示意图

图３　单波位面积比值ρi 随斜距的变化关系

图３给出了轨道高度５００km,作用距离１２００km 时,单波位面积比值ρi 随斜距的变化关系,可以看

出,在斜距为５００~８５０km 时ρi ＜１,在斜距为８５０~１２００km 时ρi ＞１,说明单波位实际覆盖的地球表

面积与其覆盖的半径Rmax 球面上面积均随着俯仰波束指向而变化,且随着斜距增大 (俯仰角增大)地表

实际覆盖面积增加更加快速.

７１３



将式 (８)式带入式 (７)可得

R２
max

Sxi

αβiρi
＝KxPavAeσM３/２

Q
ηiΔtri (１０)

上式反映了单波位按照３dB波束空间角覆盖计算时,雷达最大探测距离、地表实际搜索面积、波束

驻留时间与功率孔径积、目标RCS、卫星数目之间的关系.
依据式 (１０)可知,完成整个波位扫描的搜索时间可表示为

T＝
QR２

max

αKxPavAeσM３/２∑
i

Sxi

βiηiρi
(１１)

按３dB波束宽度跨接覆盖,整个波位波束的覆盖区域面积为

S＝∑
i
Sxi＝

ΘRe max
i

２(Rs２,i)－max
i

２(Rs１,i)[ ]

２Reh

(１２)

式中,Θ 为方位向搜索波束对应的地球表面覆盖范围大小,单位为弧度.要满足波束驻留时间内的探测距

离要求,即要满足 max
i

Δtri( ) ≤QTc ,也即

QR２
max

αKxPavAeσM３/２max
i

( Sxi

βiηiρi
)≤QTc (１３)

上式反映了在允许的波束驻留时间内各波位探测距离对功率孔径积的要求.要满足区域覆盖率指标

S
T

æ

è
ç

ö

ø
÷

O
,只要 S

T ≥
S
T

æ

è
ç

ö

ø
÷

O
,即

ΘRe max
i

２(Rs２,i)－max
i

２(Rs１,i)[ ]αKxPavAeσM３/２

２Reh QR２
max∑

i

Sxi

βiηiρi

≥
S
T

æ

è
ç

ö

ø
÷

O
(１４)

上式反映了分布式雷达系统在作用距离一定时,要达到一定区域覆盖能力所必需的卫星数目与单颗

星功率孔径积关系.
从式 (１３)和式 (１４)可以看出,对于固定的目标 RCS,在规定的波束驻留时间内要达到既定的探

测距离可以通过增加卫星数目或者单颗星功率孔径积来实现;对于固定的轨道高度、目标 RCS和天线扫

描范围,要实现更大的区域覆盖率,要么增加单颗星功率孔径积或者增加卫星数目,要么降低雷达系统

的作用距离.

２　功率孔径积优化设计

按照式 (１３)和式 (１４)可以较简便地确定出满足预警探测性能指标的雷达系统功率孔径积,但从

整个分析推导过程可以看出,雷达作用距离是按最大作用距离在各波位始终不变计算的,实际上根据卫

星对地球表面探测的几何关系可知,大多数波位雷达对地斜距小于其作用距离 (或最大斜距),可以考虑

优化.具体的思想就是:使雷达作用距离随波位依地表斜距而变化,仅满足当前波位覆盖区域的探测

要求.

假设雷达作用距离随波位变化,且取值为单波位地表斜距前沿 (也可以稍大于该值),则雷达单波位

地球表面覆盖区域与作用距离为半径的球面覆盖区域如图４所示,此时与图２类似,实际的地球表面覆盖

区域仍为地球表面AB︵ 所在球冠 ABCD在方位波束宽度范围内的面积Sxi ,而按作用距离计算的球面区

域为A′B︵ 所在球冠A′BCD′在方位波束宽度范围内的面积,仍记为Swi .相应面积比值Sxi/Swi 为

ρi＝
Sxi

Swi
＝

Re R２
s２,i－R２

s１,i( )

Rs２,i １－
Rs２,i

Rs１,i

æ

è
ç

ö

ø
÷R２

e －(Reh －Rs２,i)２＋
Rs２,i

Rs１,i
(Reh －Rs１,i)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５)

式中,各符号意义与式 (９)相同.

８１３



图４　优化后单波位地球表面与作用距离为半径的球面覆盖区域示意图

图５给出了优化后单波位面积比值ρi 随斜距的变化关系,可以看出,优化后单波位面积比值在整个

５００~１２００km 斜距范围内均大于１,其原因是雷达最大作用距离随波位变化之后,单波位所覆盖的以作

用距离为半径的球面面积减小所致.

图５　优化后单波位面积比值ρi 随斜距的变化关系

依照第１节中的推导,将雷达作用距离替换为随波位变化的Rmax,i ,可知优化后要满足波束驻留时

间内的探测距离要求,即要

Q
αKxPavAeσM３/２max

i

R２
max,iSxi

βiηiρi

æ

è
ç

ö

ø
÷ ≤QTc (１６)

优化后要满足区域覆盖率指标 S
T

æ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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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 (１３)、式 (１４)式和式 (１６)、式 (１７)可以看出,雷达系统需求的最终功率孔径积 (综合功

率孔径积)是由探测距离和区域覆盖率双重约束共同决定的,即综合功率孔径积必须同时满足二者的约

束;参数Q 增大时会降低探测距离对功率孔径积的需求,但会增加区域覆盖率对功率孔径积的需求,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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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Q 减小时又会增加探测距离对功率孔径积的需求,但会降低区域覆盖率对功率孔径积的需求.
为了更好地利用功率孔径积资源,并平衡探测距离与区域覆盖率二者的功率孔径积需求,可对参数Q

进行优化,以使综合功率孔径积最小.对Q 寻优的数学模型如下式

Qopt＝arg
Q

min max PavAe( ) Range,PavAe( ) Cover[ ]{ } (１８)

式中,PavAe( ) Range 和 PavAe( ) Cover 分别表示满足探测距离和区域覆盖率要求的单星功率孔径积.

３　仿真实验

图６为基于表１仿真参数下优化前后单星综合功率孔径积需求在不同信号带宽情况下随Q 的变化关

系,其中Qopt１ 和Qopt２ 分别表示优化前和优化后Q 的寻优结果.

表１　仿真参数

参数 取值

轨道高度/km ５００

卫星数目 ３０

雷达作用距离/km １２００

区域覆盖率/ (km２/s) ５００×５００/１０

探测斜距范围/km ５２８~１２８９

方位扫描范围 ±４５°

信号带宽/MHz ０５,１,２,４

目标平均径向速度/ (m/s) ６３７

目标 RCS/m２ １

图６　优化前后单星综合功率孔径积需求在不同带宽情况下随Q 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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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６可以看出,在Q 的寻优结果下优化后相比优化前的单星综合功率孔径积需求明显降低,下降

幅度在４４％~７１％,平均下降为５４％,即单星综合功率孔径积需求优化前为１１０００Wm２,则优化后平

均为５９４０Wm２,若单星天线孔径面积为１０m２,则功率需求为５９４W;另外优化前后的综合功率孔径

积需求均随带宽的增加而增大,这一点也可以从图７体现,即在满足一定的探测距离和区域覆盖率要求前

提下,降低功率孔径积需求与提升距离分辨率/测距精度存在矛盾.这一点虽然不能在雷达方程中体现出

来,但由于信号带宽会对雷达系统相干处理时间造成限制从而间接影响其探测性能,而为了维持原有的

探测性能则需要增大功率孔径积.

图７　优化前后寻优下的单星综合功率孔径积需求随带宽的变化关系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分布式相控阵天基预警雷达功率孔径积优化问题,利用雷达对地表及其以上区域探测时的

工作特点,提出了使雷达作用距离随波位依地表斜距而变化的思想,并采用了相应的信号处理策略,在

此基础上对单星功率孔径积进行了优化设计,仿真结果表明:在雷达最大探测距离和区域覆盖率双重指

标约束下,优化后的单星综合功率孔径积需求相比优化前大幅下降,在不同信号带宽下平均下降可

达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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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lDesignofPowerApertureProductfor
DistributedPhasedArraySpace based

EarlyWaringRadar
GAOFei,XIEHu,DANGHong xing

Xi’anBranch,ChinaAcademyofSpaceTechnology

　　Abstract　Thepowerapertureproduct (PAP)isanimportantconsiderationindicatorforthespace
applicationfeasibilityofspace basedearlywaring (SEW)radarsInthispaper,basedontheanalysisof
theoperation modelof distributed phased array SEW radars,an optimization modelis builtin
considerationoftherequirementbalanceforPAPbetweenradarrangeandareacoveragerate,accordingto
thetimelimitforcoherentaccumulationandthecharacteristicthatwhenearthsurfaceanditsaboveareas
beingobservedtheessentialradarrangewillvarywiththeearthsurfacegeometrybythescanningbeam

position,andlowerPAPrequirementisachievedbysolvingtheoptimizationmodelNumericalsimulations
havedemonstratedthattheproposedmethodcangreatlydecreasethePAPrequirementfordistributed
SEWradars,comparedwiththetraditionalmethod

Keywords　Distributed;Phasedarray;Space basedearlywaring (SEW);Powerapertureproduct
(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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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供电模式在微小卫星上的应用前景

张俊峰１　赵　斌２

１空间电子信息技术研究院;２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摘　要　针对微小卫星供配电体制,对两种无线供电模式,即卫星接收空间太阳能电站微波能量以

增加整星电能和卫星采用内部无线供电以提供灵活结构、平台减重的可行性方案,进行适应性分析.
关键词　供配电系统;微波能量接收;内部无线供电

０　引　言

卫星电源分系统是获取、储存、分配电能的分系统,负责在卫星整个生命周期中提供稳定可靠的电

源.电源分系统是卫星重要组成部分,相当于人的心血管系统,需要长期静默工作,以维持生命.若其

发生故障,将是致命的.电源分系统同时也是平台重量的主要来源,尤其对于微小卫星来说,电源分系

统的处理功率密度更直接地影响任务的单位质量能效.
卫星电源分系统通常分为供电子系统和配电子系统,两部分联系紧密同时又有分工侧重.
由图１可知,供电子系统主要负责包括获取、储存在内的能源处理,和主要包括母线调节等任务的能

源管理.空间能源获取的来源通常主要由核能、燃料电池、太阳能几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其中多种方式的

组合,考虑体积、重量因素,目前阶段微小卫星、立方星的能源来源基本采用单一太阳能.依然是由于

体积、重量因素,即使采用母线调节 MPPT等技术,带来的有限能源节省和更充分利用,也最终局限于

携带光电电池的转换能力.

图１　卫星电源分系统基本组成

配电子系统主要负责电能分发,包括转换电压的变换器及配电网络,配电网络带来的重量比重如能

进一步减小,将对微小卫星的总体效能提高有益.

根据目前阶段电能无线传输的研发进展,结合微小卫星供配电体制,本文对卫星电源分系统应用无

线传输电能技术的前景进行分析,包括在供电子系统采用无线接收外部电能,在配电子系统应用无线传

输电能技术.

１　供电子系统接收外部电能

相较于同期的其他方案,现阶段微小卫星、立方星供电子系统主流的方案是采用转换效率２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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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三结砷化镓 (Tri—JunctionGaInP２/GaAs/Ge)半导体太阳能光电电池和锂离子蓄电池的组合.由

此,最直接功率扩容的方案大多集中在光电电池的面积扩容、多结InGaN、锑化镓 (GaSb)基等更高效

太阳能电池的研发、透镜聚光增强和柔性展开的薄膜电池,针对于很难增加更多转动机构的微小卫星、
立方星来说,柔性展开的薄膜电池相对更易成为备选方案.碳纳米材料等针对锂电池的电极改造也会推

进锂电的等体积容量提升.同时,采用母线调节 MPPT等技术,带来能源更充分的使用,但上述直接措

施终将局限于携带光电电池的转化能力.
随着各种载荷设备用电量的增加,甚至电推进等平台设备的用电量增加,对电能的需求越来越大,

形成了有限体积下的有限能源与功耗间的主要矛盾.微小卫星、立方星为了更好地提升任务质量,对于

能源的更大需求,可以令我们寻求除了上述自身获得之外的接收外部能源供给的形式.大卫星采用的可

再生燃料电池等方案不适用于小卫星.针对于微小卫星、立方星应用场景,我们考虑采用远距离无线电

能传输技术,国内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等众多研究机构均做了大量工作.
远距离无线功率传输 WPT (WirelessPowerTransmission)主要有激光功率传输LPT (LaserPower

Transmission)和微波功率传输 MPT (MicrowavePowerTransmission)两种方式.LPT 模式,激光波

长短,波束窄,收发天线尺寸小,重量小,需要根据接收整流的效率和热耗控制接收功率,以避免功率

过大导致烧毁.在未来的激光/微波武器,也有可能采取能量阻塞的方案来摧毁目标立方星.目前阶段激

光通信发展迅猛,提供了大量具有实践意义的激光跟踪校准方案和数据.MPT模式,如果能源的来源是

空间其他飞行器,相应的同样需要实现高速相对运动过程中的微波发射天线和微波接收天线的精确对准,
需要一定程度的伴飞.

空间太阳能发电站 (SpaceSolarPowerStation,SSPS),是一种在太空将太阳光转化为电能的超大型

发电系统,具有环保、高效等特点[１].星地输电用２４５GHz或５８GHz的微波,易穿透大气层,在良好

气象条件下,电能仅损失２％.建造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构想由美国科学家于１９６８年提出,现各国规划的

SSPS都要到２０４０年后才能建成,产生效益.空间太阳能发电站可以采用 MPT模式或 LPT模式传输功

率.空间太阳能发电站运行或验证阶段可以配备子电站,子电站具备给飞经其发射功率范围内的微小卫

星供电的能力.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航电实验室成功完成世界首次微波频段轨道角动量 (OAM)
具有螺旋相位面的电磁波２７５km 长距离传输实验.

微小卫星对并联式方案敏感,更适宜兼容性方案,或唯一性方案,由于体积的原因,不适宜同时安

装一套微波,一套激光,两种接收器.除非这两种接收器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统一模式接口的结构线路板.
无论是 MPT模式还是LPT模式,空间太阳能电站或地面微波电站微波能量、激光能量传输,在微

小卫星、立方星的接收端,接收效率的提升主要集中于接收器整流电路的效能.
外部无线电能接收示意图见图２.

图２　外部无线电能接收示意图

对于接收器整流电路,以 GaN为代表的第三代宽禁带半导体的应用,将提高微小卫星、立方星接收

端的转换效率,从而提升整个能量转换系统的效率.GaN 基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SBD)是一种重要的

GaN基器件,它是多数载流子半导体器件,相比于PN 结二极管,具有反向恢复时间短、开关损耗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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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GaN基SBD不仅有 GaN SBD,还有体材料为异质结的 ALGaN/GaN SBD.国外 Transphorm
公司生产的 TPS３４１０PK６００V/６AGaN肖特基二极管,国内 Dynax公司可提供的 GaN SBD,能满足

相应参数的要求.
如果不能保证全天候的供电,只要在一定时段获取到足够的能源即可,基于同样的原理,具备微波

或激光接收面的低轨微小卫星、立方星,也可以从地面发射站获取能量.基于远距离能量传输的工程原

理,立方星捉衿见肘的能源供应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地面发射站获得能量和从空间其他飞行

器获得能量,同样涉及整星姿态控制和通信及航线规避.上述无线供电模式,除了应用于微小卫星外,
也适合小卫星的辅助能源采集,包括失能卫星 (包含能量耗尽或一次母线主份故障)的临时供电救援.

２　配电子系统应用无线电能传输技术

微小卫星及立方星应用优势之一即具有简单、规范的结构,简单的立方结构带来很大便捷的同时也

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承载异形有效载荷,将对整星布局造成影响,这将违背立方星快捷固定平台的初

衷.立方星相对于细胞星的组合应用中,在多立方星对接的过程中,无线供电可以利于组网组合任务的

进行.另一个应用前景是利于供电子系统在轨更换,包括蓄电池在内的无线供电单元的非连线式结构一

旦形成,利用机械臂简单操作,通过更换无线供电单元延长一倍的重点节点组网星工作寿命,也将存在

一定的可能性.另外,当对带有转动机构设备 (诸如太阳能板转动机构、天线转动机构)或布线结构复

杂的情况、或需要隔离整星振动的设备 (诸如振动敏感型制冷机、光学系统、某些飞轮、陀螺等),进行

非接触无线供电时,将大大提高可靠性.
地面电子产品采用无线供电的优势主要集中在无线式供电带来的便捷性,而基本没有减重的考虑.

立方星需要将平台部分的重量降至最低,通常立方星考察各组件板的重量均在１０g/５g的分度量级,连

接线缆的铜线及相应的支撑电连接器接头的重量,在这时也将作为一项重量因素.
内部无线电能接收示意图见图３.

图３　内部无线电能接收示意图

现有的PC１０４＋线缆的结构设计是立方星的几项核心规范之一,是实现立方星优势的重要保证,能否

在未来形成无线供电的新体制,取决于近距离无线供电的进步,包括技术的成熟/电磁兼容的统一考虑,
实现功能的质量比等因素.

近距离无线功率传输 WPT的各种方案中,超声波方式目前多用于１W 以内微功率传输,电场耦合方

式 (Electrical fieldCoupledPowerTransfer,ECPT)和电磁感应耦合方式 (InductiveCouplingPower
Transfer,ICPT)的功率传输距离较近,相对于微小卫星１０cm∗１０cm∗１０cm 的单体结构单元,磁耦

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技术 (MagneticCoupledResonanceWirlessPowerTransfer,MCRWPT)更为

适合.
地面电子产品使用近距离无线功率传输 WPT,形成三大无线供电标准联盟,每个联盟都希望自己的

标准 能 成 为 业 界 主 流.２０１５ 年,Alliancefor WirelessPower (A４WP)与 Power Matters Alliance
(PMA)合二为一,共同创建 AirFuel无线充电联盟.不同于 WPC 无线充电联盟的 Qi磁感应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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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Fuel技术包含谐振 (Resonant)及射频充电 (RF).AirFuel谐振技术,不仅在空间上的自由度更大,
还能同时对多台设备进行充电,最大充电高度可达５０mm.AirFuel射频技术,可以在几厘米到一米的范

围内进行低功率充电,真正做到了空间自由.
对于成熟商用器件的选用使得立方星接近应用的优势得到体现,这一重要基本原则,应用在无线供

电方面,指导我们对成熟的和有成熟潜力的无线供电商用器件进行了调研.
亚太电信组织 (Asia PacificTelecommunity,APT)已经正式推荐６７８MHz作为无线电力传输的

频率.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的工作频率下,如果使用传统的 MOSFET 作为发射端的逆变电路开

关,难以实现高频软开关,必然出现开关损耗大,热耗增加,转换效率降低且系统不稳定的状态.第三

代宽禁带半导体 GaN 功率电子器件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美国宜普公司 (EfficientPower
ConversionCorporation,EPC)２０１７年推出了 (以EPC２０４５、EPC２０４６、EPC２０４７为代表的)第五代产

品,如图４所示,尺寸减半,性能却提高了三倍.美国 Transphorm 公司、SSDI公司提供类似 Cascode
增强型 GaN晶体管 (低压 MOS与常开高压 GaN 自级联型),纳微公司 (Navitas)、TI公司提供集成驱

动器的 GaN产品.２０１８年,EPC公司也推出了集成驱动器的 GaN产品.

图４　EPC公司第五代功率半导体产品[２]

密切跟踪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发展,更紧密地结合应用,使用货架式无线供电产品,是

推进在配电子系统应用无线电能传输的重要应用路径.
以EPC公 司 产 品 为 例,该 公 司 推 出 无 线 输 电 套 件 EPC９１２９ (见 图 ５),该 套 件 是 一 种 高 效、

AirFuelTM联盟兼容的无线电源传输套件,可在 ６７８ MHz工作时提供高达 ３３ W 的传输.套件包括:
一个EPC９５１２放大器板及发射线圈,一个 EPC９５１３整流板及接收线圈,一个 EPC９５１４整流板及接收

线圈.
宇航应用环境适应性中最关键的抗辐照特性,使用 GaN无线供电也是完全可以满足的.离散FET已

被证明是总剂量和单粒子事件耐受的,如果采用具有相同基本结构的eGaN集成电路,预计会显示出类似

的耐受性.这一点使得采用 GaN工艺驱动芯片的集成FET (见图６)的产品的抗辐照特性甚至优于现有

的CMOS工艺驱动＋Si基 MOSFET的组合.
同时,采用 GaN工艺驱动芯片的集成FET的产品在该功率转换部位,元器件数量减少至１个,焊点

数减少５０％,PCB尺寸减小５０％.
这种内部无线供电模式,除了特别适合微小卫星外,也适合大卫星的复杂单机或分系统,尤其是无

线信息与功率同步无线传输技术,特别适合内部有产生相对位移的组件 (诸如太阳能板转动机构、天线

转动机构)或布线结构复杂的情况,或需要隔离整星振动的设备 (诸如振动敏感型制冷机、光学系统、
某些飞轮、陀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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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EPC９１２９无线电源传输套件[２]

图６　采用 GaN工艺驱动芯片的集成FET[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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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谐振频率将带来一定的电磁兼容问题,所以选用满足标准规范的组件会减少设计问题.如果同时

应用了前面提出的远距离无线电能接收技术,两种技术的应用由于能量处理方式的略微不同,很难出现

相互干扰的状态.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影响是跨越高耗介质带来的损耗.

３　内部高压设备应用无线电能传输技术

行波管电源等星上应用的高压电源产品存在着高压部分与低压部分的绝缘与隔离问题,如果能引入

无线供电技术,将在功率无线传输的同时完成高压部分和低压部分的隔离.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

系统示意图见图７.

图７　磁耦合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示意图

行波管电源等星上应用的高压电源产品应用无线供电技术的方案:
在高压电源变压器采用高频无线传输技术,即在低压部分,初级侧 GaN 高频功率管输出,确定低压

部分的边界,由无线传输间距决定隔离间距,降低帕邢击穿的风险,同时,将大大减少灌封材料的使用,
降低产品工艺风险.在高压部分,将接收的功率进行倍压整流,输出高压.相关的高压电源,采用相似

的处理方式.
上述无线供电转换的初级侧,可以采用本文图３所示的通用模式,也可以适当升高几倍初级侧电压,

即高压无线转换,碍于整流器件反向恢复时间带来的损耗,高压无线转换是原有Si基器件无法承受的,
致使该方案长期不具备可行性.第三代宽禁带半导体SiC/GaN 整流二极管的商业化,使得高频高压无线

转化成为可能,将逐步提高直接转换的电压,减小传输电流,提高传输效率.
高压电源产品的内部,需要悬浮于高压的诸如灯丝电源,将使用更为通用的无线供电技术,产生由

无线传输间距决定隔离间距的悬浮电源,同样降低了帕邢击穿的风险.
无线供电技术在高压电源产品中的应用,会带来高、低压部分的完全物理隔离,使得高压电源具备

更好的电气安全性、内部绝缘安全性.目前阶段,就商业市场上成熟产品来说,有相应器件,但无直接

可供购买的组件.部分国外高校有研究,国内高校没有见到相关的研究,可以与科研院所协同开发,是

有潜在商用前景的,未进入较多研发力量的领域.
目前阶段,就现有无线功率传输技术水平 (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团队,采用磁耦合方式、电场耦

合方式或两种结合方式,千瓦级功率效率可达到９０％上)来说,无线能量传输功率可以完全覆盖星用高

压电源功率使用范围,但该项技术目前阶段无法达成减小产品体积的优势,因为使用第三代宽禁带半导

体带来的体积优势,会被增加的传输天线体积弥平,仅留下工艺生产优势、更好的电气安全性、内部绝

缘安全性优势,如果进一步减小体积,还需要同时采用其他技术,有大量工作要做.

４　结论与展望

根据目前阶段电能无线传输的研发进展,提出了在卫星电源分系统应用无线传输技术的初步分析.
包括在供电子系统采用无线接收外部电能,在配电子系统应用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基于微小卫星、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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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的各种自身特点,无线供电模式如果能有效应用,将有力地推进微小卫星更加有效、更加灵活的工作,
更好地服务于制造商和应用商.

由于小卫星与器件的紧密联系,其植根于通用先进技术的基因指引着小卫星对电能无线传输技术的高度

关注,相信随着电能无线传输技术成熟方案的不断推出,这一技术必将带来小卫星供配电体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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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 CIC速率变换辅助Gardner位
同步环路的FPGA实现

曹亚萍　阮倩倩　杨　讷

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

摘　要　卫星通信中信号传输距离远,存在一定的延时,接收终端无法准确恢复出信息的采样时刻,

需根据接收信号做自同步,准确地找到最佳采样时刻的判决信息,以恢复出发射终端的信号.另外,得

益于其简单的同步结构,并且与码速率无关,简化了硬件电路的设计实现,Gardner算法被广泛应用于高

码速率的位同步环路中.为了提高BPSK信号在高码速率传输下的同步性能,本文使用FLEX CIC速率

变换完成采样点内插,并对信号采用数字 AGC自动增益控制保证弱信号下的性能.仿真结果表明,在

２Mbps码速率的 BPSK 信号传输中,Gardner算法很好地完成了位同步.
关键词　 数字 AGC;位同步;Gardner算法;FLEX CIC速率变换

０　引　言

常用的闭环式位同步结构有两种实现方法,一种是锁相环法,另一种是内插法,它们的区别在于是

否改变本地时钟的参数[１].锁相法是改变了本地时钟的参数从而得到位同步信号,以常见的超前滞后锁相

环为例.超前滞后锁相环目前应用非常广泛,它适合码元速率不是很高的信号,当信号的码元速率较高

时,它的性能会下降.而另一种闭环结构的内插法不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这种方法不改变本地时钟

的参数,而是对信号进行采样,由误差信号将采样的时刻调整到最佳判决时刻,进而实现位同步[２４].为

了获得正确的定时误差,本文使用 Gardner误差检测算法检测误差值,采用FLEX CIC进行速率变换完

成采样点内插功能,选择反馈式数字 AGC环路完成增益控制,该算法与信号速率无关,可广泛应用于高

速信号处理.

１　Gardner算法的原理与改进

１１　Gardner算法的基本原理

Gardner位同步算法原理是用两个相邻码元最佳判决点的中间点的值来表示误差,中间点的值为零则

没有误差,若值不为零则有误差,但是这个数值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这时就需要由相邻两个最佳

判决点给误差提供正负信息[５ ７].图１是 Gardner位同步环路的实现流程图.Gardner位同步环路由

FLEX CIC内插滤波器、数控振荡器 NCO、数字 AGC环、Gardner鉴相器、环路滤波器组成.

１２　Gardner算法的改进与设计

１２１　FLEX_CIC速率变换
传统的 Gardner定时同步环的理论分析时,由于一般情况下每个码元的采样点数较少,不能通过对输

入信号进行原始的采样得到最佳采样点,因此可通过内插滤波器和 NCO计算出每个码元的最佳采样点的

数值,也即码元中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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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Gardner位同步环路的实现流程

内插滤波器是 Gardner算法的核心.内插滤波器的作用可以理解为重构后重采样,也就是从离散信

号理想地重构出连续信号y(t), 再用另一个不同速率或不同初始时刻重新采样.内插滤波器的功能本质

上是数据速率的转换.
本文选择FLEX_CIC变换器进行速率的变换,完成内插滤波器的功能和低通平滑滤波的功能.速率

变换的输入输出关系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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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０(m)＝∑
n
x(n),v１(m)＝∑

n
μnx(n)

式中,M＝
fc

fs
×２N ,N 为频率控制字的位宽,fc 为最后的输出采样脉冲频率,fs 为采样速率.fc 频率初始值

设计为８倍的信息速率;初始值与环路滤波误差值相减值累加和为μn ,与输入信号xn( ) 相乘后不断调整

采样脉冲,经内插和平滑滤波处理后,一个符号周期对应８个采样点,可实现采样点的位置精确调整.

１２２　数字 AGC
数字 AGC的基本功能是随着接收机收到的输入信号的强弱自动调整放大器的增益,使输入信号强弱

变化时,输出信号基本不变.无线通信系统中,不同用户通信距离远近不同、信道衰落有差异,使接收

信号波动范围很大,弱或强电磁干扰情况下,接收信号功率变化较大,且GA TED算法中鉴相值为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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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时刻的信号幅度,考虑到弱信号下信号幅度较小,会影响环路鉴相结果,位同步环路中采用数字

AGC技术对接收信号进行归一化处理,以保证后续数字信号处理的精度[８,９].
数字自动增益控制的原理框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数字 AGC原理框图

平方取模值累加时间的选取,需综合考虑环路增益的稳定性和实时性;当累加时间较长时,由于时

间长,导致增益调整间隔大,在实际使用中无法保证其实时性,对信号幅度的快速变化反应较慢.而当

累加时间较短时,参与一次增益控制估计的信号量又不足,容易受较小的抖动的影响而导致稳定性不高.
经过调试和测试,最终发现１ms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既能保证增益控制稳定性,也能保证其一定的实

时性.

１２３　鉴相
定时误差检测模块也是 Gardner算法中的关键所在,直接作用于位同步系统的工作质量进而影响通

信系统中接收机的工作效率.目前有早迟门、平方法、GA TED 等鉴相算法,几种算法都可以实现定时

误差检测模块的功能,但是其中最优秀的要属独立于信号速率的 GA TED 算法.

本设计采用 GA TED[１０１１]算法,该算法独立于信号速率,提取出的定时误差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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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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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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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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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相邻码元差值表示误差正负即方向,码元中间采样时刻的值代表误差大小.本设计中,用y(n)和

y(n－１)的符号代替实际值,来表示误差的方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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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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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ç

ö

ø
÷ sign[y(n)]{ －sign[y(n－１)]} (６)

采用式 (６)可以消除大部分噪声的影响,并且可以避免乘法运算,有利于FPGA硬件电路的实现.

１２４　环路滤波模块
环路滤波器[１２]的主要功能是对定时误差检测模块提取出的定时误差进行平滑滤波,同时对定时环路

的校正速度和精度进行控制.
在Gardner算法的电路结构当中,最常使用的就是二阶有源比例积分滤波器来代替实现环路滤波器的

功能.究其根本的原因是二阶有源比例积分滤波器具有一般滤波器不能替代的优点,在于直流增益无穷

大、锁定频率阶跃最佳等,基于这些优点说明其更适合应用于 Gardner算法.其在z 域上的传递函数可

以表示为

H(z)＝C１＋
C２

１－Z－１
(７)

其中

C２＝
ω２

nT
K

,C１＝
２ωnξ
K

实施z反变换,就可以获得其算法公式

y(n)＝y(n－１)＋C１x(n)＋C２ x(n)－x(n－１)[ ] (８)

BL 为环路带宽,对环路同步速度和精度都有影响.

环路增益K ＝Kd∗Ko;Kd 为鉴相器增益;Ko为 NCO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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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ωn ＝４ξBL/(４ξ２＋１),阻尼系数ξ为０７０７.环路滤波器结构见图３.
经计算,此处选择C２＝１e－３;C１＝１e－６.

图３　环路滤波器结构

２　FPGA设计与仿真

根据１２节的设计原理,对 Gardner位同步环路进行 Verilog设计,FPGA 采用 Xilinx公司 Virtex４
系列的XC４VSX５５芯片.FPGA工作时钟为８０MHz,符号速率为２Mbps.使用 MATLAB编写仿真数

据源[１３],加上高斯白噪声,SNR设计为７dB.在 XilinxISE 环境下进行 modelsim 仿真,仿真 Gardner
位同步环路的是否正常工作.

仿真信号源见图４.

图４　SNR为７dB时仿真信号源

图５为FLEX CIC内插算法的 modelsim 仿真图,由仿真结果看出,FLEX CIC内插算法实现了２
倍的采样点的内插功能;sig_i为输入信号,sig_en为输入数据的使能信号;out_i为输出信号,sig_

val为输出数据的使能信号;内插前,单个数据对应４个采样脉冲;内插后,单个数据对应８个采样脉冲,
完成了数据采样脉冲的２倍内插;环路锁定后,第一个采样脉冲与信息位完全对齐.

图５　FLEX CIC内插算法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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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为数字 AGC环路的 modelsim 仿真图,din为 AGC调整前原始输入信号,dout为 AGC调整后

输出信号,输入信号幅度较小,符号位有６个,输出信号在自动增益控制下逐渐变大,符号位为３个,完

成了信号的放大功能;sub_res为增益补偿值,最终稳定在一个恒定的数值.

图６　数字 AGC环路 Modelsim 仿真结果

图７为鉴相及环路滤波模块 modelsim 仿真结果,由图７可以看出,SNR为７dB时鉴相及环路滤波模

块可正常收敛,收敛时间约５ms.Gardner鉴相算法采样发生偏移的接收码元,鉴相值经环路滤波模块平

滑处理后,反馈至FLEX CIC内插模块,完成内插位置的调整,从而找到最佳采样时刻.

图７　鉴相及环路滤波模块 modelsim 仿真结果

图８为解调模块 modelsim 仿真结果,当环路稳定时,解调模块输出的数据时钟sym _clk的下降沿

与数据symb_dat的中心完全对齐,说明了 Gardner位同步环路工作正常.

图８　解调模块 modelsim 仿真结果

３　总　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FLEX CIC速率变换的 Gardner位同步环的环路结构,并对算法进行理论分

析,证实了该方案的优越性和工程实现的可行性.最后完成了算法的 FPGA 工程实现,在 Xilinx公司

Virtex４系列的XC４VSX５５芯片FPGA 上进行了仿真测试和硬件测试.该方案实现简单,速度快,占用

硬件资源少,非常适合工程应用.后续将结合 Turbo码译码模块,广泛应用于低信噪比、高信息速率的

深空通信数传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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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ImplementationofGardnerbit
SynchronizationLoopAssistedby
FLEX CICRate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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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satellitecommunication,thesignaltransmissiondistanceisrelativelylong,causes
signaltransmissiondelay;thereceiverterminalcannotaccuratelyrecoverthesamplingtimeofthe
information．Inordertorecoverthesignalfromthetransmitterterminal,itisnecessarytodoself
synchronization,accordingtothereceivedsignaltoaccuratelyfindthedecisioninformationoftheoptimal
samplingtimeInaddition,thankstoitssimplesynchronizationstructure,whichisindependentofcode
rate,itsimplifiesthedesignandimplementationofthehardwarecircuit,Gardneralgorithmiswidely
usedinbitsynchronizationloopwithhighcoderateInordertoimprovethesynchronizationperformance
ofBPSK signals under high coderatetransmission,inthis paper,a method ofsampling point
interpolationusingtheFLEX CICratetransformisproposed;andautomaticgaincontrolofdigitalAGC
isadoptedtoensuretheperformanceofweaksignalThesimulationsresultsshowthat,theGardner
algorithmperformswellintheBPSKsignaltransmissionatthecoderateof２Mbps

Keywords　 DigitalAGC;Bitsynchronization;Gardneralgorithm;FLEX CICrate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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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载荷系统软件架构开发研究

张　晛　张　玉　王　颖

北京京航计算通讯研究所

摘　要　目前卫星载荷系统的软件研发主要是根据具体任务定制开发,缺少统一的软件架构,缺少

将共性的模块固化,使得软件开发人员对相同的软件功能进行重复开发,好的方法和经验难以在不同团

队间共享和继承.因此本文提出了基于可靠组件的卫星载荷系统软件架构设计方法,从软件架构级别进

行可复用组件设计及形式化验证,通过基于模型驱动的代码自动生成技术,完成组件库的建设,最终建

立包括用户操控、组件管理,组件库三大部分的卫星载荷系统软件架构.采用可靠组件化设计的卫星载

荷系统软件架构,可以统一软件风格,减少重复劳动,提高生产效率,保证软件质量.

关键词　卫星载荷系统;可靠组件化设计;模型驱动的代码自动生成技术;形式化验证方法;软件

架构设计

０　引　言

目前卫星载荷嵌入式软件的开发主要是依据任务进行,在软件架构层面没有统一的规划,设计出的

软件结构千差万别,并且重复沿用的功能模块一般未经过严格的可靠性验证,因此从软件模块到软件架

构的可靠性均不能保证,设计出的软件产品可靠性差,需要对可靠的卫星载荷系统软件架构进行研究,

提高软件的可靠性、安全性,保证产品的质量.

本文通过搜集多个型号的资料,重点对有效载荷软件的特性进行了总结,发现软件的内部逻辑和硬

件环境存在较强的相似性,各型号大都是通过CAN、串口、１５５３B、LVDS等通讯方式实时接收上级系统

的命令,进行数据分析,模型解算,进而完成对下级控制单元的数据传递,对IO、DA 等外设进行操作

控制,不同的卫星载荷软件之间是可以进行复用的.因此本文提出基于可靠组件的卫星载荷系统软件架

构设计方法.

１　必要性分析

目前,中国的卫星产业经历了令人振奋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技术进步日新月异,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与此同时,研制任务的增长,软件质量的高要求,提高软件系统的研发效率,增

强软件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成为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具体需求如下:

１)提高型号软件开发技术继承性,提高研发效率.随着卫星系统搭载载荷系统的种类不断扩大,软

件研发人员逐渐壮大,为保障软件产品质量,势必对软件人员的能力要求更高,这对新加入的研发人员

是一个巨大挑战.为了使研发人员更好地继承型号软件开发技术,提高研发效率,有必要开发一套完备

的、严谨的高可靠的软件架构平台.

２)构建共性资源组件库.卫星载荷系统硬件主要有Spark平台、TI处理器芯片、AD处理器芯片等,

外部接口主要涉及１５５３B总线、CAN总线、串口、LVDS接口等,在各个具体的型号软件中任务流程不

同,时间控制不同,但是基本的管理流程、接口通讯协议均有继承性,遵循一定的规则,可以构建共性

资源组件库,并将组件库经严格的验证后固化,这些均为通用的软件架构设计提供了基础,可以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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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软件开发的质量和可信性.

３)提供通用的软件架构.对于卫星载荷系统,涉及的研发人员多,不同人员有不同的研发习惯,使

用不同的软件架构,会使型号继承性较弱,资源共享性有待加强,尤其对于典型的软件问题可能会重复

出现,这将大大降低软件的可靠性和软件产品的质量.因此有必要设计一套通用的可靠的软件架构,统

一各个研发单位、研发人员的软件风格,同时在架构设计过程中加入经过形式化验证的组件库,提高共

享组件的可靠性,规避典型问题重现.

４)降低协同合作之间理解的不一致性.对于卫星载荷嵌入式软件的研发会涉及多家单位协作,在协

作过程中会出现沟通理解的二义性,尤其对于通讯协议的理解更容易出现分歧,若将卫星载荷嵌入式软

件中有统一规约的协议、业务管理模块进行提取,形成功能模块框架,各个单位只需在框架中编写具体

的业务执行过程或时间约束,通过这种方式将会大幅度降低各单位的协助沟通问题.

２　基于可靠组件的卫星载荷系统软件架构研究

基于可靠组件的卫星载荷系统软件架构设计思想是复用经过形式化验证的软件组件,提高卫星载荷

系统的开发效率和质量.通过搜集卫星载荷系统型号软件资料,从软件架构级别考虑高层次复用,完成

可复用组件设计及形式化验证,采用基于模型驱动的组件代码自动生成技术,构建高可靠的卫星载荷系

统软件组件库,最终建立包括用户操控、组件管理、组件库三大部分的卫星载荷系统软件架构.用户根

据自身需要和任务特点选择相应的组件模块,组合功能单位,依据卫星载荷系统软件开发架构生成基本

的软件框架代码,然后在此代码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个性化功能的本地化开发,形成最终的型号产品软

件,提高代码复用率,保证代码质量.软件架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软件架构

２１　卫星载荷系统组件设计

根据卫星载荷系统设计说明、需求规格说明、接口通讯协议文件等需求文档,以及典型卫星载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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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型号软件,提取出系统的可复用功能需求、接口需求、时间约束要求、可靠性安全性要求等信息.根

据型号软件资料了解系统结构组成、实现功能、数据信息流程、内外部交互关系、时序运行要求、工作

模式等关键信息,卫星载荷系统组件应包括主控组件、数据解析组件、驱动管理组件、驱动组件.
主控组件:根据工作流程,完成特定功能,本文主要包括单任务控制组件和多任务控制组件.
数据解析组件:负责数据的解析和传递,与硬件和驱动无关,与通信协议有关.
驱动管理组件:主要包括CAN、RS４２２、１５５３B、LVDS等的初始化、数据发送和接收.
驱动组件:硬件驱动,主要包括CAN、RS４２２、１５５３B、LVDS等,在软件运行形态上体现为函数调

用、中断处理、任务查询等.

２２　卫星载荷系统组件形式化建模与验证

２２１　形式化建模

１)针对卫星载荷系统组件进行分类分析,利用 UPPAAL工具的语言定义出时间自动机模拟的协议,
对位置、选择、更新等进行一一定义,与 UPPAAL语言的对应关系见表１.

表１　UPPAAL语言与协议对应关系表

序号 UPPAAL 对应内容 解释

１ Location 位置 状态

２ Select 选择变量 对于多个系统进行选择

３ Updata 更新 变量更新等

２)采用BNF语言对通信协议进行描述,具体见表２.

表２　BNF语言与通信协议对应关系表

序号 BNF 对应内容 解释

１ Guard 满足一定条件的特殊表达式 时钟、变量、常量等满足一定条件

２ Synchronisation 广播通道 ! 表示发送,? 表示接收

３ Assignment 任务 指时钟、常量、变量的实数值

４ Invariant 满足一定条件的表达式的变量 例如,x ＜e,其中x 是时钟参考,e表示一个常量

３)建立模型 (见图２).

a)确认时间自动机模板,根据协议内容,对其进行形式化建模;

b)在项目→声明中定义好变量、常量、全局时钟、广播通道等;

c)在模型声明中声明建模的模型.

图２　卫星载荷系统组件建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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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形式化验证
对组件通信过程需求进行细化分析,针对正确性、一致性、充分性进行初步的分析,提取出功能性

和非功能性要求.其中功能要求包括系统的安全性、通信交互、实现某约定行为等;性能要求包括时间

约束、时序实现次序等.将组件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转换为 UPPAAL可以识别的逻辑公式,完成性质

验证 (见图３).

图３　卫星载荷系统组件性质验证

２３　基于模型驱动的代码自动生成技术

代码自动生成采用基于模型驱动架构 (ModelDrivenArchitecture,MDA)的代码生成技术.MDA
的应用模型包括计算无关模型CIM,平台无关模型PIM 和平台特定模型PSM.CIM 计算无关模型用于描

述系统需求、功能、行为和运行环境,也称为业务模型.PIM 平台无关模型是抽出的业务逻辑,不包括

与实现平台的技术相关的特定信息.PSM 平台特定模型,从相应的PIM 转换而来.本节对模型驱动自动

生成代码技术进行研究,首先根据需求编写PIM,再根据PIM 和目标平台编写转换规则,MDA 代码生

成引擎根据转换规则自动将PIM 转化成PSM,最后将PSM 转换成代码.MDA通过两次模型转换和代码

生成技术提高软件开发的效率,并使得系统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可复用性.为保证生成的代码符合航天

安全规范,在PSM 模型到代码的安全映射过程中,加入符合软件安全设计、型号软件可靠性安全性设计

准则、航天型号软件C语言安全性编程规范等的代码约束规则,最终生成标准规范的组件代码.基于需

求模型驱动的软件代码自动生成过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模型驱动的软件代码自动生成过程

２４　卫星载荷系统组件库建设

在卫星载荷系统组件需求分析研究基础上,建立形式化模型,对其进行验证,将验证过的模型进行

封装,组成经过形式化验证的可靠的卫星载荷系统组件库.卫星载荷系统组件库建设过程如图５所示.
组件库按照类别、功能属性、层级属性等进行分类,包含主控组件、数据解析组件、驱动管理组件

和驱动组件.其中主控组件包括多任务控制、单任务控制;数据解析组件包括 RS４２２串口数据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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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卫星载荷系统组件库建设过程

CAN总线数据解析、LVDS接口数据解析、１５５３B总线数据解析;驱动管理组件包括嵌套调用、总线管

理、中断管理、任务查询;驱动组件包括 RS４２２串口驱动、CAN 驱动、LVDS驱动、１５５３B驱动,如图

６所示.

图６　卫星载荷系统软件组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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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卫星载荷系统是航天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和性能的品质直接影响航天任务实现的品质.目前,
由于使用不同的软件架构,使型号软件间的继承性较弱,导致发生软件设计、系统通信、接口、时序等

可靠性及安全性设计等问题重复出现,大大降低了软件的可靠性和软件产品的质量.本文通过形式化的

组件验证和基于模型驱动的代码自动生成,构建可靠性高的组件库,完成了基于可靠组件的卫星载荷系

统软件架构设计,形成的卫星载荷系统架构可以推广和应用于卫星载荷系统的软件开发中,最大程度地

实现软件复用,提高软件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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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tpresent,thesoftwareresearchanddevelopmentofsatelliteloadingsystemismainly
customizeddevelopmentaccordingtospecifictasksBecauseofthelackofunifiedsoftwarearchitectureand
curingcommonmodules,softwaredevelopersrepeatedlydevelopthesamesoftwarefunctions,andgood
methodsandexperienceswhichisdifficulttoshareandinheritamongdifferentteamsTherefore,this

paperpresents a software architecture design method ofsatelliteload system based on reliable
components,whichdesignandformalverificationofreusablecomponentsfrom softwarearchitecture
level,andcompletetheconstructionofcomponentlibrarybyautomaticcodegenerationtechnologybased
onmodeldriveAsaresult,thesoftwarearchitectureofsatelliteloadsystemincludingusercontrol,

componentmanagementandcomponentlibraryisestablishedThesoftwarearchitectureofsatelliteload
system withreliablecomponentdesigncanunifythesoftwarestyle,reducingduplicationoflabor ,

improvingproductionefficiencyandensuringsoftwar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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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空测控系统中数字化应答机相干转发精度分析

徐锡超１　杜检来１　邢代玉１　张　旸２　朱文卿１

１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２中国电科新一代移动通信创新中心

摘　要　在深空测控系统中,常采用统一载波体制实现无线通信.深空测控系统由于传输距离较远,
对于卫星测定轨及测速要求较高,因此提高系统相干转发精度十分必要.本文对数字化应答机相干转发

精度进行分析.
关键词　深空测控系统;相干转发精度;数字化应答机

０　引　言

深空探测指对月球和月球更远的天体和空间进行的探测,实施探测的航天器称为深空探测器,对其

测控通信的系统称为深空测控通信系统[１].国际空间数据咨询委员会 (CCSDS)在其建议书中也将距离

地球大于或等于２０×１０６km 以远的航天活动定义为深空任务[２].测控应答机是深空测控通信系统的核心

部件,主要功能是接收、解调上行遥控信号;接收、解调并调制转发测距信号;产生信标,提供地面站

跟踪;完成遥测信号的调制[３].应答机相干转发即应答机接收上行射频信号后,应答机锁定至上行信标,
应答机按照固定转发比８８０/７４９ (对于 X频段深空测控系统)将上行信号多普勒频率转发至下行射频信

号,从而实现测控上、下行链路相干.在卫星测定轨过程中,卫星依据多普勒信息从而获得卫星运行速

度,多普勒信息的准确性反映了卫星测速精度,因此应答机相干转发时频率的准确性对于卫星测定轨意

义重大.对于模拟体制应答机,在相干模式下完全由本地 VCO进行相干转发,不存在相干转发误差.随

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采用数字化、集成化、小型化的测控应答机逐渐成为主要研究方向.对于数字

化测控应答机,在进行相干转发时,相干转发精度受数据量化误差及处理截位误差的影响,存在一定的

转发误差.本文主要对数字化应答机相干转发精度进行分析,同时分析量化位宽对相干转发精度误差的

影响.

１　应答机转发频率流程概述

对于数字化应答机,从功能组成上包含射频通道模块、基带模块及电源模块.上行射频接收信号先

经过射频通道的接收部分变频至中频信号,由基带模块进行锁相处理;然后通过射频通道的发送部分变

频至射频信号发送出去.电源模块将一次电源转为各挡二次电源,不涉及应答机的相干转发的处理流程,
本文对电源模块不予讨论.

应答机相干转发频率流程如图１及图２所示.
从图１和图２可以看出,上行输入射频信号经通道变频处理后,输出中频信号送 AD进行信号采集及

环路锁定及跟踪,锁相环稳定后输出７４９fd 信号 (其中fd 为上行多普勒频率信息)进行相干转发.基带

将上行的７４９fd 信号按照转发比８８０/７４９相乘后与本地信号合成输出,经通道变频后发射射频信号.

２４３



图１　上行接收信号频率流程

图２　下行发射信号频率流程

２　位宽的影响分析 (转发比系数,上行DDS,下行DDS)

(１)转发比系数

在图２中,转发比为８８０/７４９,软件中采用X 位表示.采用有限位表示转发比时会引入误差,多普勒

信号转发存在的误差精度比为r－round(r∗２X)/２X ,其中r＝８８０/７４９.

假设X 取值为２８位,则计算得到转发比误差为－１３２e－９.考虑上行输入多普勒频率为±１００kHz,

则该转发比误差为－１３２e－４Hz.从此可以看出,若采用更高位数表示转发比８８０/７４９,则可进一步提

高系统转发精度.

FPGA内部输出信号频率误差主要有两个因素:１)DDS的频率控制字位宽决定的频率截位误差;

２)多普勒信号转发比位宽存在误差导致的转发信号频率误差;下面主要对DDS频率控制位宽进行分析.
(２)上行DDS位宽影响

基带模块的核心处理部件为 FPGA 芯片,外围配合 ADC 和 DAC 实现信号处理完整流程.基带

FPGA软件中对于载波多普勒相干转发的处理过程分为上行处理过程与下行处理过程.

在载波相干多普勒上行处理过程中,基带FPGA首先通过 ADC接收来自射频接收通道送来的上行中

频信号,上行中频标称频点为f０ ,ADC芯片的数字信号位宽为１２bit、采样时钟为４０MHz.该上行中

频数字信号送给基带FPGA软件中的载波捕获跟踪模块.深空探测系统中,由于通信距离较远,对于信

号捕获的灵敏度要求较高,FPGA中常采用FFT捕获算法[４５]实现载波的捕获与跟踪.载波捕获跟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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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载波预估计模块首先基于FFT算法计算得到载波多普勒频偏估计值fpre ;载波预估计模块将fpre 作

为开门信息提供给后级的载波捕获跟踪模块.载波捕获跟踪模块基于锁相环,利用来自载波预估计模块

的开门信息,完成对残余载波频偏fpll 的锁定,从而实现对上行载波的捕获与跟踪.当载波捕获跟踪模块

中的锁相环完成锁定后,载波多普勒频偏估计值fpre 与残余载波频偏fpll 的和值f′d 即为载波相干多普勒.
载波相干多普勒上行处理过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相干多普勒上行处理过程框图

在载波相干多普勒下行处理过程中,转发多普勒f′d 乘以转发比系数８８０/７４９后送给PM 调制器,PM
调制生成带有相干多普勒频偏的基带I/Q信号.该基带I/Q经乘法处理后变频到下行中频频点F０ 上,从

而得到下行相干多普勒中频F０＋k∗f′d.
载波相干多普勒下行处理过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相干多普勒下行处理过程框图

基带软件中的载波锁相环处理结构如图５所示.

图５　载波锁相环处理结构示意图

设上行中频频点为f０, 上行多普勒频偏为fd .则根据锁相环原理,锁相环锁定稳定后,输入信号

频率f０＋fd 与DDS控制频率字对应频率f′０＋f′d 相等.即有

f′０＋f′d＝f０＋fd

则下行转发的多普勒频率可表示为

f′d＝(f０－f′０)＋fd

上行DDS位宽为N 位,则f′０ 为N 位频率字在４０MHz时钟上表示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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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fe＝f０＋f′０,已知中频频点f０、 环路DDS工作时钟为４０MHz、环路DDS频率相位字的数值位

宽为N 位,则由环路DDS频率精度引起的频率误差fe ＝f０－round(f０/４０∗２N )/２N ∗４０e６.
本文中假设DDS位宽为３２位,f０＝１０MHz,则由环路 DDS频率精度引起的频率误差fe ＝１０e６－

round(１０/４０∗２３２)/２３２∗４０e６＝０００４１Hz,即４１mHz.
频率误差fe乘以转发比８８０/７４９后对应的下行转发多普勒频率误差为４８mHz.为进一步提高系统

转发 精 度, 将 上 行 DDS 位 宽 由 ３２ 位 提 高 至 ４８ 位, 则 相 干 多 普 勒 频 率 误 差 fe ＝１０e６ －
round(１０４０∗２４８)/２４８∗４０e６＝－２e－８Hz. 相干多普勒频差乘以转发比８８０/７４９后对应的下行转发多普

勒频率误差为－３e－８Hz.
从此可以看出,提高上行DDS位宽可有效提高系统转发精度要求.
(３)下行DDS位宽影响

DDS的截位精度为fs/２M , 其中fs 为DDS采样频率,下行 DDS采样频率为８０MHz,M 为频率控

制字位宽.若M 为３２位,则精度对应为８０M/２３２＝１８６２mHz.
若将DDS位宽改为４８位,则精度对应为８０M/２４８ ＝２８７∗１０－７Hz. 从此可以看出,增加下行 DDS

位宽可有效提高转发精度.
由图２所示,应答机根据转发多普勒f′d 与转发比８８０/７４９相乘后送PM 调制器,PM 调制生成带有

相干多普勒频偏的基带I/Q信号.该基带I/Q经乘法处理后变频到下行中频频点F０, 从而得到下行相干

多普勒中频F０＋k∗f′d.
若下行中频DDS频率字采用４８bits位宽,下行DDS采用３２０MHz工作时钟,所有下行DDS输出频

点的频率误差为

round(F０/３２０∗２４８)∗３２０e６/２４８－F０

可以看出,提高下行DDS位宽同样可以提高系统相关转发比精度.

３　仿真验证

基于FPGA 搭建实物平台对上行 DDS位宽为３２位精度误差进行仿真验证,验证结构框图如图６
所示.

图６　验证结构框图

由FPGA内部生成高频率准确度的上行接收中频数据源,并可对中频数据源做加噪处理.内部数据

源将加噪后的中频f０ 送入锁相环模块,通过片上逻分Chipscope对环路输出的转发多普勒f′d 进行波形抓

取和观测.已知上行中频频点f０＝１０MHz,生成测试数据源fd 频率为０Hz,观测并记录环路输出的相

干多普勒f′d (记录１０组数据).

如图７所示,环路输出多普勒频差在无噪、加噪下的数值均在４１mHz左右.其中,６２dBHz时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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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均值为４１２１８１３mHz、４２dBHz时频差均值为４０４４１２９mHz.实物仿真结果与理论仿真结果一致.

图７　多普勒频差测试数据及曲线

４　结　论

本文对影响数字化应答机中相干转发比精度的因素进行分析,论证转发比位宽、上行 DDS位宽及下

行DDS位宽对相干转发比精度误差量化值.对于深空应答机,根据 CCSDS测速指标要求为０１mm/s,
对测定轨精度要求较高,建议选择位宽至少４８bits以满足系统指标要求.应答机设计时,合理设计上述

值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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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工质推进剂流量控制技术研究

顾森东　赵积鹏　徐　涛

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以面向空间电推进贮供子系统的碘工质推进剂 mL/min级流量控制技术为研究对象.
首先介绍了国外先进技术的设计方案.然后,基于该流量控制技术的基本要求,分析了具体实现功能和

基本组成,提出了一种碘工质推进剂流量控制方案,详细介绍了方案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最后,通过

理论计算和仿真分析,确定了主要设计参数.研究结果表明:输出流量为１~１０SCCM 时,贮罐内纯碘

的温度变化为３４７６~３７４K,高流阻管道上游压力变化为１５５６~６２１４Pa.以上参数需要后续试验进一

步修正.
关键词　碘工质;电推进;流量控制;方案设计

０　引　言

近年来,微电子、微机械等技术飞速发展、日益成熟,微小卫星功能日益强大,宽带通信、地球遥

感、战术侦察、空间科学均已成为微小卫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实现强大的功能,离不开先进的

支撑技术,先进电推进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支撑技术,对提升微小卫星性能具有重要价值[１４].
电推力器利用电能加热或电离工质产生等离子体,并通过电磁场加速使其高速喷出而产生推力[５７].

从高功率至低功率甚至微功率的离子和霍尔电推进系统大多采用 Xe作为推进剂,并获得较好的推力性

能,能够满足大多航天任务需要.然而,尽管Xe在诸多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其在自然界储量很少,获

取难度较大且成本很高.为了更好适应电推进技术发展的需要,早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国内外研究人

员积极寻求可替代Xe的推进剂.近年来,欧美俄等国家对电推进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Kr、I和其他金属

工质如 Mg、Cd等.通过大量研究表明,相对于Xe推进剂,金属工质对电推进系统的设计要求较高,Kr
和I对推力、比冲等参数影响较小[５,８].因此,以Xe、Kr和I作为推进剂的多元电推进系统得到了广泛研

究,目前已经在国际先进离子和霍尔电推进产品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见表１.

表１　典型电推进产品技术指标

Technicalindexes XIPS ８ BRFIT ３ SPT ２５ BHT ２００

Workingmode Ion Ion Hall Hall

Power/W １００ ７５ １００ ２００

Thrust/mN ２ １１５ ３ １２４

Impulse/s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 ９００ １３００

Efficiency/％ ２０ １６ １４ ４０

Propellant Xe Xe、KrandI Xe、KrandI Xe、KrandI

在以上三种推进剂中,只有碘在工作环境下为固态,密度为４９４０kg/m３,在空间飞行器中可利用边

角空间贮存固态碘,贮存压力非常低,贮罐材质可用强度和密度较低的工程塑料.而氙气只有在４０MPa
下 (常温)的密度才为４２８１３kg/m３,储存密度较低,且贮存时需要采用特殊结构的高压容器,增加了

空间贮存难度.更重要的是,纯碘的价格较低,约为 Xe价格的１/２,可大幅降低未来大型深空探测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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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发射成本,因此,碘工质电推进技术得到广泛研究,是目前各国研究的重点[３８].
纯碘常温常压下是一种紫黑色有光泽的片状晶体,原子序数为 ５３,熔点为 １１３５ ℃,沸点为

１８４３５℃.在微热下易升华,气态碘呈深蓝色,若含有空气则呈紫红色,并有刺激性气味.作为推进剂

工质,使用状态为气态,需要对固态碘加热升华为气态碘,整个贮供子系统还需保持一定温度,防止气

态碘凝结.温度变化对流量变化影响剧烈,流量控制难度大.
因此,本文以某面向空间电推进贮供子系统的碘工质推进剂流量控制技术为研究对象,根据技术指

标要求,分析了具体实现功能和基本组成,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流量控制方案,确定了主要设计参数.

１　国外方案介绍

１１　BHT ２００霍尔电推进器贮供子系统方案

在２０１２年的报道中,NASA成功研制出多元推进剂电推进系统———BHT ２００霍尔电推进器,如图

１所示.

图１　BHT ２００霍尔电推进器[３,８]

该推进器贮供子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见图２.该推进器可采用Xe和I作为推进剂,其中Xe作为空心

阳极工质,I作为推力器工质.

图２　BHT ２００霍尔电推进器贮供子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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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碘工质,通过温度控制器 (加热丝和温度传感器)控制其贮罐内的温度产生一定压力的气态碘,
通过比例流量控制阀 (PFCV)控制流量,流量可在１~１０SCCM 范围内连续调节.

１２　BIT ３霍尔电推进器贮供子系统方案

为了进一步优化结构,减小质量,在２０１４年的报道中,基于BHT ２００的研究,NASA研制了BIT ３
霍尔电推进器,其中贮供子系统结构如图３ (b)所示.可以看出,贮供单元主要由碘贮罐、温度控制器、
高流阻元件组成.

碘贮罐、温度控制器、高流阻元件都集成在马蹄形状的贮罐内,贮罐采用高强工程塑料,温度控制

器布置在贮罐内,推力器安装在贮供子系统外的半圆形空腔内.通过精确调节贮罐内纯碘的温度,将高

流阻元件上游的压力稳定到一定值,高流阻元件流出气体的流量稳定.由于缺少类似比例流量控制阀功

能的流量调节模块,该贮供子系统的流量调节能力有限,设计流量固定为１SCCM,误差≤２％.

图３　BIT ３霍尔电推进器和碘工质贮供子系统[９,１０]

对比以上两种电推进器,要想实现碘工质流量精确连续可调,比例流量控制阀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这种推进器适合对飞行器姿态及轨道进行精确调节;没有类似功能,则碘工质流量调节范围和精度

有限,进而限制了推力精确调节,这种推进器适合对飞行器长期提供稳定推力.

２　实现功能及基本组成分析

２１　实现功能

由于适合碘工质的高精度比例流量控制阀研制难度大,国内没有成熟产品,很难通过国外渠道采购.
为简化设计,本文中只考虑碘工质的流量指标要求,即流量固定为５SCCM,误差≤２％,则碘工质贮供

子系统需具备以下各项功能:

１)固态碘需要加热升华之后才能进入到推力器中电离工作,温度变化对气态碘的压力以及密度、黏

度等物理性能有直接影响,可见温度变化对气态碘的流动行为影响最大.因此,需要较高精度的温度控

制和监测功能.

２)压差是气体流动的驱动力.本文中温度对气态碘流量的影响直接反映在压差对流量的影响上.为

定量分析气态碘流量影响规律,系统必须具备压力监测功能.

３)在推进系统工作过程中,需要在线监测推进剂流量输出大小.由于气态碘遇冷后极易凝华,污染

仪器设备,常规的流量测量技术无法适应这种工质.对于这种情况,需要采用特殊的地面标定方法,收

集排出的碘工质,建立推进剂流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因此,收集与标定功能也是必不可

少的.

９４３



２２　基本组成

根据实现功能分析,碘工质贮供子系统主要由第一温度控制组件、固态碘贮罐、第一压力传感器、
截止阀、第二温度控制组件、调压阀、第二压力传感器、高流阻管道、碘工质收集瓶和抽真空系统组成,
如图４所示.

固态碘贮罐、第一温度控制组件、第一压力传感器构成气态碘发生单元,截止阀、调压阀、第二压

力传感器、高流阻管道、第二温度控制组件构成气态碘流量控制单元.固态碘贮罐与第一压力传感器和

截止阀连接,截止阀另一端与调压阀入口连接,调压阀出口与第二压力传感器和高流阻管道入口连接,
高流阻管道出口连接碘工质收集瓶入口,碘工质收集瓶出口连接真空泵.

图４　碘工质贮供子系统组成示意图

固态碘贮罐为桶状结构,上端采用法兰＋密封垫片结构,法兰中心加工有内螺纹接头,法兰片边缘

布置有出气嘴,见图５.

图５　固态碘贮罐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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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控制组件包括加热带、温控仪和温度传感器.第一加热带缠绕在固态碘贮罐外壁,第一温度传

感器探杆通过法兰中心处的内螺纹布置在固态碘贮罐内部,构成第一测温回路;气态碘流量控制单元布

置在带有凹槽的铝合金安装板上,第二加热带粘贴在安装板背面,第二温度传感器布置在安装板中心位

置,构成第二测温回路.
为了实现流量标定功能,方案中采用 “失重法”,实时测量固态碘贮罐的质量变化.因此,固态碘贮

罐出气嘴通过硅橡胶软管与第一压力传感器和截止阀连接.
工作过程中,固态碘贮罐的质量为时间的函数,则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为碘工质的质量流量.
为了导热良好,铝合金安装板凹槽空隙内填充有导热硅脂,除上述橡胶软管外,其余管路和接头采

用不锈钢材料.
为了减缓碘工质腐蚀,固态碘贮罐、压力传感器、截止阀、调压阀、高流阻管道、管路、接头等与

碘工质直接接触部位材料采用不锈钢或硅橡胶.
该组成的工作原理为:开始工作前,关闭截止阀,打开真空泵,使截止阀下游达到一定真空度;开

始工作后,利用第一温度控制组件对固态碘贮罐预热,监测第一温度传感器的温度信号和第一压力传感

器的压力信号,将固态碘贮罐内的碘工质加热到一定温度,并使气态碘达到一定饱和蒸气压.利用第二

温度控制组件将安装板加热到一定温度,并保温１０min以上.开启截止阀,调节调压阀,监测第二压力

传感器的压力信号,使高流阻管道上游压力稳定至一定大小,则高流阻管道按照一定流量输出气态碘.
本文中布置调压阀是为了方便流量标定.标定好后,不需要调压阀工作,只需要调节贮罐内纯碘的

温度就可改变高流阻管道上游压力.

３　主要技术参数设计

在进行设计选型中,需要以下参数作为输入,包括:

１)固态碘贮罐的加热温度;

２)高流阻管道的上游压力;

３)安装板的加热温度.
纯碘的净升华速率m (单位:kg/s)表示为[６,１１]

m＝A(Pvap－P) M
２πRT

(１)

式中　A ———升华面积 (固气态界面面积),m３;

Pvap ———纯碘饱和蒸气压,Pa;

P ———外界压力,即本文中的高流阻管道上游压力,Pa;

T ———绝对温度;

M ———气态碘的摩尔质量,２５４×１０－３kg/mol;

R ———普适气体常数,８３１４J/molK.
纯碘的饱和蒸气压和温度的关系为[１１１２]

Pvap＝１０３３６４２９－
１０３９１５９
T－１４６５８９ (２)

式中　Pvap ———饱和蒸气压,bar.

假设固态碘只从上端面升华,且升华面积保持不变.当气态碘以某一流量稳定流出时,整个系统处

以一个动态平衡状态,P 与T 保持不变,纯碘的净升华速率与稳定流出流量相等.
本文中固态碘贮罐内部空间设计为圆柱体,升华面积A 取０００１２５６m３.将体积流量指标转换为质

量流量并代入式 (１),再结合式 (２),可以得到P 与T 之间的关系,如图６所示.可以得出,输出流量

为１~１０SCCM 时,贮罐内纯碘的温度T 变化为３４７６~３７４K,高流阻管道上游压力P 变化为１５５６~
６２１４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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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P 与T 之间的关系

图７给出了碘工质流量随温度的变化关系.再结合图６中所得到的结论.只需将高流阻管道上游压力

稳定在 (４０７５±１００)Pa,则可使输出流量达到５SCCM,误差≤２％;如果取消调压阀,采用温度控制

时,则需调节贮罐内纯碘的温度为 (３６５２±０５)K.为了避免安装板上气路中气态碘凝华,根据以上结

果及参考报告[９,１１],安装板的加热温度控制在３８８~３９３K.

图７　Q 与T 之间的关系

然而,以上结果是通过理论公式并假设 “升华面积不变”得出的,但在实际情况中,纯碘填装的疏

密程度、内部裂纹缺陷、温度的均匀性等会严重影响升华面积.因此,所确定的参数存在一定误差,需

要后续试验修正.
因此,根据本文方案及主要技术参数设计,选型零部件,搭建了一套碘工质贮供子系统地面试验装

置,图８为安装板及其上的各零部件布局.图９为包含碘工质收集瓶和抽真空试验台在内的整套试验装

置.在后续的研究中会根据流量结果对设计参数进行优化.

图８　安装板各零部件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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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所设计的碘工质贮供子系统组成

４　结　论

本文以面向空间电推进贮供子系统的碘工质推进剂 mL/min级流量控制技术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

种具体的流量控制方案,确定了主要设计参数,研究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１)要想实现贮供子系统中碘工质流量精确连续可调,比例流量控制阀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

类似功能,则碘工质流量调节范围和精度有限,限制了推力精确调节;

２)流量控制方案中,碘工质贮供子系统主要由固态碘贮罐、第一温度控制组件、第一压力传感器、
截止阀、调压阀、第二压力传感器、高流阻管道、第二温度控制组件、碘工质收集瓶和抽真空系统组成,
能够满足温度控制与检测、压力检测、收集与流量标定功能;

３)输出流量为１~１０SCCM 时,贮罐内纯碘的温度变化为３４７６~３７４K,高流阻管道上游压力变化

为１５５６~６２１４Pa,所得结果需要后续试验进一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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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FlowControlTechnology
ofIodinePropellant

GUSen dong,ZHAOJi peng,XUTao
LanzhouInstituteofPhysics

　　Abstract　TheresearchobjectofthisproposalistheiodinepropellantmL/minscaleflowcontrol
technologyforaspaceelectricpropulsionfeedsubsystemThedesigned Schemesatabroad ofthe
technologyareintroducedatfirstThen,thespecificfunctionsandmaincomponentsofthesubsystemare
analyzedonthebasisofkeyrequirementsAschemeisproposed,andthebasiccomponentsandworking
principleoftheschemeareintroducedindetail．Finally,thekeydesignparametersoftheschemearealso
determinedbasedontheoreticalcalculationandsimulationanalysisItisshownthatthetemperatureof

pureiodineintankshouldbecontrolledwithintherangefrom３４７６Kto３７４K,whentheflowrateof

gas stateiodinevariesfrom１SCCMto１０SCCMThedownstream pressureofhighflowresistance
capillaryvariesfrom１５５６Pato６２１４PaundertheseconditionsThevalidityoftheaboveresultswillbe
modifiedbysuccessiveexperiment

Keywords　Iodinepropellant;Electricpropulsion;Flowcontrol;Schem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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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多阵元天线卫星的数字波束形成优化算法

王　磊　严志琴

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

摘　要　从系统架构、多阵元天线装置结构和波束赋形相关算法三个方面对多波束卫星系统进行了

剖析,基于某型号任务的单机设计,阐述了该星载多波束系统设计思路.在该型号设计的基础上进行改

进,针对低灵敏度应用,将解扩处理结合到多波束形成捕获算法上,满足低灵敏度情况下信号多波束角

度成功捕获的指标要求.同时对现有窄波束跟踪算法进行优化,将卡尔曼滤波应用在窄波束跟踪上,减

小了跟踪波束时角度估计的起伏,以此保证星地同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关键字　弱信号检测;多阵元天线;数字波束形成;卫星通信

０　引　言

现如今随着星地通信技术的成熟,人们对卫星通信系统的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多波束天线通信系

统也随之出现[１].多波束天线通信系统,相较于传统的单波束天线,多波束天线有以下几点优势:

１)模拟多 波 束 技 术 可 以 形 成 多 个 窄 波 束,每 个 窄 波 束 可 以 提 高 特 定 通 信 区 G/T (GAIN/

TEMPERATURE)值;

２)模拟多波束技术可以在不同的点波束之间实现频率复用,缓和了频谱资源紧张的状况;

３)数字多波束可以针对信号的不同来波方向进行不同的波束赋形,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和适

应性[２３].

通过对国内外多波束卫星的现有系统和技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星载多波束技术发展的几个趋势:

１)LEO系统相较于 GEO系统,传输空间损耗更少、技术更加成熟、研制的周期也更加短[４];

２)阵列天线相比于传统的机械扫描天线,可以更加高效率地对信号的幅度和相位进行调节,完成波

束赋形的功能;

３)数字多波束赋形算法相比于模拟方式形成多波束,可以更加灵活地对波束的方向进行调整,形成

热点通信的窄波束[５,６].

将智能阵列天线技术与数字波束赋形算法相结合,可以使得星地通信系统的波束指向更加灵活,提

高捕获的成功率,通信的稳定性,同时完成并行信号的通信处理,也是本文对该系统技术的改进方式[７].

基于此,多波束星地通信系统相比于传统单波束系统,具有更高的增益、更可靠的稳定性和更广泛

的适用性与灵活性,是我国下一代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发展趋势[８９].

１　星载多波束系统设计

目前由于数字多波束的技术愈发成熟,出现了三种多波束系统构成,包括星载处理结构、地基处理

结构和混合处理结构[１０].而本文基于星载处理结构,结合现有的技术方案与产品设计方案,给出适用于

低轨卫星的数字多波束系统.
该方案拟在捕获时形成固定不变的宽波束,覆盖方位角０°~３６０°,俯仰角０°~５５°的空域范围,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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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５５°附近边界的捕获灵敏度,与法向位置一致.在成功捕获之后,进入信号的跟踪阶段,形成多个定

点窄波束对各个方向信号进行并行定点通信.具体方案设计如下所述.

１１　系统架构设计

本文以本团队设计的多波束星载系统结构为依托,即多波束收发信机,来进行系统架构设计.该收

发信机涉及数字波束形成、信号捕获跟踪解调、窄波束跟踪和抗干扰等处理过程.其中数字波束形成主

要是通过多阵元天线,结合相关数字波束形成算法,对地面上行的小站信号进行捕获,测定信号来波方

向[１１].成功捕获后再对地面上行信号进行高增益的跟踪窄波束赋形,并且动态跟踪地面上行信号的方向,
保证在整个通信过程中都有较高的通信增益.系统架构及处理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系统架构及处理流程图

该系统将多阵元天线阵列和数字波束赋形算法进行结合,形成可以实时跟踪地面信号的通信系统.

１２　天线装置设计

根据多波束收发信机任务要求,需要满足最多能同时接收５路上行信号的要求,且需要覆盖方位角

０°~３６０°,俯仰角０~５５°的空域范围,所以需要形成４个捕获宽波束和５个定点跟踪窄波束,总共需要同

时形成９个数字波束.
捕获波束的形成,需结合天线的阵列图来看,天线阵列为同心圆,圆周上均匀排布８个单元,圆心１

个单元.圆周上每２个单元与圆心单元组合,总共形成４个组合,利用数字波束形成技术完成对４个捕获

波束的赋形,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天线阵列和波束示意图

按照天线设计方案,星载多波束接收天线采用４组子阵元形成多个宽波束覆盖的方案,波束分别指向

坐标系的四个方向,用于在捕获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天线增益以及用户的大致区域,如图２所示.
每个波束覆盖方位角９０°,俯仰角覆盖５５°,在覆盖范围内增益大于５dB.每个捕获波束的方向图如

图３所示.
天线装置设计中,保证了捕获波束的覆盖性和增益,确保了在卫星出入境过程中,都保证了一样的

通信增益.同时结合赋形算法,确保在跟踪窄波束形成和信号跟踪过程中,精确定位并持续跟踪,确保

通信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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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４个捕获波束３D方向图

１３　赋形算法设计

数字波束形成是对天线阵列接收信号的空域滤波,信号经天线、射频通道至 AD 采样,然后进行

DBF (DigitalBeamForming,数字波束形成)波束合成[１２].下面以一个９阵元的波束形成４个捕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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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５个跟踪波束网络为例进行说明,如图４所示.

图４　数字波束形成网络

基本流程是:接收射频通道输出的中频信号经 AD芯片采集之后送入数字下变频模块 (DDC),波束

形成器先对数字下变频输出的信号做９个方位的移相,再经求和运算即可得到特定指向和覆盖范围的

波束.

２　算法改进设计

在上文方案设计的基础上,本节针对低灵敏度应用场景下存在的以下两个问题进行优化:

１)低灵敏度下,比幅测角无法准确定位信号来波方向;

２)低灵敏度下,角度跟踪调整的起伏过大.

２１　角度估计捕获算法改进

根据该型号任务的指标余量推算,阵列的每个阵元接收到来波信号信噪比 (SignalNoiseRatio,

SNR)约为－２１dB,属于低信噪比,在该信噪比条件下,直接进行比幅测角,无法获得理想的测角精度.

所以需要进行改进,将解扩处理算法加入到测角算法中,通过解扩增益提高信噪比,解扩后的阵元

SNR可以达到９dB (３０dB解扩增益),推算得到,捕获宽波束的输出SNR约为８dB,跟踪窄波束的输

出SNR约为１４dB.

捕获状态下,波达方向 (DirectionOfArrival,DOA)估计采用比幅测角粗估计和精确估计结合的方

式进行,如图５所示.首先,使用４个捕获波束输出经过同步解扩后的相关峰值 (SNR＝８dB),方位和

俯仰的波束宽度为９０°和５５°,此时角度粗估计的精度约为２０°和１０°;得到粗估计角度后,以粗估计角度

为视线方向在方位和俯仰方向分别形成两个窄波束,解扩后的窄波束输出SNR大概为１４dB,对波束形

成后数据进行６４次非相干积累,窄波束宽度为３０°,此时代入式 (２)进行角度的精确估计,估算的角度

估计误差约为１°.

２２　仿真验证

在仿真过程中,考虑一定的系统余量,仿真条件为:阵元SNR＝７dB,精确跟踪时对波束形成后数

据进行６４次非相干积累.图６给出针对任意用户空间角度位置 (横坐标为俯仰角ϕ,纵坐标为方位角θ)

的测角误差.从图６可以看到,采用上述测角技术在捕获状态下的最大测角误差优于１°,可以满足指标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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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捕获状态下用户角度估计框图

图６　阵元信噪比为７dB下的测角误差

２３　角度跟踪算法优化

捕获到用户,并完成用户角度定位后,进入跟踪状态,需要形成一个跟踪窄波束,完成用户跟踪.
采用比幅测角完成角度估计,采用 Kalman环路滤波技术对测量角度误差信息进行滤波[１３],得到跟踪波

束的指向信息,从而实现目标角度跟踪.其实现框图如图７所示.
图７中的角度估计采用与捕获状态下角度精确估计类似的方法完成,此时,比幅测角需要的两组比幅

波束的视角方向即为当前跟踪波束的角度,由于用户角度与当前跟踪波束角度非常接近,因此测角精度

将优于捕获状态下的测角精度,即优于１°.
将仿真条件设置为:角度估计的测角精度为１° (估计值和实际角度的均方误差为１°),角度估计的更

新速度为１０Hz (１００ms进行一次角度估计),当卫星飞行轨迹在地面的投影为直线,且方位和俯仰方向

角度变化率分别为１０ (°)/s和１５ (°)/s时,跟踪效果如图８所示,可以看到角度估计值 (如图中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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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跟踪状态下用户角度跟踪框图

测轨迹”所示)起伏较大,经过 Kalman滤波后的跟踪波束角度输出 (如图中 “Kalman滤波轨迹”所示)
起伏波动大大减小.

图８　Kalman滤波仿真结果

３　结　论

本文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卫星多波束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现状,并对其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然后本文

从系统架构、多阵元天线装置结构和波束赋形相关算法三个方面对多波束卫星系统进行了剖析,基于某

型号任务的单机设计,阐述了该星载多波束系统设计思路.最后本文在该型号设计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针对低灵敏度应用,将解扩处理结合到多波束形成捕获算法上,满足低灵敏度情况下信号多波束角度成

功捕获的指标要求.同时对现有窄波束跟踪算法进行优化,将 Kalman滤波应用在窄波束跟踪上,减小了

跟踪波束时角度估计的起伏,以此保证星地通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多波束卫星通信系统可以利用波束

赋形算法形成的窄波束,对目标区域进行定点通信,提高通信时的稳定性,也利于地面终端的小型化和

便携化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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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paperanalyzesthemulti beamsatellitesystemfromthreeaspects:system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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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sitionalgorithmforlowsensitivityapplications,whichcan meettherequirementsof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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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ingalgorithmisoptimized,and Kalmanfilterisappliedtonarrow beamtrackingtoreducethe
fluctuationofangleestimationwhentrackingbeam,soastoensurethereliabilityandstabilityofsatellite

ground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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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级FDIR方法在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中的应用研究

贾晓冬　崔玉福　苏晨光　王乐乐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在轨运行中存在可测控弧段受限制的特点,本文提出了卫星多层级

的故障检测、隔离和恢复 (FDIR)研究与设计.该设计通过利用 CAST２０００平台小卫星高度集成化的在

轨自主控制技术,通过系统级集中式管理、分系统级自主处置和设备级冗余设计,使得卫星FDIR软硬件

设计的参数最优化,实现了卫星系统级的FDIR架构.该设计应用于CAST２０００平台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

中,整星系统级试验及在轨应用的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有效降低在轨故障发生时给卫星造成的不利影响,

为卫星在轨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关键词　故障检测、隔离和恢复 (FDIR);在轨自主控制;多层级;安全模式

０　引　言

作为我国主要的小卫星平台,CAST２０００卫星主要运行在太阳同步轨道[１],这也是对地观测卫星最常

用的轨道,轨道高度在５００~７００km,每天运行圈次约１５圈,从而实现对地观测的高覆盖率,同时带来

的影响是地面可测控弧段较少,卫星有较多时间在可测控弧段外运行,需要卫星能够自主地执行各项任

务.尤其需要卫星能够实时检测发生的故障,对故障进行定位并通过重构等措施来保证卫星安全可靠运

行,至少可以维持到再次进入可见弧段,以便地面控制系统介入处理.

国内外航天机构都要求在航天器系统中应用自主管理功能.在ECSS的标准中基于不同的任务需求对

航天器自主管理提出的分类标准如下:

１)常规任务的自主执行;

２)对故障的自主处理;

３)对任务数据的自主处理.

ESA的深空探测项目如 MarsExpress和Rosetta任务对航天器提出了高度自主管理的要求,并得到

显著效果[２].对地球观测卫星而言,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安全处置能力,自主管理能力也是卫星设计

一个重要方面.

在我国的卫星设计中,卫星安全模式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文献 [３]描述了早在２００９年,环境

减灾卫星星座的星务分系统设计就应用了整星级安全模式设计方法.

近年来,随着卫星安全模式设计逐步趋同于国外提出的FDIR概念.文献 [４]介绍了 CFOSAT １
卫星有效载荷系统级的FDIR实现方法,包括故障检测、参数选择方法、故障判断准则和隔离措施等,是

载荷或分系统层级的FDIR方法应用.

多层级FDIR的概念由EADS Astrium 公司的 RGessner在文献 [５]中提出,是在ESA的多个项

目的经验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
本文基于CAST２０００平台遥感卫星的项目经验,阐述了卫星多层级FDIR的设计概念,通过系统级集

中式管理、分系统级自主处置和设备级冗余设计,使得卫星FDIR软硬件设计的参数最优化,实现卫星系

统级的FDIR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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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故障检测、隔离和恢复 (FDIR)概述

FDIR是航天器自主管理的一项重要功能,通过自系统级至各个分/子系统的功能实现,从而达到高

度的自主管理.

FDIR主要指的是故障检测、隔离与恢复,是卫星安全性设计的主要方面,主要针对卫星在轨运行期

间,由卫星自主进行故障处理的一种工作模式.一般来说,卫星研制应该对卫星运行安全性进行充分设

计,提高卫星在轨生存能力和可靠性,以便降低故障对卫星性能的影响,保证卫星的使用寿命.安全性

设计是在可靠性设计基础上,针对不能消除的故障,确保其故障不扩散,避免影响卫星性能而采取的

设计.

１１　FDIR的运行流程

FDIR的执行主体是星载计算机 (星务主机或各下位机),其中用于故障检测的依据是预先设置的故

障所对应的遥测参数正常值范围[６].预先设计的故障诊断算法及隔离措施均存储在星载计算机中.星载计

算机软件周期性地采集数据,进行实施比对,及时准确地识别卫星发生的故障.同时根据预先设计的策

略,通过星务主机或各下位机的自主操作,对故障进行隔离,确保整星安全.
一般来说,发生影响整星的故障时,由星载计算机根据相关的判据算法对硬件设备进行切换备份操

作,并恢复预置的相关参数;当发生的故障不影响整星,则由单机/分系统内部进行切换备份或软件引入

备份数据的方式,通过相应的纠错处理,保证系统正常工作.总体的目的都是以故障处置后不降低系统

性能,以此来保证卫星的可靠运行.

１２　故障等级

FDIR的来源或者说其所检测的故障应该是 FMEA (FailureModeandEffectsAnalysis)分析的结

果[７].由单机/分系统FMEA得到分/子系统级FDIR方案,分/子系统无法解决的故障,由系统级FMEA
结果得到系统级FDIR方案.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存在每圈次均有地影区放电、多圈次无法进入地面可测控

弧段等特点,因此,根据不同故障对整星,特别是整星能源的危害程度,将各类在轨故障分类,见表１.

表１　卫星故障分类

分类 定义

Ⅰ类故障 当与整星能源相关的设备出现故障,将直接影响整星能源安全和在轨生存能力,这类故障定位为Ⅰ类故障

Ⅱ类故障 当卫星工作模式由正常模式变为非正常模式,导致载荷无法正常工作时,这类故障定位为Ⅱ类故障

Ⅲ类故障 由于某个设备在轨出现故障,仅引起局部功能暂时丧失,但不会影响整星运行安全,这类故障定位为Ⅲ类故障

２　FDIR多层级设计

２１　典型的多层级FDIR

FDIR多层级设计在卫星上实现是自上而下的结构[８],如图１所示.
第四层 (顶层)是卫星安全模式层级,由星载计算机进行决策,卫星进入安全模式,同时实现系统

重构,即各分系统进行相应的模式切换.
第三层是卫星系统级自主控制层级,即分系统发生故障,由星载计算机判断后,对故障分系统进行

处置,使得分系统恢复正常,不影响整星任务.
第二层是分系统自主处理层级,即分系统发生故障,由分系统 (下位机)自主判断后,在分系统内

部完成故障处理,不影响分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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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多层级FDIR分解图

第一层 (底层)是单机自主处理层级,即单机 (软/硬件)自主判断故障,在单机内部完成故障处

理,使得单机恢复正常,不影响单机功能.
每个FDIR层级的输入、输出明确的接口均有明确的定义.输入条件是下一层级输出的报警标志位或

典型遥测数据.输出动作包括两方面:１)对上一级的报警信息;２)对下一级的指令,如载荷关机、备

份切换等.

２２　FDIR的跨级执行

在考虑故障隔离反应速度和冗余设计的情况下,一般会出现跨层级的执行情况.如在卫星安全模式

层级,星务主机可以判断某分系统健康状态字,从而自主进入卫星系统级的安全模式,此时,星务主机

会自动执行星上预存储的一系列指令,这些指令有的是直接对终端设备操作,如某设备加断电\下位机切

机,有的是对分系统,如控制分系统进入自主安全模式.
同样由于分系统之间关联性和耦合性,针对某分系统设备参数的异常,系统除了会对故障分系统进

行隔离和恢复操作外,还需要协调其他分系统进行功能重构.如姿态异常情况下,就需要整星做出确保

能源的载荷关机操作以及对相机热防护的加热措施.
因此梳理和分析跨级执行的需求,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低层级系统无法自我识别或执行FDIR,需

对高层级提出设计要求;二是需要系统级从总体角度分析识别的扩散性故障或关联性操作,提出对不同

层级FDIR的要求.

３　多层级FDIR的应用实例

３１　输入条件

典型的输入条件包括用户要求、卫星在轨运行的基本环境、卫星运行与地面运管的关系、卫星运行

的典型场景.
用户要求为:卫星能够在故障发生后存活至少２４h,确保能够支撑到过境圈次.
卫星运行轨道信息包括:

１)运行轨道类型:太阳同步轨道;

２)轨道高度:６００km;

３)平均轨道周期:９５min;

４)太阳光入射角:最大为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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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运行与地面运管的关系包括:

１)测控频段:S频段;

２)数传频段:X频段;

３)平均可见弧段:８分钟/圈,４圈/天,
卫星运行的典型场景如图２所示.

图２　典型卫星运行场景

图３描述的典型运行场景覆盖了卫星从发射、星箭分离、太阳翼展开、初始姿态控制、在轨长期运

行、执行成像任务的全流程,同时,FDIR作为一项主要场景,独立于整个流程各场景.故障检测贯穿全

寿命周期,在检测到故障后能够自主运行至故障处理场景.

３２　FDIR实例

(１)冗余设计

FDIR功能很大程度是通过冗余设计来实现.热备份设计是单机/模块层级最主要的方式,其好处是

发生故障后,可自主处理且不影响对外功能.冷备份设计则需要外部措施进行干预,需要上层级FDIR介

入.典型的冗余设计见表２.

表２　典型冗余设计

单机/模块 冗余方式

星敏感器 热备份

陀螺 ３/６备份

各下位机 双机冷备份

火工品电路 ２路热备份

蓄电池 １０/１１备份

(２)安全模式

对于危及卫星安全的重大故障,如电池电压过低,姿态异常等,卫星必须可以自主采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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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卫星的安全.其基本的原则是确保卫星能源供给和姿态稳定、维持主要设备温度、保持与地面测

控站的链路畅通.
通常的安全模式都是FDIR的顶层,通过星载计算机 (星务主机)进行判断.判断的依据是重要的姿

态参数、电源参数或其他预置的重要遥测.星务主机通过周期性采集,当参数出现连续异常时,判断卫

星进入安全模式,以相对时间程控的方式实施预先存储的故障处置策略 (见图３).

图３　典型安全模式流程图

(３)相对时间程控

星务主机负责接收地面发送的相对时间程控指令块并存储到星上相对时间程控指令缓冲区中,当收

到启动相对时间程控指令组的间接指令时自动按相对时间顺序执行相对时间指令.

FDIR设计中,卫星将故障处置策略以相对时间程控的方式预置在星务主机中.当FDIR被触发后,

星务主机自主执行对应的相对程控指令,即可实现自主的故障处理.
(４)健康状态监视及采集

星务主机作为FDIR的核心单机,在 FDIR中要快速判断和显示整星和分系统的健康状态,便于地

面/星上快速监测卫星的状态和即时发现异常情况.在健康状态遥测参数设计上采用分级设计方式[９],分/

子系统判断自身状态并产生健康状态字,星务主机通过加权的方法给出卫星当前的健康状态,有利于星

上资源综合利用及提高整星的自治能力.

除健康状态外,分/子系统向星务主机提供触发安全模式的健康状态门限值以及该门限在轨重置的

范围.

典型的健康状态遥测参数设计如表３.

３３　设计结果

采用上述设计,当某一部组件故障时,通过不同层级的自主控制,卫星自主进入不同的安全模式;

为了确保卫星存活,星务触发相应的关闭载荷、平台设备的相对时间程控指令.在FDIR作用下,卫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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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模式切换至安全模式,通过设备开关实现卫星模式切换.
表４显示了不同故障模式下,卫星进入不同等级的安全模式,均可以实现当圈的能量平衡,以确保卫

星坚持到再次进入可见弧段 (最大２４h后)以便地面介入处理.

表３　健康状态遥测参数设计

参数１ 参数２ 参数３ 参数４

分系统 健康状态字 允许/禁止 触发门限满足计数 相应安全序列发送计数

表４　安全模式下能量平衡分析结果

安全模式类型 放电电量/ (Ah) 剩余电量/ (Ah) DoD (放电深度)

电源保护模式 ５８９ ５８９ ５８９％

帆板驱动机构堵转 ５８９ ２２０ ５８９％

最小能源模式 ３８８ ２３８３ ３８８％

４　测试与验证

FDIR的测试与验证主要是通过测试用例验证FDIR运行结果的正确性.对于多层级FDIR而言,测

试验证也是分阶段分层级的.

１)单机自主处理层级,应该在单板和单机级完成测试验证.

２)分系统自主处理层级,在分系统层级完成测试验证.

３)卫星系统级自主控制层和卫星安全模式层级,需要在单机、分系统和整星级验证,其中单机/分

系统级验证输入/输出正确性;整星级验证功能正确性.

４)跨级执行的FDIR需要进行必要的分系统联试,并在整星级验证功能.

表５　测试验证矩阵

FDIR项目 单板/单机 分系统级 系统级

EDAC √

蓄电池过充 √

下位机死机 √ √

载荷无法关机 √ √

电源安全模式 √ √ √

５　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分层级FDIR方法在卫星上应用实例进行了总结,高效、快速和准确的故障检测、隔离和恢复

措施可以有效地提高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在不可见弧段发生故障后的自主处理能力,从而提高卫星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

可以预见,未来的FDIR技术发展趋势应向智能化发展,一方面软件研制与人工智能结合,通过自学

习或专家库功能,不仅能够判断和处理在轨故障,还可以增加对部件/遥测趋势进行判断的能力;另一方

面加强软硬件的主动检测能力,具备周期性自检测并发现软硬件故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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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载多功能一体化硬件处理平台设计

平一帆　王苏君　文　伟　徐常志　邵应昭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

摘　要　论文提出了一种星载多功能一体化硬件平台设计方案,搭建的平台具有低功耗、小型化、

轻量化的特点.同时该设计方案具有可重构特性,最大限度使功能软件化,根据不同的应用模式加载不

同的程序,从而构建面向不同应用场合和需求的硬件平台,为解决传统硬件平台专用化问题提供了一种

新思路,是未来硬件平台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多功能;通用;可重构;硬件平台

０　引　言

随着微电子、计算机、信号处理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在卫星通信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对硬件平

台的多功能、通用化要求显著增加[１３].传统的硬件处理平台一般具有专用性特点,针对专门的应用场景

开发特定的硬件平台,功能已经固化仅能满足特定的需求.与此同时,当卫星在轨运行用户功能需求发

生变化时,产品将无法更换,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地限制了产品的开发和应用.为了解决卫星传统硬件平

台的这些问题,第一需要研究一个具有通用性且灵活可变,能够自由升级的硬件架构平台;第二需要搭

建适合多种需求,具有高性能的数字信号处理平台;第三,开发具有低功耗、微型化、轻量化特点的硬

件架构.这些要求极大增强了硬件平台的实现难度.

目前新型软件无线电技术概念的提出部分解决了上述功能无法改变或升级的问题,摆脱了传统硬件

处理平台围绕硬件设计的方法[４８].它基于通用的、可重构升级的硬件处理平台,通过装载构建化软件对

系统进行重构,从而提供了上述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各个功能可以在一个平台架构上实现.虽然基于

新型软件无线电技术的硬件平台具有可重构性、开放性和扩展性等特性,且硬件平台逐步向通用化靠拢,
并且已有了一些可重构系统的开发实例,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平台的集成度较低,功耗较大、体积

较大、重量较重,无法适应微型化、轻量化发展特点;当整个硬件系统涉及射频前端时,射频接收机部

分仍然较复杂,体积较大,如何选择更为紧凑的射频和数字信号处理体系结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论文提出了一种星载多功能一体化硬件平台设计方案,构建高集成度的平台.
搭建的平台具有低功耗、小型化、轻量化的特点,同时具有可重构特性,根据不同的应用模式加载不同

的程序,为解决目前硬件平台现有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是未来硬件平台的发展趋势.

１　多功能一体化硬件平台总体方案设计

传统硬件处理平台包含多片 ADC和 DAC,FPGA、DSP、CPLD以及外围存储和接口芯片.最主要

的问题在于当需要多路 ADC和DAC时,整个硬件平台面积和功耗会有大幅度的增加.传统硬件处理平

台设计方案如图１所示.
星载多功能一体化硬件处理平台由主处理芯片 RFSoc、DSP,存储芯片 DDR４、NorFlash,外围

LVDS、串行总线、CAN、CXP接口芯片,模拟前端变压器,以及整个处理平台的供电网络组成.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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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传统硬件处理平台方案

能一体化硬件处理平台实现方案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多功能一体化硬件处理平台方案

该处理平台选用的RFSoc芯片内部配备双核 ARM Cortex A９处理器[９１２],具有高达６２５M 的逻

辑单元,超过２０００个DSP以及１２５Gb/s的高速收发器.另外平台上还集成了四颗１６位 DDR４,分别

为RFSoc芯片内部的 ARM 和FPGA逻辑资源提供高带宽内存接口,同时能够实现 ARM 与FPGA 的异

构处理,是单位功耗性价比最高的全面可扩展的硬件平台.

１１　平台的射频直采设计

传统上送到处理平台的中频信号都是将天线接收到的射频信号经过１次或２次模拟下变频至中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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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模/数转换器 (ADC)进行采样,再经过数字下变频至基带,得到正交的I、Q 信号进行解调或者其

他信号处理.因为射频前端需要较为复杂的混频设计方案,模拟器件多,一致性较差,需要将原始信号

进行调理,将原始信号下变频到 ADC支持的采样频率.一般的下变频电路包括混频器、振荡器、带通滤

波器及其他模拟分立器件,需要复杂的器件选择和专业化的设计.并且收发通道要做到接收频点可变同

时滤波器可重构,必然导致射频通道的体积增大,无法满足小型化轻量化的要求.
为了解决此问题,本论文设计的处理平台采用了直接射频采样技术.射频直接采样是直接对射频信

号进行数字化处理,它利用软件无线电的原理,将模/数 (A/D)、数/模 (D/A)变换尽量靠近天线,射

频直接数字化,用软件完成尽可能多的信号处理功能.具有所需器件少、成本低、功耗低,容易取得更

高性能的优点,对设备的小型化、集成化以及低功耗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平台中选用的RFSoc器件可直接对６GHz以下频段流入/流出的RF信号进行采样,不需要采用模拟

器件做信号调节.在信号被数字化后,利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可编程数字域中完成下变频和信号处理.
并且RFSoc中集成的RF ADC/RF DAC支持较高的采样率,可以更好地在动态范围、信噪比和信号带

宽之间平衡.集成的直接采样子系统示意图如图３所示.由于取消模拟分立器件,采用集成化的方法,功

耗和封装降低了将近５０％~７５％,极大程度减小了整个系统的功耗、尺寸和开发周期.

图３　RFSoc的射频直采原理框图

子系统包括混频器、数控振荡器、抽取、插值、增益/相位补偿以及针对每个通道的其他数字信号处

理技术.例如经过RF ADC量化之后的数字信号与数控振荡器产生的两路正交的正余弦信号分别相乘成

为两路正交的数字信号,此时信号频谱由中频搬移到基带,经过CIC级联滤波器完成抽取,由此经过 RF
子系统的变换后输出两路正交的基带信号.另外利用 RFSoc可以满足不同的频点和带宽采样需求,在射

频范围内根据频点和带宽调谐射频采样时钟,射频采样时钟在方案中是可调的,用以灵活地调整接收信

号的范围并能覆盖很宽的信号频段范围.因此平台可以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快速的响应.

如果采用市场上其他的射频直采芯片如 AD９００９、AD９３７１,要将量化后的数字信号送入FPGA 都要

经过基于高速SERDES的JESD２０４B接口.这是由于随着 ADC/DAC采样速率的不断提高,数据的吞吐

量越来越大,动辄就是几个 G 级的数据吞吐率,采用传统的 LVDS已经很难满足设计要求,因此高速

ADC/DAC器件厂商都是采用JESD２０４B接口.但是JESD２０４B接口标准的IP核价格不菲,并且对电路

板的高速数据线的设计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增加了多达８０个采样周期的电路延迟和设计复杂度,同时

调试难度大,功耗大,所产生的功耗大概在８W 左右.因此为了降低系统空间体积、功耗与成本,必须

去除结合数字与模拟领域所需的JESD２０４B连接链路.而本论文提出的平台方案突破了JESD２０４B瓶颈,

解决了这些问题,因为RFSoc将高性能ADC和DAC集成到了Soc中,无须使用JESD２０４B的IP核 ,也

降低了电路板上走线的复杂性和对通信链路的同步要求,与从外部传输信号相比,大大减少了引脚数.

１２　平台的高集成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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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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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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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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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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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可编程逻辑资源包括RF信号链 (可编程数字下变频)、通用I/O、存储模块和 DSP资源、高速数据

互联接口.星载多功能一体化平台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地将FPGA＋ARM 处理子系统＋RF采样ADC/

DAC三者融合.

１３　平台多核处理器芯片选用

DSP处理芯片采用 TMS３２０C６６７８,共包括８个DSP内核[１３ １５].芯片采用了 Keystone内核结构,可

以进行高性能的定点运算和浮点运算.TMS３２０C６６７８的每个内核的工作频率可以达到１２５GHz,即一

片芯片可以提供１０GHz的工作频率,单精度浮点并行运算能力理论上可达１６０GBFLOP.

TMS３２０C６６７８在提供高达９６００MIPS的强大运算能力的同时集成了多种数字信号接口,包括 EMIF
接口、GPIO接口和SRIO接口等.其中的高速串行接口SRIO,能够实现多 DSP或者 DSP与微处理器

CPU以及逻辑单元FPGA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在一定程度能够满足复杂处理系统对信号高速实时处理

和传输的要求.用 TI的 TMS３２０C６６７８处理器来执行一个百万点的FFT,在１GHz的工作频率下,８核

同时运行所需时间仅需６４ms.采用如此高速的 DSP内核完全可以用来执行高速实时运算,比如雷达、
电子战等.

基于 TMS３２０C６６７８处理器的通信信号开发平台流程如图４所示.具体来说,首先基于信号处理需求

搭建信号处理流程并设置流程中的模块参数、连接参数和硬件参数;然后将信号处理模块任务与 C６６７８
硬件平台进行映射,生成C６６７８工程代码;之后对工程代码进行编译、加载、调试.若不符合系统设计

要求,则重新执行上述步骤.最终得到满足系统需求的工程代码.

图４　基于 TMS３２０C６６７８的开发流程

１４　平台电源模块设计

RFSoc核心芯片的供电是处理平台中最复杂的部分,如图５所示多达１４种电源类型.电源模块的选

用和方案设计是制约平台大小和重量的重要因素.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平台尺寸,选用 LINTER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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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LTM４６５０为双通道电源模块,单路２５A,可以双路并联使用达到５０A的供电能力,芯片大小仅为

１６mm×１６mm.LINTER的另一款电源芯片 LTM４６４４为四通道电源模块,单路６A,每个通道可以和

其他通道组合并联使用,最大可以达到２４A的供电能力,芯片大小仅为９mm×１５mm.该平台的设计方

案中采用两个LTM４６５０,四个LTM４６４４就可以完成整个平台的供电,包括对 RFSoc、DSP、DDR４、时

钟芯片等的供电.

图５　RFSoc芯片供电类型

２　多功能一体化硬件处理平台性能分析

２１　平台轻型化特性分析

对卫星可能应用的各种业务进行分析,通过模块化架构设计,统一考虑各种业务的综合实现,详细

梳理各模块的功能、接口,同时受限于体积、重量等客观因素,尽量选用具有高集成度、低功耗、处理能

力强的芯片,从而支撑轻量化的建立.
同时为了使处理平台具有通用性,选用 RFSoc作为主处理芯片.RFSoc采用射频直接采样技术,集

成了RF ADC、RF DAC、ARM、FPGA、各种通用和高速接口,因此平台的尺寸相对于以往的处理

平台缩小了一半以上的尺寸.
另外,RFSoc射频输入频率最高可以达到６GHz,当接收到的射频信号在该频率以下时,不需要再

在接收机中加入振荡器、混频器、带通滤波器等.这些分立器件已经完全被集成在数字信号处理平台的

RFSoc芯片中.由于取消模拟分立器件,采用集成化的方法,功耗和外形尺寸降低了将近５０％,极大程

度减小了整个系统的功耗、尺寸和开发周期.同时接收/发送通道具备接收/发送不同调制形式、带宽及

强度信号的能力.

２２　平台低功耗特性分析

多功能一体化硬件处理平台中主处理芯片多核 DSP的功耗估计在１０W 左右,RFSoc的内核电压为

０８５V,静态电流小于２５A,静态功耗小于２１W,当程序运行后RFSoc的功耗小于２５W.因此处理

平台总功耗小于３５W.当电源转换效率为９０％时,总功耗小于４０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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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Xilinx的Xpower可以计算出RFSoc各种电压的电流大小.例如当采用 XCZU４９DR型号,工作

在２５℃,设置LUT的利用率为７０％,FF的利用率为７０％,BRAM 为５０％,DSP为５０％,并行处理时

钟速率为２５０MHz,DDR３接口为３６位,操作时钟速率为１３３３Mb/s.RFSoc的静态消耗电流,核电压

为１４A,其他类型电压消耗大概为０６A左右.工作在２５℃,结壳热阻的温度为６９６℃,整个芯片消

耗２２W.RFSoc的功耗随结温会发生变化,当结温从１０℃变化到１００℃时,芯片的功耗从２０９７W 上

升到２５０１W.
当采用传统硬件平台时,如果要达到类似于多功能一体化硬件平台的处理能力,功耗要远远大于

４０W.采用１６通道的 ADC和１６通道 DAC,ADC的采样速率可以达到５Gsps,DAC的采样率达到

１０Gsps,仅仅 ADC的功耗已经达到３０W 多.

２３　平台可重构特性分析

多功能一体化硬件处理平台以核心处理芯片 RFSoc和多核 DSP为支撑,在最大限度内使功能软件

化,可根据实际环境,通过加载不同程序,实现不同的功能.通过存储不同的软件包,根据控制指令,
调用相应的软件包,使得处理终端可以自由切换处理任务.

本论文提出的多功能一体化硬件处理平台,可以射频直采０３~６GHz的合作或者非合作信号.硬件

平台的可重构特性示意如图６所示,数控方式调整可变滤波器组的频段,SPI控制方式改变射频信号的增

益幅度,采样时钟和 NCO 时钟可调,分析处理带宽可控,核心处理芯片门级、指令级、芯片级可重构.
由控制单元对可编程逻辑器件和DSP器件进行控制和配置以实现相应的功能,适应不同的信号体制

和工作模式.根据可能的应用和业务模式,可以配置具有不同处理流程的算法程序,但所用的组成结构

和接口关系是相同的.该架构除了必要的硬件支撑外,其余部分均为软件化设计.

图６　硬件处理平台可重构设计

２４　基于平台的深度学习

在本设计中选用RFSoc的异构平台实现深度学习算法模型.基于 RFSoc实现深度学习模型的整体设

计流程如图７所示,首先根据相关任务,确定所选择的神经网络结构类型及深度学习框架.第二,在PC
端完成网络的训练,使得网络的精度达到预期要求.第三,确定深度学习模型的具体架构并使用高层次

综合工具的编写神经网络IP核.第四,在RFSoc端构成一个与所训练的深度神经网络相匹配的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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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引擎,最后编写 ARM 端的调度程序,对整个分类器进行测试.

图７　处理平台实现深度学习的整体设计流程

根据基于RFSoc的深度学习算法模型实现时的软硬件协同设计分析结果,可以将目标数据和权值数

据的获取、对深度神经网络预测结果的后处理过程和数据调度等流程控制部分放到 RFSoc硬件平台的处

理单元 (PS)部分实现,而包含大量乘累加操作和并行计算可能性的卷积神经网络放到并行计算能力强

大的可编程逻辑部分 (PL)进行硬件加速实现.处理平台架构主要包括外部储存器 DDR４,处理单元

(PS)、片上缓存、可编程逻辑部分 (PL)的加速器和片内片外总线互联.其中,PS端负责整个神经网络

推理过程的数据调度,调度程序使用Python语言编写,PL端负责神经网络的推理和加速.

RFSoc硬件平台基于异构模式和部分参数可配置的要求,用基于软硬件协同设计的思想来进行软硬

件任务划分与总体架构设计,从而统筹兼顾目标检测算法FPGA 实现时的控制密集型和计算密集型两种

不同特点的任务,在充分开发硬件并行计算特性的同时又保证了架构的灵活性,软件和硬件互相支持,
有利于充分挖掘系统潜能、缩小体积、降低成本、提高整体效能.

３　结　论

论文中给出了一种星载多功能一体化平台设计方案.该平台具有多通道数据接收发送一体化能力、
高速数据处理能力和多接口协同工作能力.同时平台具有低功耗、小型化、轻量化的特点,以及可重构

特性,为解决传统硬件平台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设计的平台可广泛应用于航天设备,一方面

大大降低升级系统的硬件成本,一方面可以提高设备的可扩展性和数据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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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paperpresentsadesignschemeofspace bornemultifunctionalintegratedhardware

processingplatformThisplatformischaracterizedbylow powerconsumption,smallsizeandlight
weight．Atthesametime,theschemehasthefeatureofreconfiguration,whichmaximizesthefunction
ofsoftware．Differentsoftwareisloadedaccordingtodifferentapplicationtobuildhardwareplatformsfor
satisfyingrequirementsindifferentenvironmentsItprovidesanewwaytosolvetheproblemoftraditional
hardwarespecialization,whichisthetrendofhardwareplatform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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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的星载CAN总线时间同步方法

李国军　苏晨光　李志刚　张东晨　李子豪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星载CAN 总线时间同步方法,在不增加硬件的基础上将星内时间同

步精度提高至１６０μs,大幅提高了星内各单机的时间协同效率.该方法通过双向时间比对去除传输过程时

延,并通过平滑滤波消除总线不确定性误差,确保在受到干扰时总线不受影响.在实验室进行实测并长

时间考核,两个CAN 总线节点的时间差小于１６０μs,证明该方法简单、有效、可行性高,具备了型号应

用的基础.

关键词　CAN 总线;时间同步;时间延迟;双向时间比对;平滑滤波

０　引　言

时间同步对于卫星非常重要,一般要求星内各系统之间时间同步在毫秒级.为了实现星内系统级的

时间同步,目前有以下两种方法:CAN总线时间广播同步法和硬秒脉冲时间同步法.

对于时间同步精度要求不高的小卫星系统,一般采用文献 [１]给出的总线数据同步方式进行星上时

间同步.具体方式为星务中心计算机根据自身频率源形成时间系统,并周期性地向总线广播星上时间,

各时间用户收到时间广播后,启动各自的定时器对星务相邻两次时间广播的时间间隔进行细分,形成各

自的时间系统,总的延迟时间较大,约为２ms,因此文献 [１]提出了利用CAN总线控制器SJA１０００提

供的数据接收同步机制进行时间同步的方法,但该方法仅适用于CAN 总线控制器SJA１０００,不能广泛应

用于所有场合.

对于时间同步精度要求较高的小卫星系统,一般采用文献 [２]给出的高精度时间系统进行星上时间

同步.具体方式为 GNSS接收机利用硬件秒脉冲每秒向时间用户发送一个１ms的低电平脉冲,并在一定

时间内 (一般不超过５００ms)向总线广播当前的 UTC时刻.各时间用户收到时间广播后,启动各自的定

时器对相邻两次秒脉冲的时间间隔进行细分,形成各自的时间系统,总的延迟时间较小,约为１０μs.但

该方法需要整星设计秒脉冲发送和接收电路,需要一定的硬件代价.

MACIID等人在文献 [３]中提出了基于主从配置的CAN总线时钟同步算法,该算法的最大优点在

于可以节省带宽资源,同步周期中时钟主节点只要发送一条同步消息即可保证网络中所有节点的同步.

JengHongChen等人在文献 [４]中提出了一种基于主从配置的CAN总线时钟同步算法,该算法可以看

作是一种非容错型的 “后期协商”时钟同步算法.文献 [５][６]在其基础上做出改进,提出了容错型的

“后期协商”时钟同步算法.文献 [７]针对 “后期协商”算法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CAN 总线的

“前期协商”算法.

以上文献 [３ ７]均针对汽车用CAN总线进行设计,对于星载 CAN 总线网络时间同步具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１　星载CAN总线网络拓扑

星载CAN总线网络一般采用主从式结构,如图１所示.星务主机作为主节点,对总线进行调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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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从节点一般不主动发送数据.

图１　星载CAN总线网络拓扑

星务主机每秒按照固定节拍发送遥测轮询,各个从节点收到遥测轮询后向主机返回遥测数据.随后

星务主机将所有遥测数据打包下传至地面站.
整星的时间系统维护主要由星务主机负责,因此星务主机的时间准确性与稳定性至关重要.一般卫

星均搭载 GNSS接收机,定期接收导航星座的导航信息及时间信息,星务主机通过 GNSS校时的方法将

星务时间与 GNSS时间进行同步.
星务主机统筹安排各个节点的时隙.星务主机以秒为周期,每秒的第１个节拍先进行节点１的时间同

步序列的发送和接收,接收到节点１的数据返回后,进行节点２的时间同步序列的发送和接收,直至最后

一个CAN总线节点.每个从节点均连续同步１０次,以１０次的数据做平滑滤波后,将测量到的时差发送

给从节点,从节点根据主节点测量到的时差数据进行时间修正.

２　时间同步算法

２１　星务与下位机之间的双向时间比对算法

如图２所示,定义主从两个节点.主节点为星务主机,从节点为任一下位机.

图２　星务主机与下位机之间双向时间比对算法示意图

以主从两个节点为例,说明双向时间比对算法的原理.
首先,主节点在T１ 发送时间信息至从节点;
其次,从节点在T２ 收到主节点时间信息;
再次,从节点在T３ 发出自身的时间信息;
最后,主节点在T４ 收到从节点时间信息,并计算出主从时差,通过遥控指令包返回给从节点,从节

点进行时差校正.
其中,Td１ 为主到从的传输延迟,Td２ 为从到主的传输延迟,Δt为待求的主从时间差.
列公式如下

T２＝T１＋Δt＋Td１ (１)

T４＝T３－Δt＋Td２ (２)
在没有其他干扰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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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１＝Td２ (３)
因此,求得

Δt＝[(T２－T１)－(T４－T３)]/２ (４)

Td１＝Td２＝[(T２－T１)＋(T４－T３)]/２ (５)
在嵌入式系统中,从节点在中断中返回数据,处理时间极短,因此可认定

T２＝T３ (６)
从而可得出主从节点的时差为

Δt＝T２－(T１＋T４)/２ (７)
定义主节点时间小于从节点为负 (主节点１００s,从节点２００s,时差为－１００s),主节点时间大于从

节点为正 (主节点２００s,从节点１００s,时差为＋１００s).

２２　星务与GNSS接收机之间的双向时间比对算法

由于 GNSS接收机提供时间,星务主机接收时间,而星务主机又是CAN总线主节点,因此不能直接

套用星务与下位机之间的双向时间比对算法.
与图２相比,图３给出了星务主机与GNSS之间双向时间比对算法示意,二者的差异在于星务主机计

算出的时差应加到自身时间上而不是发给下位机.

图３　星务主机与 GNSS之间双向时间比对算法示意图

３　误差分析

根据算法原理进行误差分析如下:
(１)传输延迟不确定性

Td１ ≠Td２ ,CAN总线非点对点总线,如果有优先级更高的设备抢占总线,则主从传输延迟不一样,
带来误差,因此可设计多次采样,首先有效剔除野值,然后进行平滑滤波.一般情况下经过平滑滤波后

的误差不大于０５ms.
(２)设备硬件延迟

主节点和从节点的发送和接收都有可能产生误差.主节点接收误差主要包括中断处理函数的响应时

间,一般情况下该误差不超过１００μs.发送误差主要为软件处理时间,一般情况下该误差不超过１００μs.
该项误差基本为固定值,可通过校零的方式进行校正.从节点的接收误差和发送误差一般也不超过

２００μs.
因此,通过CAN总线双向时间比对方法进行时间同步的误差小于１ms.

４　实测验证

为了验证以上算法,利用已有的电性产品进行实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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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测试的产品包括星务主机和热控下位机.星务主机作为 CAN 总线主节点,热控下位机作为

CAN总线从节点.星务主机和热控下位机均设置测试点,使得星务主机和热控下位机均在每秒的起始时

刻输出秒脉冲,利用示波器测量二者的时差,该时差即为CAN总线时间同步后的时差.

４１　星务主机软件设计

星务主机软件设计流程图如图４所示,星务主机首先读取本地时间,然后马上发送给热控下位机,从

读时间到数据发出的延迟时间为固定值,可测试得到,并在最终结果中减去.收到热控下位机返回的时

间信息后计算出时差返回给热控下位机.
为了滤除可能存在的网络延迟,星务主机在计算出时差后进行以下运算:

１)累计计算１０次;

２)去除最大值、最小值;

３)余下的数据取平均值;

４)得到热控下位机时差.

４２　热控下位机软件设计

热控下位机软件设计流程图如图５所示,热控下位机收到星务主机发送的时间后,马上将本地时间返

回给星务主机,该时延也应测出并作为误差项装订到热控下位机程序中进行误差修正.热控下位机收到

星务主机发来的时差数据后进行时差修正.在整个过程中热控下位机被动接收星务主机轮询调度,不需

要主动发送数据.

图４　星务主机软件设计流程图 图５　热控下位机软件设计流程图

４３　CAN总线通信协议设计

(１)星务主机发送时间信息T１ (见表１)

表１　星务主机发送时间信息T１ 数据格式

仲裁场、控制场 有效数据场

１ ２

ID１０~ID３ ID２~ID０,RTR,DLC

４AH ０８H ８０H W０~W５ SUM

０８３



有效数据区 W０~W３为星时秒,W０为高字节,W３为低字节;W４~W５为星时毫秒,W４为高字

节,W５为低字节.
(２)热控下位机发送自身时间T２ 给星务主机 (见表２)

表２　热控下位机发送自身时间T２ 数据格式

仲裁场、控制场 有效数据场

１ ２

ID１０~ID３ ID２~ID０,RTR,DLC

８AH ６８H ９０H W０~W５ SUM

有效数据区 W０~W３为热控下位机时间秒,W０为高字节,W３为低字节;W４~W５为热控下位机时

间毫秒,W４为高字节,W５为低字节.
(３)星务主机发送时差数据Δt给热控下位机 (见表３)

表３　星务发送时差数据Δt给热控管理板数据格式

仲裁场、控制场 有效数据场

１ ２

ID１０~ID３ ID２~ID０,RTR,DLC

４AH ０８H A０H W０~W５ SUM

有效数据区 W０~W３为时间秒差值,W０为高字节,W３为低字节;W４~W５为时间毫秒差值,W４
为高字节,W５为低字节.

４４　测试结果

星务主机和热控下位机均在整秒时刻输出秒脉冲,使用示波器观察最大的误差为１５１μs,最小的误差

约为７０μs.
如图６所示,星务主机与热控下位机的时差随时间有一定的漂移,时间同步算法能够将这种漂移进行

修正,保证卫星在轨连续稳定运行.

图６　时间同步后的结果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星载CAN总线时间同步方法,使用该方法可将 CAN 总线从节点与主节点的时间同

步到１６０μs以内,可以保证各个从节点能够跟上星务主机的时间.利用该方法不需要硬件秒脉冲信号,

节省了上星的硬件成本,提高了卫星载重比.从实测结果来看,按照这种方法可以保证CAN 总线网络的

时间同步误差小于１６０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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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叉式星载可展开天线的设计与分析

江安澜１,２　邓卫华３　陈传志１,２　陈金宝１,２

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２深空星表探测机构技术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３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微小卫星应用发展过程中对星载天线提出的轻质量、高收纳比和大口径的需求,本文

设计了一种新型剪叉式可展开薄膜天线.该设计应用剪叉式机构作为天线的骨架,以实现薄膜天线的二

维收拢,能够有效提高天线的整体收纳比并扩大天线口径.运用计算机软件建立模拟样机并进行仿真分

析,仿真结果验证了剪叉式机构展开的可行性和展开后结构的稳定性.
关键词　微小卫星;可展开天线;环形剪叉结构;薄膜天线

０　引　言

人造卫星是发射数量最多、用途最广、发展最快的航天器,随着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卫星

的性能需求也不断增大[１].小卫星由于重量轻、成本低、研制周期短等优点成为卫星领域的研究热点.

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星载天线的增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大天线口径成为提高其通信能

力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２３].然而,小卫星由于质量较轻、体积较小,自身姿态控制能力有限,目前小

卫星上多采用小型螺旋天线来收发信号,使小卫星的功能受限[１].同时,由于火箭运载空间和运载能力的

限制,对小卫星载荷的尺寸和重量提出了要求.

可展开结构具有运载过程中收拢、在轨使用时展开的特性,不仅拥有传统结构的功能,也能承受较

大的几何变形,成为解决运载能力与使用需求之间矛盾的一种有效途径[４].固面可展开天线由多块刚性曲

板组成反射面,结构笨重、质量大、收纳比较低,难以实现大口径.随着材料技术的发展,柔性材料被

用于制造薄膜天线,可以实现大口径和高收纳比[５].

本文设计了一种新型剪叉式薄膜天线,采用剪叉式机构作为天线骨架,支撑薄膜天线展开.该机构

可以实现薄膜天线的二维收拢,能够提高天线的整体收纳比并扩大天线口径.

１　剪叉式天线总体方案

新型剪叉式可展开天线的外形是一个正八边形棱柱,主要由柔性反射面、杆件、连接块和支撑导杆

组成,各连接节点都采用销的方式,见图１.
正八边形棱柱的每条边为由剪式铰单元组成的杆系,通过连接装置连接,连接装置由上下两个连接

块和支撑导杆组成,支撑导杆固接在下方固定连接块上,上方滑动连接块沿着支撑导杆运动,带动杆件

绕铰接处转动,实现机构的收拢和展开.天线的柔性反射面连接在固定连接块上,收拢状态下通过折叠

和卷曲收纳于八边形棱柱的中间.支撑导杆靠近固定连接块的一端有锁紧槽,滑动连接块上装有钢球锁

紧装置,当滑动连接块运动至锁紧槽处,天线完全展开,钢球将锁住锁紧槽,将结构固定在展开状态.
天线的展开驱动装置与其中一组连接装置相连接,并固接于伸展臂上,使可展开结构通过伸展臂与

小卫星主体部分相连.驱动装置选用伺服电机与丝杆导轨的组合,电机固定在固定连接块上,丝杆的滑

块固定在滑动连接块上.伸展臂由连杆和旋转关节组成,具有三个自由度,对天线可展开结构起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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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调整方向和固定的作用.可展开结构在任务初始时为收拢状态并锁紧在包带结构中,小卫星到达

预定轨道后,包带解锁展开,伸展臂开始工作,将可展开结构移动到规定位置并固定,可展开结构随后

在驱动装置的带动下进行展开,见图２.

图１　剪叉式可展开结构示意图 图２　天线总体方案示意图

２　剪叉式天线性能分析

２１　天线收纳比分析

可展开结构的可折叠性是其最大的特点,所以收纳比在可展开天线的设计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其定义为展开状态时的包络体积与收拢状态时的包络体积之比.
在本文所述的剪叉式可展开天线结构中,杆件采用工字梁结构,两端铰接处的距离为４２０mm,杆件

厚度为３０mm.经过建模并测量,连接块所占用的长度为５３１３７１mm.支撑导杆的长度设计为５００mm,
由于在天线展开过程中支撑导杆的状态始终不变,其长度就是可展开天线结构的高度,因此只需考虑天

线结构的长和宽即可.
如图３所示,收拢状态时,剪式铰单元的双肢之间的角度为１０,两铰接点之间的距离为３７７１８４mm,

将收拢状态时杆系单元的长度记为l１;展开状态时,剪式铰单元的双肢之间的角度为１６６°,两铰接点之

间的距离为４１７０１５１mm,将展开状态时杆系单元的长度记为l２,则有

l１＝３７７１８４×n
l２＝４１７０１５１×n{ (１)

式中,n 为组成每个杆系单元的剪式铰单元的个数.

图３　剪式铰单元收拢、展开状态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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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线整体形状为八棱柱,因此收拢状态时,其外包络底边为正方形,边长记为a ,展开状态的

底边内接圆直径记为d ,因此

a＝(１＋ ２)×l１＋５３１３７１×２＋３０×４

d＝(１＋ ２)×l２＋５３１３７１×２－３０×４{ (２)

则收纳比ΘV 为

ΘV ＝
(１＋ ２)×l１＋５３１３７１×２
(１＋ ２)×l２＋５３１３７１×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

(３)

由式 (１)、式 (２)和式 (３)便可求出剪式铰单元的个数.n 取不同值时,在相同的高度下,收拢外

包络边长a 、展开底边内接圆直径d 和收纳比ΘV 的值见表１.

表１　杆系单元中剪式铰单元个数与收展状态的相关参数取值

剪式铰单元的个数n 收拢外包络边长a/mm 展开底边内接圆直径d/mm 收纳比ΘV

２ ４０８３９４７ ２０５９８０１２ ５４０３

３ ４９９４５５０ ３０６６５６４７ ６７８９

４ ５９０５１５２ ４０７３３２８２ ７７１７

５ ６８１５７５６ ５０８００９１７ ８３７８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随着剪式铰单元个数的增加,天线展开口径显著增大,而收拢状态外包络体积的

增幅相对较小,故可以通过增加剪式铰单元的个数有效提高收纳比并扩大天线口径.

２２　天线运动学分析

可展开天线机构的运动学分析在本质上是对机构拓扑关系的分析,对可展开天线机构的设计与展开

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可展开天线机构的运动学分析是在已知机构的运动构件运动规律、几何参数的前提

下,确定其任意点的位置、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等.
本文对每个杆系单元由３个剪式铰组成的机构进行了建模分析.天线从初始收拢状态到完全展开状

态,其竖直方向的位移大小为３７０mm.为了使天线在展开过程中的运动较为稳定,以便于分析其运动学

特性,在软件中赋予驱动装置的滑块一个余弦速度的驱动,时长为１００s,峰值大小为７４mm/s.
由于本文所设计的可展开天线结构具有对称性,所以下文将只对图４所示的１~４号位置的连接装置

中的滑动连接块进行运动学分析,并在０号位置建立运动学分析的参考坐标系.

图４　运动学分析位置编号

由于所有连接装置中的滑动连接块在竖直方向 (Z 轴方向)的运动均与驱动电机滑块的运动相同,
故不再做详细分析,图４中１~４号位置的滑动连接块相对于参考坐标系X 方向和Y 方向的位移、速度和

加速度分别如图５~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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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各位置滑动连接块X 和Y 方向位移随时间的变化

图６　各位置滑动连接块X 和Y 方向速度随时间的变化

图７　各位置滑动连接块X 和Y 方向加速度随时间的变化

从图中可以看出,各位置在X 和Y 方向的位移数值变化相差很大;距离０位置越远,速度的变化越

明显,因此为了避免远端的构件速度变化过快而引起冲击振荡,在做可展开机构驱动控制时,应尽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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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其输出速度的变化,延长展开过程需要的时长.各位置的加速度均以近似正弦函数变化,从加速度的

变化可以看出可展开天线机构所受到的驱动力大小和方向的变化,为可展开天线机构的动力学分析提供

了基础.

２３　天线动力学分析

可展开天线机构的动力学仿真分析是在其运动学仿真的基础上,在给定适当的驱动力的前提下,研

究天线各构件的输出载荷和惯性力.
本节运用 Adams软件进行仿真分析,在软件中构建虚拟样机,并将各个构件、约束等转化为可视化

元素,以此模拟可展开天线在无重力环境下的展开性能,研究所需的驱动力.
在软件中对电机滑块施加位移驱动,并对模型添加传感器,以控制滑块驱动天线平稳展开.天线从

收拢状态到展开状态的行程为３７０mm,时长设为４５s,仿真步长为００１.对滑块施加摩擦力,动摩擦系

数为０３,静摩擦系数为０５,其他铰链处摩擦力忽略不计.同时,在销轴处添加Contact接触力,对其

所受的反作用力进行仿真测量.
对驱动元件输出的驱动力和销轴处受到的反作用力的仿真测量结果分别如图８和图９所示.

图８　滑块输出的驱动力随时间的变化

图９　销轴处反作用力随时间的变化

从图中可以看出,滑块的启动推力约为１６３３８５N,天线在展开过程中,要使其展开运动较为平稳,
对其施加的驱动力大小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就需要对驱动装置的电机进行伺服控制,以达到预想

的展开运动效果.销轴处受力最大值约为３０６N,最小值为０,均值为２５３５N,经静力学分析可知所受

力的大小在销轴可承受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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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天线结构稳定性分析

本节运用Patran软件对天线完全展开并锁定后的结构进行了基于有限元的系统静力学分析,如图１０
所示,在建立的有限元模型中,将连接装置简化为正方形固接环,固接由剪式铰单元组成的各杆系单元,
各杆件简化为简单工字梁,腰高３０mm,腿宽３０mm,腰厚６mm.各部分的材料均为铝镁合金,材料属

性见表２,整个模型总质量为２５４kg.

表２　材料属性表

名称 密度 泊松比 杨式模量

铝镁合金 １８×１０－６kg/mm３ ０３５７ ４６１×１０７kPa

图１０　有限元模型建立

按照本文可展开天线的设计机理,如图１０所示,将有限元模型中的一个方形固接环固定约束,并根

据动力学仿真中连接销轴的受力情况,对图中节点处施加两对大小为３００N 的平衡力,进行仿真得出此

状态下整个天线的应力和变形,如图１１和图１２所示.

图１１　有限元模型仿真应力

从图中可以看出,模型应力最大为３４８MPa,最小为１８６×１０－５MPa,符合可展开天线结构所需的

刚度要求.从固定点到载荷施加点,变形逐渐增大,但变形量很微小,其最大值也仅有３５３×１０－２mm,
因此天线在展开锁紧后稳定性是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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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有限元模型仿真变形量

３　结　论

对于小卫星星载天线轻质量、高收纳比和大口径的需求,本文设计了一种新型剪叉式可展开薄膜天

线,采用剪叉式机构实现天线的二维收拢与展开,有效提高了天线的收纳比并扩大了天线口径.文中运

用计算机软件对天线进行了仿真分析,验证了剪叉式机构展开的可行性和展开后结构的稳定性,为进一

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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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冷气推进系统加注量精确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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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冷气推进系统加注量计算在高压下存在一定的误差.对比分析了

三种常见的实际气体状态方程与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数据库关于高压氮气密度的计算结

果,发现 Redliche Kwong (RK)方程对氮气密度的计算与 NIST 数据库查询结果最为接近.提出了一

种高压下气瓶容积随压力变化的线性模型.地面加注量试验结果表明,气瓶随压力的膨胀量呈线性变化

趋势,验证了气瓶容积线性变化模型的正确性;基于 NIST的加注量计算与实际测试结果最为接近,且容

积修正能够有效地减小计算结果的误差.针对某卫星冷气推进系统,计算加注量不确定度为１８０g,相对

不确定度为０６２％.
关键词　冷气推进;气体状态方程;NIST数据库;加注量;气瓶

０　引　言

冷气推进系统是指采用高压气体作为工质,经过系统减压后,由喷管加速喷出产生推力的一类推进

系统.冷气推进系统具有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安全可靠、成本低、功耗小、无毒无污染等优点,在早

期的航天器上得到广泛应用.冷气推进系统的缺点是比冲较低,随着化学推进系统和电推进系统等高比

冲推进技术的发展,冷气推进系统逐渐被淘汰[１].近年来,随着重力类科学探测卫星和小型化微纳卫星的

快速发展,冷气推进系统又重新展现出独有的优势,延伸出了高精度冷气推进和微小型模块化冷气推进

两个发展方向[２３].

面向重力类科学探测卫星应用的高精度冷气推进系统具有推力精度高和系统质心稳两大特点.一方

面,这类推进系统的推力范围涵盖了 mN至μN的量级,相比传统冷气推进系统推力精度提高了３~６个

量级[３４];另一方面,星上有效载荷对整星质心变化敏感,推进系统的运动部件、气体质量均需要进行精

确的控制和计算.冷气推进系统加注量是推进系统的关键参数之一,加注量的计算精度直接关系到在轨

气体剩余量的计算精度,间接影响卫星科学数据的处理精度[５].

冷气推进系统的工质多选用氮气、氙气等惰性气体,氮气相对于其他惰性气体而言,其有效比冲较

高,应用相对较多,系统的初始压力一般为１５~３０MPa.加注量的计算一般基于气体状态方程展开.鄢

青青[６]等对姿控推进剂加注量的精确计算中,采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对增压气体质量进行评估,应用压力

不超过０２MPa;李强[７]等对在轨冷气推进系统的泄漏估计中,同样基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对气体质量进

行计算,应用压力不超过１３MPa;Zou[８]等比较了不同状态方程计算得到的最高７０MPa压力下的氢气密

度,发现在高压下不同状态方程的计算结果出现明显差别;张涛[９]等研究了超高压冷气推进系统压力模块

的性能,开展了数值研究,采用维里方程处理实际气体行为,应用压力最高１２０MPa.
本文针对高压氮气冷气推进系统的加注量计算,首先比较了基于实际气体状态方程与基于数据库查

询的气体密度计算误差,从中选取适合高压氮气密度计算的方法;然后对冷气推进系统中高压气瓶在不

同压力下的容积变化进行了量化评估,提出了一种经过容积修正的高压冷气推进系统加注量精确计算方

法,最后通过两件气瓶的地面加注量试验,对加注量计算方法的适用性进行了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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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加注量计算方法

冷气推进系统主要由高压气瓶、气加注阀、高压压力传感器、自锁阀、减压组件、低压压力传感器、
缓存气容、过滤器、推力器组件以及管路和连接件组成 (见图１).

图１　冷气推进系统组成

冷气推进系统的加注一般在发射场进行.加注前,通过地面管路将地面气源与加注操作台连接,并

通过气加注阀与星上气瓶连接,组成一套密封系统;加注时,通过加注操作台控制流入星上气瓶的气体

流量,并实时监视气瓶的压力和温度;加注完成后,需将卫星静置１０h以上,使得气瓶处于平衡状态,
得到气瓶真实的温度和压力值.气体加注量通过下式计算

m＝ρV (１)
其中,气体密度根据监测到的温度和压力值利用气体状态方程或数据库查询得到,气瓶容积通过地面试

验测得.

１１　气体密度计算方法

当气体压力较低时,可近似认为气体满足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当气体压力较高或者气体温度较低时,
气体分子体积和气体分子间作用力不可忽略,真实气体效应明显.目前,描述气体压力、温度和密度的

真实气体状态方程包括 VanderWaals,Redliche Kwong,Penge Robinson等[１０].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如下

pV＝ρ
MRT (２)

VanderWaals[１１]气体状态方程如下

p＋
a
V２

æ

è
ç

ö

ø
÷ (V－b)＝ρ

MRT (３)

a＝
２７R２TC

６４PC
(４)

b＝
RTC

８PC
(５)

Ridlich Kwong[１２] (RK)气体状态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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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α(T)

V×(V＋b)
æ

è
ç

ö

ø
÷ (V－b)＝ρ

MRT (６)

a＝０４２７４８
R２T２５

C

PC
(７)

b＝００８６６４
RTC

PC
(８)

α(T)＝
１
T

(９)

Peng Robinson[１３] (PR)气体状态方程如下

p＋
a

V２＋２Vb－b２
æ

è
ç

ö

ø
÷ (V－b)＝ρRT

M
(１０)

a＝
０４５７２４R２T２

Cα(T)
PC

(１１)

b＝
００７７８RTC

PC
(１２)

α(T)＝ １＋β １－
T
TC

æ

è
ç

ö

ø
÷

０５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２

(１３)

β＝０３７４６４＋１５４２２６ω－０２６９９２ω２ (１４)

式中　p ———系统压力,Pa;

T ———系统温度,K;

ρ———气体密度,kg/m３;

R ———气体常数,８３１４J/ (molK);

V ———气体体积,m３;

TC ———临界温度,K;

PC ———临界压力,Pa;

M ———气体分子质量,g/mol;

ω ———偏心因子.

除了采用气体状态方程求解密度外,还可以通过查询数据库来得到气体密度值.如美国国家标准与

技术研究院 (NIST)数据库即提供各类气体的化学和物理性质,它来自文献数据的长期收集和积累,是

一个非常实用的数据库[１４].

１２　气瓶容积修正方法

气瓶在充入高压气体后,其容积会有一定的膨胀.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会对其在最大工作压力点的

容积进行测量.假设容积变形量与压力成线性变化关系,则高压气瓶容积与压力的关系式可以表示为

V＝
Vmax－V０

Pmax－P０
(p－P０)＋V０ (１５)

式中　Pmax ———最高工作压力,Pa;

Vmax ———最高压力下气瓶容积,m３;

P０ ———大气压力,Pa;

V０ ———大气压力下气瓶容积,m３.

综上,冷气推进系统加注量计算公式可总结为

m＝ρ(p,T)Vmax－V０

Pmax－P０
(p－P０)＋V０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６)

式中,气体密度需根据气体状态方程迭代求解或者查询物性数据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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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气体密度计算方法比较

图２和图３给出了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和三种真实气体状态方程在常温 (２９３K)、０~７０MPa压力下和

高压 (３０MPa)、２００~５００K温度下的氮气密度计算结果,同时给出了 NIST数据库算出的结果作为对

比.从图中可以看出,三种真实气体状态方程中,RK方程对氮气密度的计算与 NIST数据库查询结果最

为接近.

图２　不同气体状态方程氮气密度计算结果比较 (Temperature２９３K,gaugepressure０~７０MPa)

图３　不同气体状态方程氮气密度计算结果比较 (gaugepressure３０MPa,Temperature２００~５００K)

２２　地面加注量试验结果

选取某批次４８L复合材料气瓶产品的质心测量试验结果对本文加注量计算方法进行验证.４８L气瓶

为薄壁金属钛内衬碳纤维缠绕的复合材料球形高压气瓶,额定初始工作压力３０MPa.本批次共２件产品,
气瓶的容积变形率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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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气瓶容积变形测量结果

试验件编号 V０/L V３０/L

１＃气瓶 ４８３９ ４９６６７

２＃气瓶 ４８３５ ４９６３２

气瓶的质心测量试验在全自动高精度质心测量台上进行.气瓶通过两端固定安装在质心测量台上:
一端为固定出口端,一端为活动圆柱端.由于气瓶的出口端固定不动、而圆柱端可自沿轴向伸缩,因此

充气加压后,气瓶主要向圆柱端膨胀,而径向膨胀量均匀且为相对小量.轴向膨胀伸长量由预先安装的

激光位移计测得.质心测量台具备实时称重功能,可直接获得加注量数据.图４给出了试验装置的原理和

实物图.

图４　实验装置的原理和实物图

图５给出了２件气瓶轴向膨胀伸长量的测量结果.从中可以看出,２件气瓶的轴向膨胀伸长量与气瓶

压力呈线性关系,拟合决定系数 (R２)分别为０９７２３６和０９９６５１,线性度良好.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证

明,容积变形量与压力成线性变化关系的假设成立.

图５　气瓶轴向膨胀伸长量 (左:１＃ 气瓶;右:２＃气瓶)

图６给出了２件气瓶加注量试验测量值与不同计算模型的结果对比,表２给出了不同计算模型的均方

根误差.NIST计算模型与实测结果最为接近,其次为RK模型,VanderWaals模型计算结果偏差最大.

表２　不同计算模型的均方根误差

密度计算模型 IdealGas VanDerWaars RK PR NIST

均方根误差 (RMSE)
１＃气瓶 １０２３ ２２９１８ ０７２１１ １１２７５ ０２１０４

２＃气瓶 １００２７ ２２１３２ ０７１７８ １１３５４ ００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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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气瓶加注量试验测量值与不同计算模型的结果对比 (左:１＃ 气瓶;右:２＃气瓶)

图７给出了 NIST计算模型中,有无容积修正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对比.表３给出了容积修正对模型计

算结果的百分比误差和均方根误差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容积修正能够有效地减小加注量计算误差,
并且压力越高,容积修正的效果越明显.

图７　有无容积修正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对比 (左:１＃ 气瓶;右:２＃气瓶)

表３　容积修正对模型计算结果的误差对比

压力 ５MPa １０MPa １５MPa ２０MPa ２５MPa ３０MPa RMSE

１＃
气瓶

百分比误差 (含容积修正) －６％ －５４２％ －３５３％ －１７６％ ０５９％ －００１９１８６％ ０２１０４

百分比误差 (不含容积修正) －６４２％ －６２４％ －４７９％ －３４６％ －１５８％ －２５９％ ０３３４２

２＃
气瓶

百分比误差 (含容积修正) －４０７％ －０６４％ １７４％ ０１１％ －０５７％ －００６２９３３％ ００８２０

百分比误差 (不含容积修正) －４４１％ －１４３％ ０５％ －１５５％ －２６４％ －２５６％ ０２２９５

２３　加注量计算误差分析

如前所述,卫星冷气推进系统加注量计算需依据三个输入条件:气瓶压力、气瓶温度和气瓶容积.
气瓶压力的不确定度为u(p),气瓶温度的不确定度为u(T),气瓶容积的不确定度为u(V). 加注量计算

的相对不确定度u(m)可由下式计算

u(m)
m ＝

u(p)
p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
u(T)
T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
u(V)
V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１７)

某卫星冷气推进系统配置了两件４８L气瓶,加注目标压力为３０MPa (２０℃).星上压力传感器采集

压力不确定度u(p)为０１７５MPa,气瓶温度测量的不确定度u(T)为０５℃,气瓶容积测量的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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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为０１L.根据公式 (１７),该卫星加注量计算的不确定度为１８０g,相对不确定度为０６２％.

３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冷气推进系统加注量精确计算方法,采用地面加注量试验对计算模型进行了验证,
符合性较好.主要结论如下:

１)对于高压氮气的密度计算,NIST数据库计算相比状态方程计算更为准确.

２)采用容积线性修正模型能够有效地降低加注量计算的平均误差.

３)针对某卫星冷气推进系统,加注量计算的不确定度为１８０g,相对不确定度为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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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Beijing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ofEfficientandGreenAerospacePropulsionTechnology;

３LanzhouInstituteofPhysics

　　Abstract　Calculation methodusingidealgasstateequationforpropellantfillingofcold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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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ulsionhasinherenterrorunderhighpressureBycomparingnitrogendensityresultsfromthreereal

gasstateequationsandNISTdatabase,itisfoundthatRedliche Kwong (RK)equationisclosestto
NISTA tank volumelinear correction modelis proposedExperimentalresultsshow thataxial
deformationlengthincreaseslinearlywiththetankpressure,whichisaproofofthecorrectionmodel．
AlsotheNIST methodbestfitsthepropellantfillingdata,andvolumecorrectionmodelcanreducethe
errorefficientlyForasatellitecoldgassystemconsidered,uncertaintyofpropellantfillingis１８０g,equal
to０６２％inrelativeuncertainty

Keywords　Coldgaspropulsion;Equationofstate;NIST;Propellantfilling;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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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孔结构高温疲劳抗力的冷挤压表面强化技术

王　欣１,２　许春玲１,２　罗学昆１,２　胡仁高３　王　强１,２　宋颖刚１,２　古远兴３　汤智慧１,２

１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表面工程研究所;

２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航空材料先进腐蚀与防护航空重点实验室;

３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第十一研究室

摘　要　作为发动机部件的重要细节结构,孔结构在服役过程中承受大应力交变载荷作用.参照轮

盘孔结构设计孔型疲劳试样,研究了原始和冷挤压强化后中心孔试样的疲劳性能,并进行了残余应力和

表面粗糙度分析.结果表明,冷挤压强化对于 GH４１６９合金中心孔疲劳性能具有明显的增益作用,在８２５
MPa/４００℃ 下,挤压强化后中心孔疲劳寿命较原始状态提高了２５倍以上;引入深层残余压应力以及孔

壁位置的粗糙度优化是 GH４１６９合金孔结构挤压后的重要强化因素.挤压强化可作为提高发动机孔结构

可靠性的重要强化方法.
关键词　高温合金;孔结构;冷挤压;高温疲劳性能

１　前　言

１１　孔结构与疲劳问题

轮盘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承力部件[１２],服役环境中受高转速引起的离心载荷、热载荷以及振动载荷

等共同作用,特别是压气机后几级盘和涡轮盘温度高、温差大,工作条件更为恶劣,因此,适航规章规

定轮盘类构件为航空发动机 “限寿件”,容许失效概率小于１０－８次/飞行小时.

孔结构是航空发动机部件的典型结构[３４].常见的孔结构包括螺栓孔、均压孔、探测孔、甩油孔和销

钉孔等.孔结构在发动机服役过程中受到大应力交变载荷作用,同时,孔结构应力集中系数能达到 Kt２
左右,在发动机服役过程中容易发生疲劳失效[５６].某军用发动机多次出现高压压气机篦齿盘均压孔疲劳

裂纹故障,甚至断裂飞出.１９９６年的美国潘城空难,由于轮盘辐板螺栓孔疲劳失效造成了JT８D ２１９发

动机第一级风扇盘解体,从而击中机舱造成严重的民航飞行事故.
作为轮盘结构的强度弱点,孔结构的疲劳强度决定了轮盘的服役可靠性.鉴于国内外多次发生的孔

结构失效问题,设计单位采用细节优化设计的方法,如异型孔、孔边倒角等[７]措施减小孔边应力集中系

数,减小实际受力,但也存在加工困难问题[８];本文开展了挤压强化技术研究[９１１],引入残余压应力状

态,缓和外加载荷,以提高孔结构的疲劳抗力.

１２　挤压强化介绍

冷挤压强化是一类接触型表面强化技术,利用一定过盈量的芯棒强行通过孔结构,产生可控的周向

塑性形变,在孔结构表面引入残余压应力和组织强化效果.冷挤压工艺在产生很小的塑性变形量情况下,
可在孔边实现可控的深层、高残余压应力,而且能够在热和机械载荷作用下更加稳定地保持应力,因而

更适用于提高孔结构疲劳性能.
国外发动机行业将冷挤压强化技术作为提高孔结构疲劳性能的重要手段.美国普 惠公司和英国罗 罗

公司对 Ti ６Al ４V及Inconel７１８等发动机材料冷挤压强化工艺高温机械载荷下的疲劳行为开展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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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研究表明,冷挤压强化对于发动机材料高温疲劳载荷下仍然具有显著的低循环疲劳寿命强化作用,
而且寿命强化效果与疲劳应力大小相关,应力水平越低寿命强化效果越好.美国普 惠公司对F １００发动

机第二级风扇轮盘辐板螺栓孔进行了开缝衬套挤压强化工艺疲劳试验研究,全尺寸低循环疲劳试验结果

表明,冷挤压强化工艺使风扇盘的低循环疲劳寿命提高了４４％ (基准寿命３８３０次循环,挤压强化寿命

５５２８次循环).SNECMA公司材料工艺规范 DMP２８ “表面压应力强化”和 GE AE工艺规范P１１TF９
“开缝衬套冷挤压强化”中明确说明孔结构可以采用光冷挤压和开缝衬套挤压方法进行强化,以获得良好

的残余压应力状态.
在我国,孔结构在抗疲劳工艺上多采用喷丸强化[１２１４],冷挤压虽然在飞机结构上得到广泛应用,但

对于高温服役的发动机结构,基本未见国内应用.作为一种重要的孔强化方法,挤压强化对于孔结构高

温疲劳性能的影响研究也较少.本研究针对一种轮盘孔结构,设计简化试样,开展了挤压强化疲劳性能

研究,分析了挤压强化对于疲劳性能的影响因素,为挤压强化工艺在轮盘孔结构应用提供支持.

２　材料与工艺

在 GH４１６９合金盘锻件上沿半径方向取样,力学性能见表１.

表１　GH４１６９高温合金力学性能

温度/℃ σb/MPa σ０２/MPa δ４ ψ

２０ １３４５~１４３０ １１４０~１２００ １２~２２ ２０~３７

６５０ １１００~１１６５ ９３０~９９５ １２~３０ ２５~３８

按照图１加工试样.孔加工方法为穿刺打孔 镗孔 铰孔 数控铣削孔边倒角.挤压过程为:安装专用

的连接轴和笔顶帽;在孔壁上涂覆干膜润滑剂;穿过试样安装芯棒;启动拉拔枪使芯棒连续通过孔结构.
本研究用的芯棒过盈量为０１９mm,前导端角８８°.

图１　中心孔棒材疲劳试样

采用 MTS８１０液压伺服疲劳试验机,按照 HB５２８７ １９９６的方法,表征冷挤压前后的中心孔棒材

试样的疲劳寿命,温度为４００ ℃,应力为８２５ MPa,应力比R＝０１,加载频率为４ Hz.按照 HB/Z
１１２ １９８６的方法对疲劳性能数据进行分析.采用Xstress ３０００型残余应力测试仪表征孔结构的残余应

力场,并采用针扫描的方法表征挤压前后的孔壁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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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疲劳性能

由表２可知:１)在８２５MPa/４００℃条件下,经过挤压强化后GH４１６９合金疲劳性能较原始状态提高

２５倍以上;２)强化试样的最短疲劳寿命高于原始试样的最长疲劳寿命;３)强化后试样疲劳寿命分散度

有所减小.由此可以说明冷挤压强化对于 GH４１６９合金中心孔的轴向大应力疲劳性能具有明显的增益作

用,且强化效果稳定.

表２　冷挤压和原始试样的疲劳性能

工艺 试样编号 疲劳寿命 对数疲劳寿命 中值疲劳寿命 标准差 最小测试数量 中值疲劳寿命估计量

原始

１ ９８３７ ３９９

２ １０４３６ ４０２

３ ８５５６ ３９３

４ ７２４５ ３８６

５ ８６７０ ３９４

６ １０５３０ ４０２

３９５ ００６７ ４ ８９９４

冷挤压

７ ３１７５９ ４５０

８ ２７７０５ ４４４

９ ２８５６７ ４４６

１０ ２０９７４ ４３２

１１ ２８９５７ ４４６

１２ ２４０４２ ４３８

４４３ ００６５ ４ ２６８７５

应该说明的是,强化后试样的疲劳性能分散度减小了,且强化后试样的最小疲劳寿命大于原始试样

的最大疲劳寿命,这对于提高孔结构的可靠性有重要意义.

３２　残余应力

残余应力场研究结果如图２所示.相比原始加工状态 (残余应力基本在－１００μm 左右),由图２可

知:１)经过冷挤压强化后,孔结构表面存在残余压应力场;２)残余压应力的分布呈均匀减小状态;３)

表面残余压应力数值达到－７５０MPa;４)残余压应力场深度达到２mm 以上.

图２　冷挤压前后的残余压应力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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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压应力可以抵抗外加拉应力载荷,缓和孔结构实际受力,提高孔结构的强度,保障其可靠性,
是冷挤压强化的一个重要强化作用.

３３　表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研究结果见表３.由表３可知:１)原始加工采用铰孔作为终加工方法,加工后,表面粗

糙度值可达Ra０６μm 级;２)经过冷挤压强化后,由于表层金属塑性流动,削峰填谷,表面粗糙度值进

一步下降,达到Ra０２μm~Ra０３μm,较原始铰削状态有明显优化.从图３可知,冷挤压强化后孔壁

表面光滑,甚至可以像镜面一样反光,说明其表面状态良好.
加工表面粗糙度是造成表面微观应力集中的重要因素,表面粗糙度值越大,一般情况下疲劳性能越

差.冷挤压强化后,粗糙度明显优化,可以缓和孔结构加工应力集中,保障可靠性,是冷挤压强化的另

一个重要强化作用.

表３　冷挤压前后的表面粗糙度状态

状态 １/μm ２/μm ３/μm 平均/μm

原始 ０６６２ ０６３５ ０６４９ ０６４９

冷挤压 ０２６７ ０２９４ ０２８４ ０２８２

图３　冷挤压强化疲劳断口的表面照片

４　结　论

１)冷挤压强化对于 GH４１６９合金中心孔的轴向大应力疲劳性能具有明显的增益作用,在８２５MPa/

４００℃下,挤压强化后中心孔疲劳寿命较原始状态提高了２５倍以上.

２)挤压后,引入深度大于２mm 的残余压应力场,表面粗糙度值达到Ra０２μm~Ra０３μm,可以

抵抗外加拉应力载荷,缓和孔结构实际受力和加工应力集中,提高孔结构的强度,保障其可靠性,是冷

挤压强化的两个重要强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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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用印制电路板组件半水清洗工艺技术研究

张煜堃　周　泉　李　晴　张昧藏　吴彦威　杨瑞栋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针对航天用印制电路板组件的特点及其清洗工艺要求,分析了污染物的来源和三种主要水

基清洗工艺技术.采用半水清洗工艺对印制电路板试件进行了清洗工艺试验,对工艺参数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了试验比对寻优,并对标识及其板件多余物在清洗过程中的预保护作用进行了探讨.经过对试件显

微镜目测和离子残留物测量,验证了该工艺技术有清洗效率高、一致性好等特点,对航天用印制板组件

清洗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半水清洗;印制电路板组件;离子浓度;清洗工艺;助焊剂残留物

０　引　言

电路板组件 (PrintedCircuitBoardAssembly,PCBA)生产工艺中焊接、转工、贮存和组件装联工

艺等环节,由于PCB加工过程、器件封装材料、助焊剂、设备油污、操作人员指印和环境湿气与灰尘,

在焊点周边与电路板表面易形成污染物残留[１].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和周边电场的影响下,引起化学腐蚀

和电化学腐蚀,产生漏电流和离子迁移,对电路板的质量、性能和可靠性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引起电

路失效,缩短产品使用寿命.印制电路板组件的清洗及清洗效果的好坏,成为保证印制板组件可靠性的

一道重要工序.

航天设备的应用场合及要求比较特殊,苛刻的应用环境对于设备的电气性能、可靠性和工作寿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航天设备多采用高密度组装线路板,大量使用表面贴装器件,电路板组件与器件间距

离板高度受限,细管脚间距均会阻碍助焊剂挥发逃逸,引起助焊剂以及其他污染物的截留[２].印制电路板

组装件的清洗效果,关系到整个印制电路板的电气性能、可靠性和工作寿命等重要性能指标.因此必须

在焊接工艺后,三防涂覆和粘固前根据航天用印制电路板的特点对电路板组件实施相应的清洗工艺.

１　污染物来源及清洗工艺方法分析

１１　污染物来源分析

清洗过程主要是去除污染物的过程,为了有效去除污染物,需要对污染物类型、去除方法、影响去

除污染物的因素进行分析.

污染物包括焊点周边、PCBA表面残留物以及表面吸附或吸收的能使产品性能下降的物质,主要分为

极性和非极性两类.极性污染物多为离子型污染物,来自PCB加工、元器件封装材料、助焊剂、生产环

节设备油污、操作人员指印、汗渍及环境灰尘等,表现为无机酸、无机盐及有机酸等,可用极性溶剂进

行清除 (如水或醇类).无机污染物具有偏心的电子分布,在潮湿空气中二氧化碳作用下产生电离子,腐

蚀产品表面,减小绝缘电阻,导致漏电流和短路;非极性污染物多为非离子型有机物污染,来自加工过

程中引入的松香、人造树脂、焊剂活性剂、阻焊膜整平剂、清洗剂 (如醇类)、防氧化油、肤油、胶及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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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等,可使用非极性溶剂或复合溶剂进行清除.非极性污染物会在焊点和PCBA 表面形成绝缘膜,使可

焊性下降,影响电气导通及可检测性,甚至造成开路失效.无机污染物易吸附有机污染物,造成电器故

障,存在热变性,不易清洗,形成白色污染[３].电子组装工艺常见污染物来源及其影响见表１.

表１　电子组装工艺常见污染物来源及其影响

分类 污染物 来源 影响

极性

电镀盐类、纤维、塑料粉末 PCB及元器件残留物 降低可焊性

酸类腐蚀液 PCB及元器件残留物 击穿、漏电、基板附着力

指印、汗渍 操作过程 降低可焊性

焊剂活性剂 助焊剂残留物 腐蚀元件和电路,降低焊接质量

焊料球 焊接缺陷 产生气孔,短路

非极性

灰尘、纤维 工作环境 影响焊接质量

树脂类残留、脱模剂、金属氧化物 PCB组装 电接触不良

润滑油或脂类、硅橡胶 保护掩膜操作过程 吸附灰尘,产生极性污染物

松香残渣 焊接过程 影响外观质量和吸附极性污染物

１２　清洗工艺

印制电路板清洗工艺主要有手工清洗、水清洗、超声波清洗、激光清洗、冰粒清洗以及免清洗等工

艺方法.航天用PCBA具有多品种、小批量的特点,多采用手工清洗的方式,清洗剂为无水乙醇,清洗

工艺方法为将印制电路板组件放入容器中,使用毛刷或棉球蘸取清洗剂擦拭焊点和PCB表面.手工清洗

无需专用设备,工艺方法简单,适用于小批量和单件产品,但是效率低,无法对BGA、CCGA 等器件和

高密度板进行彻底清洗.
水清洗工艺按照清洗介质分为纯水清洗、溶剂清洗和半水清洗.纯水清洗采用去离子水作为清洗介

质,对于水溶性的极性类污染物具有很好的清洗效果.溶剂清洗在适宜的温度下,利用污染物与溶剂发

生皂化反应,形成水溶性产物如脂肪酸盐等进行去除.航天用印制电路板组装件目前多采用松香基型助

焊剂,松香残留物具有非水溶性.半水清洗是先使用有机溶剂溶解污染物,添加表面活性剂进行预洗,
提供润湿和乳化功能,防止析出再次附着;最后用去离子水漂洗增加溶解力和漂洗性能的一种清洗工艺.
半水清洗对清洗树脂型助焊剂和油脂成分,清洗质量较高.因此,本文根据航天用线路板组装件的特点,
研究采用去离子水＋溶剂的半水清洗的全自动清洗工艺,并辅助喷淋、加温等方式,增强去污能力.

２　航天用PCBA半水清洗工艺流程设计

２１　试验材料与试验设备

２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基板材料为FR ４,主要镀层种类为镍金和锡铅.
试验元器件主要用片式电阻电容、SOP (引脚间距０４ mm)、QFP (引脚间距０４ mm)、３D

PLUS等.
焊接材料选择航天手工焊常用的焊锡丝Sn６３Pb３７和焊锡膏Sn６３Pb３７,SMA型助焊剂.

２１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为美国 TDC公司的 AquaBatchXL自动PCB板清洗机.清洗机设备如图１所示.清洗方式

为喷淋式,清洗工艺过程中可附加蒸汽、消泡功能提高清洗效果.清洗剂选用溶解性强、弱碱性、低毒、
无闪点,对金属、塑料及橡胶制品无腐蚀性的 VIGONA２０１水基清洗剂.

清洗用去离子水电阻率≥１０MΩcm,由某单位自制的全自动去离子水生成装置,产水量２５０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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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AquaBatchXL自动PCB清洗机

２２　半水清洗工艺流程及参数制备

清洗工艺的决定因素为清洗剂的种类配比与各环节的工艺参数,工艺决定因素对印制板电路组件的

清洗效果影响重大,半水清洗工艺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半水清洗工艺流程图

半清洗工艺参数及阈值设定范围见表２.

表２　半水清洗工艺参数及阈值设定范围

清洗工艺参数 阈值设定范围

清洗剂浓度 ４％~２０％

清洗温度 ２０~７０℃

清洗时间 ＜４０min

漂洗温度 ２０~７０℃

漂洗次数 １~５次

单次漂洗时间 ３~５min

干燥温度 ５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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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清洗质量评判依据

根据电子产品的用途不同,对清洗质量采用的评判依据也不相同.参照 GJB５８０７ ２００６ «军用印制

板组装件焊后清洗要求»,印制板组装产品按照 GJB３８３５ １９９９中１３节的要求分为三个等级.其中某

单位印制板产品需按三级电子产品,即用于高可靠性军用电子产品及航空、航天系统等电子产品的检验

要求进行评判.
清洗质量评判依据采用包括电子产品洁净度常用检测法目测法 (１０~１５倍光学显微镜),传导率测定

法 SEC,以及参照IPCJ STD ００１D (焊接的电气和电子组件要求)与 GB/T４６７７ ２００２印制板测试

方法１０试验２２三种测试方法.
采用传导率测定法进行清洗质量评价时,电阻率大于５００kΩ时认定印制电路板清洗质量合格,电导

率由设备自动测量.采用印制板测试方法１０试验２２a进行清洗质量评价时,印制板表面离子污染物含量

小于１５６μg (NaCl)/cm２ 时认定清洗质量合格.

３　航天用PCBA半水清洗工艺试验结果分析

漂洗次数及时间由清洗机经过测量漂洗后的残液导通电阻进行闭环调整.因此通过试验确定清洗时

间、清洗温度和清洗剂浓度确认最优清洗工艺参数.

３１　清洗时间对清洗效率和效果的影响

根据经验增加清洗时间可得到较好的清洗效果,但清洗时间的增加会使生产效率降低.对同批次试

验板,固定清洗温度为常温清洗,设定清洗剂浓度为１５％,分别设定清洗时间为５min、１０min、１５
min.清洗结束后,取出电路板在１５倍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清洗效果,如图３所示.确认１０min即可达到

较佳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增加清洗时间,清洗效果变化不大.

５min １０min １５min

图３　清洗效果图

３２　清洗剂浓度、温度对清洗效率和效果的影响

建议清洗剂浓度的阈值范围为４％~２０％,以体积分数５％为调整阈值,分别采用浓度为１０％、

１５％、２０％的清洗剂,清洗温度采用３５℃、５０℃,清洗时间设定为１０min,其他参数按建议值设定,对

同批次PCB组装试件进行清洗,清洗后放入显微镜下观察清洗效果.清洗试验参数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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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PCBA清洗剂浓度及温度参数组合试验

清洗参数 清洗剂浓度 温度

１ １０％ ３５

２ １５％ ３５

３ １５％ ５０

４ ２０％ ５０

按表３进行４种清洗参数组合后,SOP器件清洗效果如图４所示,３D PLUS器件清洗效果如图５所

示,QFP器件清洗效果如图６所示.

(a)参数１ (b)参数２ (c)参数３ (d)参数４

图４　SOP器件清洗效果图

(a)参数１ (b)参数２ (c)参数３ (d)参数４

图５　３D PLUS器件清洗效果图

(a)参数１ (b)参数２ (c)参数３ (d)参数４

图６　QFP器件清洗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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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以上试验确认,清洗时间为１０min,清洗浓度为１５％,清洗温度在５０℃时,清洗效果较佳,达到

表面洁净度要求.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清洗时间、清洗浓度或清洗温度清洗效果变化不大,反而增加工

艺的成本和效率.

３３　表面离子污染物测定结果

对优化工艺参数后的电路板试件,根据IPCJ STD ００１D,采用仪器萃取法对按浓度１５％,温度

５０℃,清洗时间１０min清洗后的PCB组装试件进行测试,检测结果显示离子污染量为０１４~０３５μg/cm２,

见表４.该数据小于航天器用印制电路板组装件清洗规范要求的１５６μg (NaCL)/cm２,因此判定满足清

洗要求.

表４　PCBA试件离子残留物浓度测试结果

PCB组装件试件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离子残留物总量/μg ４２ ３３ ５８ ９９ １１２

样本表面积/cm２ ２３２５ ２３２５ ２３２５ ３１７８ ３１７８

单位面积离子残留物 ０１８ ０１４ ０２５ ０３１ ０３５

４　结　论

航天用PCB组装件生产过程中,随着无铅化和高密度、高可靠性的要求,污染物残留是直接影响产

品质量的重要因素.焊后,三防涂覆前的清洗工艺是PCB组装件生产的重要工艺环节.通过分析航天用

电路板组装件的特点、残留物形成的原因,采用半水清洗工艺试验试制合理的工艺参数,并对标识和板

件残留物进行了预保护措施,提高了产品的清洗效率,改善了清洁效果,且效果一致性好.此清洗工艺

已应用于遥感器用印制电路板的清洗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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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andcleaningprocessrequirementsofaerospacepr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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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itboardcomponents,thesourcesofpollutantsandthreemainwater basedcleaningtechnologiesare
analyzedThecleaningprocesstestoftheprintedcircuitboardwascarriedoutbyusingthesemi water
cleaningprocess,theprocessparametersandtheirinfluencingfactorswerecomparedandoptimized,and
thepre protectionofthe markanditssparepartsinthecleaningprocesswasdiscussedThrough
microscopevisualobservationandionresiduemeasurement,itisprovedthatthistechnologyhashigh
cleaningefficiencyandgoodconsistency,andhaspracticalapplicationvalueforaerospacePCBassembly
cl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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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轻质化蜂窝结构缓冲器的设计与研究

丁　星　李昱霖　付丽强　许自然　孙文钊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

摘　要　在某飞行器分离试验中,出现缓冲筒被完全压扁和螺钉断裂情况.本文针对传统缓冲器吸

能不足,传统改进方案存在质量大、成本高等明显弊端,提出了一种异型轻质化圆筒型蜂窝结构,该结

构具有结构简单、质量小、吸能效果优越等优势,并应用 Abaqus软件对传统方案、传统改进方案、圆筒

型蜂窝结构这３种方案进行了冲击爆炸的仿真计算.仿真研究验证了圆筒型蜂窝铝筒的优良吸能特性,该

结构可以作为一种理想的缓冲吸能材料,为航天领域追求轻量化、小型化的被动安全设计提供技术参考.

关键词　轻质化蜂窝结构;爆炸冲击;缓冲器

０　引　言

缓冲器在众多军用产品冲击碰撞过程中广泛使用,缓冲器作为一种吸收冲击能的防护装置,也受到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的关注[１３].缓冲器的关键特性在于吸收大量能量之后,传递给受保护物的应力小于

其破坏应力.近年来,飞行器发展极为迅速,随着飞行器战术指标不断提升[４],飞行工况愈加复杂,特别

是在快速响应、灵活应对的作战背景下,对缓冲器的重量、力学承载性能、成本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使用传统缓冲器对冲击碰撞进行缓冲吸能时,即使缓冲器被完全压缩也不能确保能量被完全吸收,

这就有不确定的安全隐患.最近,某飞行器级间分离试验中出现了缓冲器吸能不足导致螺钉破坏,缓冲

盒崩出的情况.因此,对性能更加优异的缓冲器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为此,本文使用了一种轻质化圆筒型蜂窝结构,利用蜂窝结构比刚度大、对碰撞速度不敏感、良好

的可设计性等优点[５９],相比传统缓冲器具有质量小、可靠性高、吸能效果优越等优势,能够满足新型飞

行器结构的缓冲需求,大大提高武器系统的安全性能,满足航天 “高质量”“高效益”的设计理念,符合

航天追求轻量化、小型化的被动安全设计要求,促进了航天领域的创新设计.

１　设计目的

在某飞行器分离试验中,分离过程中出现缓冲筒被完全压扁和螺钉断裂情况,说明爆炸螺栓爆炸

后能量未被充分吸收,缓冲筒未起到缓冲作用,导致紧固螺钉出现结构断裂,如图１所示.因此,急

需一种新型结构,能够确保完全吸收冲击爆炸过程中产生的能量.蜂窝结构由于其质量小、承受载荷

平稳、易压缩变形且压缩行程大等优点,作为一种缓冲吸能结构广泛用于航天领域.蜂窝铝材料因其

具有制作工艺简单、材料用量省、质量小及缓冲性能良好等优点,在国内外的吸能领域得到了较广泛

和深入的研究.
蜂窝铝材具有十分特殊的应力应变关系,正是这种特殊的应力应变关系才使蜂窝铝材在航空航天领

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应力与应变之间的关系如图２所示.从图２中可以看出蜂窝铝材具有三个变形阶

段:第一个阶段为弹性变形阶段,该阶段非常短暂,只占了变形阶段中很小一部分;第二个阶段为弹塑

性变形阶段,该阶段应力会达到屈服应力,变形为屈曲变形,变形过程比较漫长,其变形量可以达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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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试验过程中崩出的缓冲盒及分离螺栓

体变形的７０％以上;最后一个阶段为压溃变形阶段,在这个阶段,材料会被彻底压溃,应力会突然上升,
各方面性能比较接近同种金属材料.

图２　蜂窝铝材应力应变关系示意图

目前,国内外针对蜂窝吸能特性开展了很多的研究工作,就其冲击作用下的力学行为取得了相对可

观的研究成果.国外的研究人员对金属蜂窝的结构与异面压缩力学性能进行了详细研究;文献 [１０ １１]
对蜂窝结构在准静态与低速冲击条件下的力学特性进行了研究分析;文献 [１２]采用数值模拟与实验相

结合的方法,对不同蜂窝结构的力学特性进行了研究,得到了更为通用的研究成果.而国内主要针对其

理论模型及应用开展研究.王闯等[１３]对铝蜂窝结构的冲击动力学性能进行了研究.王永宁等[１４]基于壳单

元建立了铝蜂窝大变形有限单元模型,对动态加载下的铝蜂窝结构进行了数值仿真模拟.然而这些研究

主要集中在蜂窝特性本身,且主要关心其力学属性,并未深入地比较吸能的相关特性.
本文采用了一种圆筒蜂窝铝结构,在已有的研究工作基础上,通过建立蜂窝铝有限元碰撞模型,对

该问题进行了优化分析,分析了碰撞过程中不同结构类型缓冲铝筒在碰撞中的变形模式和吸能特性,根

据仿真结果确定了缓冲器的结构类型.

２　设计方案

为了模拟该飞行器分离试验中缓冲器破坏过程,对缓冲器破坏问题进行了分析及复现.在分离爆炸

冲击后,爆炸螺栓以７０m/s的速度带动螺母对缓冲筒进行压缩碰撞,缓冲器通过４个 M４螺钉固定在支

耳上,如图３所示.
传统的设计方案使用的是外径为１０mm、内径为９mm、高度为２７mm 的圆环筒结构,传统的改进

方案是将铝筒加厚,采用外径为１１５mm 的圆环筒,如图４ (a)、 (b)所示.本文提出了一种螺旋式蜂

窝结构,通过铝片粘接后卷起生成,可以有效防止因切割而导致的边界效应,如图４ (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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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分离试验模型

(a)传统缓冲筒 (b)改进缓冲筒 (c)蜂窝缓冲筒

图４　缓冲筒

３　有限元仿真校验

３１　基本假设

为了预估每个螺钉的受力情况,在不影响计算精度的前提下对结构做了如下假设.

１)利用动能守恒定理,将爆炸螺栓与螺母合并简化,合并后共同速度为５６m/s.

２)缓冲盒为刚体,将支耳和４个螺钉简化去除,通过缓冲盒所受支反力除以４可得到每个螺钉所承

受力的大小.

３)去除不必要的倒角、不必要的面等结构特征,以减少分析工作量,提高计算效率.

３２　仿真分析

本文采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对３种方案的缓冲筒进行了大变形冲击爆炸分析,缓冲筒的材料均为铝

１０３５,圆筒形蜂窝铝筒参数见表１,按照基本假设来对模型进行简化去除,简化后模型如图５所示.

表１　蜂窝模型参数

名称 蜂窝边长/mm 蜂窝厚度/mm 铝筒外径/mm 铝筒高度/mm 泊松比 弹性模量/GPa 密度/(kgm－３)

数值 ３２ ０１ １０ ２７ ０３ ７２４ ２７１０

　　 (a)缓冲盒 (b)爆炸螺栓加螺母 (c)总体装配图　　　

图５　简化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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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分析时选择动力学大变形分析,网格采用六面体单元进行划分,摩擦系数设置为０１.３种方案

缓冲盒支反力如图６所示,缓冲筒压缩过程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以看出,传统方案、蜂窝方案缓冲筒被

完全压缩,其中未被压缩部分为缓冲盒与螺母空隙导致.传统的改进方案由于铝筒较厚,并未完全压缩.

图６　三种方案压缩过程

图７　三种方案支反力

由图６ (a)可以看出,传统方案缓冲最大支反力为２８４５１２N,则相应每个的螺钉承受荷载应力为

５６０３MPa,远大于螺钉抗拉强度７００MPa的要求,导致螺钉断裂,缓冲盒脱落.由图６ (b)可以看出,

传统的改进方案加厚了铝筒,根据仿真结果,此时缓冲筒未被完全压缩到位,缓冲盒最大支反力为

２６９１１N,则每个螺钉承受压力为５３６MPa,小于螺钉抗拉强度７００MPa的要求,但安全裕度较小,需

要使用特制抗拉强度为１０８０MPa的螺钉.由图６ (c)可知,使用异型蜂窝铝筒结构作为缓冲筒时缓冲

盒所受支反力仅为２５００N,每个螺钉承载应力为５０MPa,远小于螺钉抗拉强度,安全裕度较高.

从图８中也可以看出,传统方案缓冲筒动能完全被塑性变形消耗,螺钉承载非常大,导致螺钉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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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窝方案由于动能仅被消耗一小部分,因此螺钉承载较低,也验证了蜂窝缓冲器的良好吸能特性.三种

方案缓冲筒的质量对比见表２,可以看出虽然传统的改进方案能够满足要求,但是 由于加厚了铝筒,导致

质量相比传统方案增加了５倍,不符合航天低成本、轻质化的要求.蜂窝结构不仅吸能效果提升明显,并

且质量减轻为传统方案的一半,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和前景.

图８　三种方案冲击过程中的动能变化

表２　三种方案缓冲筒质量对比 (单位:g)

传统方案缓冲筒质量 传统改进方案缓冲筒质量 蜂窝结构缓冲筒质量

２２３ １１８ １３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高马赫数飞行器的特点及需求,设计出了一种蜂窝铝筒缓冲器.仿真分析结果表明蜂窝缓

冲器与传统缓冲器相比拥有质量小、可靠性高等优势,吸能效果提升显著,在战术武器领域具有很好的

应用价值和前景,对改进产品性能,提升产品战术指标以及开展新结构战术型号产品的研制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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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ResearchofaNewLight
HoneycombStructureBuffer

DINGXing,LIYu lin,FULi qiang,XUZi ran,SUN Wen zhao
ShanghaiElectro MechanicalEngineeringInstitute

　　Abstract　Duringtheseparationtestofanaircraft,thebuttercylinderwascompletelycompressed
andthescrewwasbrokenInordertosolvetheproblemofinsufficientenergyabsorptionofconventional
bufferandthetraditionalimprovedschemehasobviousdisadvantagesofheavyqualityandhighcostA
speciallightweighthonercombstructureisproposed,whichhastheadvantagesofsimplestructure,light
weightand superior energy absorption effectThen,the conventional,theimprovement and the
honeycombprojectaresimulatedbyAbaqussoftwareThe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cylindrical
honercombhasexcellentenergyabsorptioncharacteristics,andthestructurecanbeusedasanidealbuffer
materialtoprovideatechnicalreferenceforpassivesafetydesigninaerospacefield．

Keywords　Lightweighthoneycombstructure;Explosion;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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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yleneC薄膜微波电路的应用可行性研究

张亚楠　孙 鹏　周　澄

西安空间无线电技术研究所

摘　要　针对涂覆材料在微波电路中多余物防控方面的可行性、可靠性问题,提出在产品表面用气

相沉积法涂覆ParyleneC型薄膜,结果表明该薄膜可有效控制直径小于１mm 的可动多余物,提高微波产

品PIND测试的合格率.同时与焊接、胶粘、互联、清洗等配装工艺有良好的适配性,且满足可靠性要

求,对微波电路的电性能无明显影响.因此,该薄膜材料在微波产品中具有应用可行性和潜在价值.
关键词　微波产品;ParyleneC薄膜;应用;可行性

０　引　言

航天混合微电路是一种高可靠性的装联技术,对元器件互联和可靠性精准度要求很高.组件配装采

用的引线厚度约几十微米,内部电路的芯片线路非常微细.配装中焊接工艺不可避免地残留极其微量的

助焊剂,影响部分引线键合的附着力和电气互联性.残留的较大尺寸多余物 (直径＞２５μm),在高加速

阶段有碰撞引线、短路和损伤电路风险,易造成产品PIND测试不合格,甚至造成产品电性能指标超差,
降低产品的成品率.

在微波组件的表面涂覆一层有机保护层是确保电子产品有效工作的重要工艺措施.目前国内外电子

制造业最常见的涂覆材料是聚对二甲苯 (parylene),主要用于防护各种电子线路板[１].该涂覆膜通过真

空化学气相沉积方法,在基板表面形成厚度为几微米到几十微米的新型保护膜,这种薄膜具有厚度均匀、
致密无针孔、透明无应力等特点,对器件无损伤,有优异的电绝缘性和卓越的防护性能.在微电子、混

合电路领域主要作为高纯度的钝化层和介质层,起到绝缘和隔离保护作用[２ ４].
涂覆膜材料按照分子结构可分为 N型、C型、D型、HT型四种类型,其分子结构如图１所示.其中

D型有高温下优良的物理特性、电性能和热稳定性.N型有很高的击穿强度,低介电常数[５].有研究表明

５μm 厚度 N型薄膜在３５GHz的滤波器和 Ka频段放大器微波电路中应用良好[２];C型薄膜可提供极佳的

电气和物理特性以及潮热环境、腐蚀性气体环境下的低渗透率.
国外研究发现ParyleneC薄膜在 MMIC电路中具有防护作用,对微毫米波电路中的差损仅损失了

１０４dB,在电路防潮防湿方面应用效果显著[６８].而国内对该材料的应用和涂覆技术鲜有研究,为了解决

多芯片微波组件中可动多余物的防控问题,选用ParyleneC型材料,采用气相沉积法,探究一种对电性

能无耗损的多余物防控方法.

Parylene材料不同型号的分子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Parylene材料不同型号的分子结构

９１４



１　样件设计及制作

１１　样件设计

在某型号用微波产品电路内部制造尺寸在几微米到几十微米之间的锡珠,如图２所示.锡珠一般分布

在引线、阻容器件附近或底部,或基板表面.通常明显可见的锡珠可采用精细工具或者清洗方法清除,
而藏匿在元器件底部或者产品线路狭窄空间中的却无法去除.

图２　某型号微波电路中复现锡珠可动多余物

１２　样件表面镀膜防护及镀膜工艺

由于微波毫米波产品多采用高度集成的 MMIC裸芯片配装,且元器件的精密、电路布线的精细,是

肉眼都难以发现的;在组装、调试和转运保护等过程稍有损伤,会破坏电气互联特性.模块在单机、整

机的环境考核测试要求严苛,基于此,镀膜前后工艺处理全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微波毫米波电路ParyleneC镀膜全流程

其中防护过程是技术难点:既保证不影响ParyleneC镀膜和膜层附着力,也要满足防护的要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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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采用硅橡胶 GD４１４胶对封焊面进行保护.模块外侧绝缘子、螺纹孔及连接器采用安装插接头和３M
胶带进行保护.后续去保护时便于操作,且对膜层的影响最小.

纳米镀膜是通过真空设备,化学气相沉积工艺涂覆在产品表面.其流程为:１)待涂覆产品做烘烤除

潮处理;２)镀膜;３)高温裂解室;４)沉积腔;５)保压１２小时,可使膜层更加均匀致密.具体过程如

图４所示.依据ParyleneC粉料的重量可推算出膜层的厚度,从而调整膜层厚度.镀膜后如图２ (c)所

示,产品内部全方位镀上一层透明的２０μm 膜层.

图４　Parylene真空气相沉积镀膜过程

２　样件测试及结果分析

２１　涂覆Parylene薄膜的微波组件PIND测试

由于锡珠是依靠具有一定黏附力的残留助焊剂附着在基板表面,试验选择铅锡焊接的 LTCC基板

(Dupont),通过调整焊接工艺制作了不同尺寸锡珠,如图５所示.经ParyleneC涂覆后,再经温度循环

(－５５~１２５℃)和施加恒定加速度 (５０００g)[９],而后依据国军标GJB５４８B ２００５对锡珠进行推切力测

试,研究涂覆膜对锡珠的固定作用.
图５为锡珠直径d≥１mm 和０５≤d＜１mm 的推切力情况.另外锡珠直径d＜０５mm 的样件,采

用３个同型号的产品,内部含有大致相同的锡珠数量、大小.未镀膜时仅１个模块PIND测试合格;镀膜

后３个均合格,明显提高了产品的PIND测试通过率.

图５　某型号微波电路中不同尺寸锡珠的推切力测试

依据图５得知模块镀膜后,其锡珠剪切强度增加了约８３５％,这是因为薄膜作为保护层,自身与基

板的结合力较好,强化了对锡珠的包裹力,且ParyleneC材料有较高的断裂强度、杨氏模量和抗拉强度,
在无尖锐工具刺破的情况下具有良好韧性和强度,可满足锁定锡珠的要求,所以镀膜后锡珠剪切强度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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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且提高了PIND测试合格率.
高低温循环和恒定加速度冲击后的锡珠剪切强度有所降低,这是因为ParyleneC膜层的适用温度为

－２００~１２０℃,而高低温循环后使得有机聚合物由玻璃态转化为柔性态,高分子链段排列从有序转为相

对无序化,膜层的结晶性降低.当剪切作用在膜层上时,由原有的韧性形变转为韧性和脆性形变的结合

体,薄膜的杨氏模量降低,故而剪切力有所降低,但是考核测试时仍能够完好地锁定多余物而不脱落.
上述分析说明在产品中涂覆Parylene材料对直径d＜１mm 的可动多余物的固定以及机械性具有一定

可靠性.

图６　ParyleneC薄膜５０００倍SEM 微观形貌

由图６可看到,ParyleneC薄膜是致密均一的薄膜,温度循环后部分膜层出现 “凹陷”或褶皱凸起,
说明膜层有轻微分层现象.这与产品表面未清洁彻底、烘烤除潮有关;其次,高温使得高分子链段运动

而重新排布,结晶性降低,薄膜与原始状态比较,局部表现出脆性,膜层附着力略微降低,但仍具有一

定韧性,可包覆多余物.

２２　Parylene薄膜与粘接用环氧导电胶兼容性分析

微波组件中的环氧导电胶操作温度为室温,固化温度低于２００℃,而Parylene涂覆薄膜聚合物在室

温下成型,其高分子结构如图７所示.

图７　Parylene薄膜化学结构式和环氧树脂高分子结构

从图７得知两种高分子聚合物在室温下化学性质极其稳定.从图４中看到Parylene薄膜是粉料经６８０
~７００℃高温发生C C键裂解,活性单体聚合而成,在微波产品使用温度下,化学属性稳定;而环氧树

脂中的活性基团 (羟基、环氧基)在无亲电子极性物质存在下,也保持聚合物固有属性,因此ParyleneC
薄膜和环氧导电胶不会发生化学反应,该薄膜对导电胶粘接性能无影响.

从微波组件中主要材料及其实施工艺分析可知,环氧导电胶与Parylene薄膜可以兼容使用,对微波

产品无质量隐患.

２３　Parylene薄膜与键合引线的匹配性分析

微波组件中的互连主要靠金丝、硅铝丝相互连接,金丝、硅铝丝的热胀系数分别为１４６ppm/℃、

２３８ppm/℃,ParyleneC的热胀系数为３５ppm/℃,略大于金丝和硅铝丝.当温度升高时,涂覆在外部

的Parylene膨胀较快,并且由于应用中膜层厚度一般控制在５~６μm,且气相淀积形成的薄膜自身无应

力,不会影响到引线弧高度.下面对薄膜对键合强度的影响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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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覆后的模块电路经历温度循环、恒定加速度测试.依据国军标 GJB５４８B ２００５方法２０２３２相关

要求,键合引线要求进行１００％非破坏性拉力测试,测试钩在两键合点中间位置.破坏性测试按照方法

２０１１１条件D进行,失效模式为引线起弧点.测试数据如图８所示.

图８　Parylene薄膜后引线键合力非破坏性测试和破坏性键合力测试

由图８结果得知,涂覆后和施加温度循环、恒定加速度后测试的破坏性键合强度远远大于标准值,说

明适当膜厚有助于增强金丝键合强度 (提高４~５倍),这因为通过外层薄膜对元件表面的 “束缚力”,使

得键合引线与基板的结合更加牢固.目前选用厚膜电源模块、S频段 MCM 频率综合部件、Ku频段放大

器几类微波产品镀膜后的引线键合力均满足 GJB５４８B—２００５的相关要求,且对微波的电气连通性影响较

小,电性能指标均满足要求.试验结果说明ParyleneC薄膜与键合引线具有良好的匹配性.

２４　Parylene薄膜与溴丙烷清洗剂的兼容性分析

目前多芯片微波组件为了清除芯片等元器件表面的多余物,也采用溴丙烷清除表面脏污.清洗剂与

ParyleneC材料的兼容性鲜有报道,故有必要进行此类的研究和分析.将镀膜产品进行蒸洗１０min,漂洗

及超声２０s漂洗的膜层外观如图９所示.发现镀膜包覆的锡珠和元器件底部的助焊剂均锁定在膜层下方,
达到良好的包覆作用,且不影响器件性能,同时保证产品 PIND 测试合格率提升.说明 Parylene材料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和溴丙烷兼容性较好.
镀膜后的产品,经历高低温/恒定加速度测试以及溴丙烷雾化清洗后,其引线的非破坏性键合力无明

显差异,说明经历一系列的考核测试并未改变镀膜的固封能力和可靠性.因此,说明ParyleneC薄膜与

溴丙烷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可靠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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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涂覆Parylene膜层雾化清洗前后变化

２５　Parylene薄膜对微波组件的绝缘强度测试

绝缘强度是指测量膜层在外加直流电压下表现的电阻值大小,依据 GJB５４８ ２００５中方法１００３的试

验条件F,可以施加外加电压使绝缘部分或其内部产生漏电流,从而测量出绝缘强度.
测试结果符合指标要求:根据ParyleneC型薄膜的电气特性,其介电强度为DC５６００ (V/mil),完全

可以满足要求.可见涂覆Parylene后,能够对内部芯片、器件进行绝缘,与外界隔绝,对内部起到一定

的电隔离保护作用,符合 GJB５８０７ ２００６要求[１０],一级、二级和三级电子产品的表面绝缘电阻都不应

小于１００MΩ.

３　结　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１)ParyleneC型薄膜对微波产品中直径＜１mm 的锡珠多余物有良好防控作用,且提高微波组件的

PIND等测试的合格率,带来较高经济效益.

２)微波产品上涂覆一定厚度的ParyleneC薄膜材料,其薄膜材料与微波电路中 (包括薄膜和厚膜)
的环氧型导电胶、引线键合及雾化清洗等工艺、材料有良好的兼容性,且满足可靠性要求.

３)高温影响ParyleneC薄膜的结晶性,从而降低膜层附着性;另外镀膜前产品的清洗、除潮干燥处

理对膜层附着力至关重要.

４)该薄膜在微波电路中有一定的绝缘强度和电隔离保护性能,不会对电路性能造成影响.但注意涂

覆薄膜前对产品进行清洗和除潮处理,防止元器件表面的水汽影响电性能.

参 考 文 献

[１]　蒯永清,董昌慧,李益兵,等微波混合集成电路射频裸芯片表面封装研究 [J]．电子工艺技术,２０１８,３９ (６):３４２ ３４５．

[２] 仝晓刚,敖辽辉,石秀锟,等Parylene在毫米波 MMIC电路防护上的应用研究 [J]．电子元件与材料,２００３,３３ (１):３９ ４２．

[３] 吴礼群,陈旭,梁元军,等Parylene敷形涂层绝缘性能研究 [J]．现代雷达,２０１２,３４ (１２):８２ ８４

[４] 柯曾喜聚对二甲苯在混合电路中应用技术研究 [D]．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２００７．

[５] CamillaK,ChristinaT,JanuszR,eta１InvestigationofParyleneContheperformanceofmillimeterwavecircuits [J]．IEEETrans

MicrowaveTheoryTech,２００６,５４ (８):３４１７．３４２４．

[６] DongX,Zhang M,LeiY H,etalParylene MEMStechnique basedflexibleelectronics [J]．ScienceChina (Information

Sciences),２０１８,v６１ (０６):１１０ １１８

[７] KalouliA,SylvestreA,OrtegaL,etalStructralandmillimeter waveintergratedcircuit [J]．IEEETransAdvPackg,２０９９,３２

(１):８９ ９１

[８] MokniM,KahouliA,JomniF,etalDielectricInvestigationofParyleneDThinFilms:RelaxationandConductionMechanisms [J]．

TheJournalofPhysicalChemistryA,２０１５:１５０８１４１３１２２４００１

４２４



[９] GJB５４８B—２００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 [S]．
[１０] GJB５８０７ ２００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 [S]．

StudyonApplicationPracticabilityofParylene
CFilminMicrowaveCircuit

ZHANGYa nan,SUNPeng,ZHOUCheng
XianInstituteofSpaceRadioTechnology

　　Abstract　Aimingatthefeasibilityandreliabilityofcoatingmaterialsi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
redundantmaterialsinmicrowavecircuits,thevapordepositiontechniquewasusedtocoatParyleneC
filmonproducts’surfaceTheresultsshowthatthefilmcaneffectivelycontrolthemovableexcessofless
than１mmindiameter,andimprovethepassrateofmicrowaveproductPINDtestingInaddition,the
compatibilitybetweenthisfilmandwelding,bonding,theepoxyconductiveadhesive,cleaningandother
assemblyprocessesThefilmtechniquemeetsthereliabilityrequirements,andhasnoobviousimpacton
thepropertiesofproductsTherefore,theParyleneCfilmformulti chipproductshastheapplication

practicabilityandintrinsic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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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遥感器加热回路产品防护管理实践

赵　宇　王　阳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围绕在生产测试全过程对空间遥感器加热回路产品开展有效防护的工作目标,分析产品损

伤问题原因及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针对性防护策略.首先设计可重复使用的柔性防护层,保护加热回

路产品,再由质量主管机关牵头联合产品生产、测试各部门制定全链路实施方案,确保防护方法在设计、
工艺、检验、试验等各环节得以持续落实.在加热回路防护管理工作开展后,产品损伤问题数量同比大

幅下降,同期一年内加热片磕碰损伤总量由１８片降低至７片,损伤率降低了６０％,光学装配、电装布

线、总装转运环节加热回路产品磕碰损伤问题均得到有效抑制.该项工作有力保障了航天遥感器型号加

热回路产品安全.
关键词　加热回路产品;防护;防护策略;管理

０　引　言

加热回路类产品是航天器及遥感载荷热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为空间遥感器在轨进行补偿加

热[１６].加热回路类产品主要包含:薄膜型电加热器 (加热片)、热敏电阻、热控线缆等.薄膜型电加热

器[７] (下简称加热片)由夹在两层柔性电绝缘材料 (一般为聚酰亚胺,厚度５０μm)之间的电阻元件 (一
般为厚度２０μm 康铜箔,直径０１~０４５mm 康铜丝)制成,总厚度不超过１mm (引出线处最厚).加

热片表皮构成材料为聚酰亚胺,其具有柔性好,厚度薄的特点,产品外观可参见图１.加热片外表层聚酰

亚胺非常薄,加热回路产品安装粘贴在相机结构表面后,极易受外部施加因素影响产生损伤.常见损伤

有:尖锐物体磕碰划伤加热片表面、硬物挤压导致表面变形、外力拉扯导致引线脱落等,如图２、图３所

示.为避免加热片等航天产品发生损坏,需要制定专门的防护措施[８９].

图１　常见薄膜型电加热器

　　　
图２　加热片磕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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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加热片拉拽撕裂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质量管理部门根据不合格品审理单记录,统计了全所２０１８年内发生的空间遥感

器加热回路磕碰损伤更换情况,详见表１.根据统计结果可知磕碰损伤主要分布在相机光学装配阶段、总

装转运阶段、电装布线阶段.因此制定针对性热控产品防护方案,并促使设计、装配等各部门高效执行,
联合实施是解决该类问题的重点所在.

表１　２０１８年度相机加热回路产品损伤情况统计表

序号 加热片位置及数量 损伤原因

１ 某相机正样件主镜侧面热罩加热片２片 相机转运过程中磕碰加热片导致产品损伤

２ 某相机正样件主镜底面热罩加热片１片 相机光学装配过程中工装磕碰加热片导致产品损伤

３ 某相机正样件前镜筒外热罩加热片２片 相机光学装配过程中由于结构紧凑,装配空间小,工具磕碰加热片导致产品损伤

４ 某相机鉴定件前镜筒下段加热片１片 相机电装布线过程中工装磕碰加热片导致产品损伤

５ 某相机鉴定件可见光散热面加热片３片 相机电装布线过程中工具磕碰加热片导致产品损伤

６ 某相机正样件主镜托框加热片２片 相机光学装配过程中,工装支架磕碰加热片导致产品损伤

７ 某相机鉴定件可见光三镜框加热片１片 相机电装布线过程中工具磕碰加热片导致产品损伤

８ 某相机鉴定件可见光三镜框加热片２片 相机光学装配过程中磕碰加热片导致产品损伤

９ 某相机正样件后基座盖板加热片２片 相机转运过程中磕碰加热片导致产品损伤

１０ 某相机前镜筒加热片２片 相机转运过程中工装挤压加热片导致产品损伤

１　防护实施方案及程序

为有效解决加热回路类产品磕碰损伤频发问题,质量管理部门组织相机总体部门、热控设计部门、
热控实施部门、相机总装测试部门等其他相关设计、工艺、实施、试验等部门讨论并明确了加热回路类

产品防护实施程序.即由热控室制定各型号产品的防护方案;热控实施部门将方案落实在工艺文件中,
并完成实施;相机转运、电装、光学装调等下游工序负责部门在产品防护工装保护下完成相关工作,如

需临时拆除防护,后续应及时进行恢复.型号质量管理部门在整个防护方案实施过程中负责监督检查以

及组织相关培训工作,图４所示为加热回路产品防护方案实施程序的示意图.
相机加热回路类产品在总装全流程的实施程序中,按照实施防护图应重点关注以下环节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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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明确防护内容要求

需从设计环节开始明确具体防护要求内容,并全面落实在各型号热控产品安装技术要求、安装图样

等文件中.
(２)全面落实工艺文件

工艺部门要将加热回路类产品的防护要求纳入工艺文件中,从工艺文件出发确保相关实施操作全面、
不漏项.

(３)严格执行实施流程

防护工装随产品流转至热控实施、电装布线、光学装配、整机测试及转运等各个环节,各项操作均

应严格执行产品防护要求.

图４　防护方案实施程序

２　防护实施方法

热控室针对产品特点充分调研防护材料,根据相机结构件结构形式、体积尺寸等明确了以下实施

方法:

１)对于图５所示的圆柱镜筒大型结构体,在加热片粘贴固化完成后,由热控实施部门转运至下一接

口部门前,对其进行整体防护包覆.包覆材料为防静电型PE板 (无污染、无多余物、防静电,本身质软

避免造成二次损伤).用３M 胶带绑扎固定.在明显部位用粘贴规范醒目标签纸进行标识.由热控设计师

将防护要求在安装技术要求中提出,热控实施部门工艺人员将具体防护措施落实在工艺文件中.防护措

施要易拆卸、易安装.这样其他各工序 (电装、装配)在完成本岗位工作后均可将防护气泡布重新安装.
产品防护效果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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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圆筒形结构加热片布局

　　　　
图６　圆筒形结构加热片防护效果

２)对于图７所示的平面型大型结构体,在加热片粘贴固化完成后,由热控实施部门转运至下一接口

部门前,对其进行区域性防护包覆.包覆材料为防静电型PE板及防静电型气泡纸混合使用 (可多层叠

加,具备更好的抗挤压功能).用３M 胶带绑扎固定.在明显部位用３M 胶带粘贴标签纸进行标识.由热

控设计师将防护要求在安装技术要求中提出,热控实施部门工艺人员将具体防护措施落实在工艺文件中.
防护措施要易拆卸、易安装.这样其他各工序 (电装、装配)在完成本岗位工作后均可将防护气泡布重

新安装.产品防护效果如图８所示.

图７　平面形结构加热片布局

　　　　
图８　平面形结构加热片防护效果

３)对于图９所示的单机、零部件等小型结构体,在加热片粘贴固化完成后,由热控实施部门转运至

下一接口部门前,可识别其磕碰风险,利用防静电型气泡纸对其进行产品防护,并粘贴防护标识,提醒

下一道工序操作人员注意对产品进行持续保护.产品防护效果如图１０所示.

４)以上各类防护措施均落实在各环节工艺文件中,并由检验人员对其实施操作进行检查记录.

５)各型号定期对不合格品审理单进行统计汇总,对该类问题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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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微小形零部件加热片布局

　　　　
图１０　微小形零部件加热片防护效果

３　防护实施要求

为确保加热回路产品防护方案全面执行,质量管控落实到位,还应对相关部门提出以下实施要求:
(１)防护工装设计合理

设计师要会同工艺人员对防护工装的材料选择、防护部位、防护方法进行合理设计,防护工装还需

具备易于完整拆卸,易于多次安装的功能.
(２)规范明确防护要求

对防护方案所涉及的各项型号文件应落实在所级或部门级指导文件中并进行规范,形成所标或三层

次文件用以指导开展工作.
(３)相关培训全面到位

产保中心负责组织与加热回路产品防护相关的全链路部门开展所级培训工作,对设计、工艺、实施、
测试人员全面宣传并贯彻加热回路防护详细要求.

(４)加强监督监管措施

各型号产保人员加强对防护工装在各工序流转环节的监督检查,关注产品防护方案,对发现的问题

进行惩处.
(５)分析问题并持续改进

针对实施防护后仍发生的磕碰损伤问题,设计和工艺部门应高度重视,及时分析防护方案是否存在

不合理环节,如发现问题,则持续改进防护设计方案.

４　防护实施成效

自２０１９年１月加热回路防护工装正式应用于全体型号相机加热回路保护后,我们对发生的产品磕碰

损伤情况进行了统计,同时与未实施防护的产品同期进行了对比,结果如图１１所示.从图中数据可看出,
同期一年内加热片磕碰损伤总量由１８片降低至７片,损伤率降低了６０％,在光学装配、电装布线、总装

转运环节加热回路产品磕碰损伤问题均得到有效抑制.
与此同时,产保中心组织各相关部门全面梳理了所需标准规范,完成制、修订所级标准及部门三层

次文件等指导性技术文件、工艺文件十余篇.使得加热回路类产品防护工作做到有据可依,有据可查.
表２列出了加热回路防护工作形成的主要文件标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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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防护前后加热回路磕碰问题对比图

表２　加热回路防护工作形成的文件依据表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种类 完成形式

１ 热控产品安装技术要求编写规范 所级标准 修订

２ 热控产品防护通用要求 所级产保标准 编制

３ 正样热控产品影像资料留存要求 所级产保标准 编制

４ 热控专业图纸编制模板 设计部门三层次文件 修订

５ 加热回路产品安装工艺文件模板 工艺部门三层次文件 修订

６ 加热回路类防护工装制作方法及要求 工艺部门三层次文件 编制

７ 电装布线规范操作指南 工艺部门三层次文件 修订

８ 相机光学装配环节产品防护要求 工艺部门三层次文件 修订

加热回路类产品防护工作的成功实践,不但有效控制了产品损伤问题的发生,同时使设计环节减少

了备份产品投产量,大大节省了产品成本、人工成本,完成质量管理对产品效益的提升.后续热管、多

层组件等热控产品也将以此防护方法及质量管理方式为参考借鉴,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５　经验体会

加热回路类产品防护工作后续仍将继续深入开展,扩大防护产品范围,优化设计防护方案.对本次

质量管理实践活动的经验体会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产品防护工作需分析问题、识别风险、全面覆盖

本单位以光学载荷为核心产品,以往将产品防护工作主要集中在了镜头、元器件及易损机构件等影

响相机性能的关重件上,并没有重点关注热控类产品.加热片虽属型谱化常规产品,但安装完毕后易损

伤、更换耗时长等特点也使得其磕碰损伤问题随着型号研制任务的增加而不断暴露.本次防护工作的有

效实施使得我们认识到产品防护工作需对各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制定针对性措施,后续产保中心

组织开展相关工作,将继续扩大产品防护范围,全面覆盖产品损伤风险隐患.
(２)质量管理部门加强协调管理,架通各部门接口之间的质量管理桥梁

随着岗位职责、部门职责的不断细化,当前型号研制过程中每一项工作都有着明确的内外部接口.
解决问题不能再靠设计部门或工艺部门单独执行,而需要质量管理部门组织整个型号研制链路中各个部

门联动才能更深入更全面地完成工作.加热回路防护方案设计得再好,在后续工序中不能得到持续执行,
也无法保证问题得到根治.因此产保部门的管理监督作用,协调梳理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后续工作中

还需继续加以强化.
(３)建立标准依据是质量管理实践工作高效开展的助推剂

如需大规模全面开展一项新的质量实践活动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推进协调.在本次产品防护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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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关和各研究室首先从标准依据入手,在完成方案定型后随即制、修订相关标准文件,而后大力宣

传、贯彻、培训,使得后续工作实施明确规范,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好的质量改进成效,对其他质量工作

的开展有借鉴作用.

参 考 文 献

[１]　RosangelaM,LiG,ValeriV,etalCbers３&４TMthermalbalancetestresultsandsatellitethermalmathematicalmodelcorrelation
[C]．The４０th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EnvironmentalSystems,USA,２０１０

[２] MolinaM,BorsiniS,LaudiE,etalAMS ０２thermalvacuumandthermalbalancetestintheLSSatESTEC [C]．The４１st

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EnvironmentalSystems,Portland,USA,July１７ ２１,２０１１．
[３] 赵振明,鲁盼,宋欣阳 “高分二号”卫星相机热控系统的设计与验证 [J]．航天返回与遥感,２０１５,３６ (４):３４ ４０
[４] 杨文刚,余雷,陈荣利,等高分辨率空间相机精密热控设计与验证 [J]．光子学报,２００９,３８ (９):２３６３ ２３６７
[５] 陈立恒,李延春,罗志涛,等空间相机大功率CCD器件的热设计与热试验 [J]．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１１,１９ (９):２１１７ ２１２２．
[６] 孔林,王栋,姚劲松,等轻型空间相机支撑桁架的精确控温 [J]．光学精密工程,２０１４,２２ (３):７１２ ７１９．
[７] 金岩薄膜电加热器在飞船热控制中的应用 [C]．第五届空间热物理会议,黄山,中国,２０００．
[８] 张俊光实验室产品保存及防护管理方案研究 [J]．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０９,２９ (４):１２２ １２４．
[９] 郭燕电子产品包装防护综合评价系统的研究开发 [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２００９

ProtectionManagementforHeatersinSpaceCamera
ZHAOYu,WANGYang

BeijingInstituteofSpaceMechanicsandElectricity

　　Abstract　Inordertoeffectivelyprotecttheheatersofspacecamerainthewholeprocessofproduction
andtest,thereasonofproductdamageandweaklinkinproductionprocessareanalyzed,andprotection
strategiesareproposedAccordingtothestrategies,reusableflexibleprotectivelayerisdesignedto

protecttheheaters,andqualityauthorityhasestablishedimplementationschemebycollaborationwith

productionand measurementdepartmentstoensuretheprotectionstrategiesareappliedindesign,

operation,testing,andexperimentAftercarrying outtheprotection managementforheaters,the
numberofdamagedproductsdecreasesremarkablyThetotaldamagedheatersreducefrom１８piecesto７

piecesinoneyearandthedamageratiolowersby６０％Thedamageproblem ofheatersiseffectively
controlledin the process ofopticalassembly,electric wiring,assemblytransportThe protection
managementhasguaranteedtheheaterssafetyinthedevelopmentofspace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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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卫星AIT过程在线校准的总装测试技术

闫荣鑫　孙　伟　杨再华　徐在峰

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

摘　要　针对大型卫星推进系统高灵敏检漏,大载荷质量特性测量、超高安装精度测量的总装测试

的标校问题,提出在线同量级标准参量实时比对校准精度评测方法,研制了单点、总漏率测试系统的标

定装置,实现了大型卫星推进系统密封性能的准确测试和实时比对校准测评;研制了基于三坐标转换机

的大载荷集成质量特性测试系统的标准转子,直接比对校准测评测试系统;研制了大型卫星仪器安装精

度测试模拟器、基准转换器,实现了经纬仪、激光跟踪仪联合测量系统的在线校准,保证了大型卫星

AIT过程的总装测试的物理参量的计量溯源,有效地控制了总装测试过程的测试精度,保证了大型卫星

的 AIT过程装配质量.

关键词　卫星;在线校准;检漏;质量特性测试;安装精度测试

０　引　言

近年年,我国研制了许多大型卫星,这些大型卫星在每一个总装、测试、试验 (AssembleIntegration
Test,AIT)过程中,都要进行４次密封性能、１次质量特性、４次安装精度的总装测试.卫星的整星管

路系统的密封性能测试一般采用氦质谱检漏技术,但对于已采用电推进系统的大型卫星,需要研制以工

作介质氙气或其他气体为示漏气体的密封性能测试系统,实现大型卫星密封性能准确测试.对于质量较

大的大型卫星,卫星的质量、质心、转动惯量等质量特性参量都有很大的变化,需要对质量标定装置进

行实时校准.在安装精度测量方面,卫星结构可达十几米,位置测量精度要求达到亚微米量级,角度测

量精度要求达到角秒量级,且要求快速多参量一次测量.目前一般卫星的现场 AIT过程中,总装测试都

采用单独测试仪器或设备,独立测出卫星需要总装测试的参量,仅对测试设备在计量部门单独定期校准

或按照专用设备校准.然而大型卫星 AIT过程的总装测试都采用联合测试的系统测试技术,因此,如何

在大型卫星 AIT过程中进行测试系统的校准,有效地控制总装专业测试系统的测试精度,保证测试可信

度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１　国内外现状

１１　密封性能测试

国内化学推进系统的测试主要采用氦质谱大气累积检漏法[１２],多管路系统并行采用质谱分析检漏技

术[３],密封性能指标要求更高的卫星采用真空室法检漏技术[４].NASA 针对密封性能要求较高的航天器

主要采用氦质谱真空室法进行检漏,如美国国际空间站的实验舱和气闸舱的总漏率测试均采用该方法.
俄罗斯的航天器检漏测试采用氦质谱真空室法.校准通常采用氦气标准漏孔或标准气样比对,一般不进

行测试精度测评及不确定度评估.但大型卫星的推进系统一般采用化学推进联合电推进的方式,甚至直

接单独采用电推进方式,对大型卫星的密封性能测试,就必须解决工质氙气的漏率准确测试的问题,也

必然直接面对氙泄漏测试系统的校准问题.另外,氦质谱单点漏率测试校准,一直采用单一定值漏孔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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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比对的方式,在被测试卫星推进系统２~４个单点漏率数量级内,采用一个定期计量赋值的标准漏孔,
进行比对测试,如图１所示,这样很难进行测试不确定度测评,更缺少一个简单易控的测试精度的测试现

场控制方法.

图１　卫星单点质谱检漏技术

１２　质量特性测试

卫星的质量特性主要包括卫星的质量、质心、惯量、动平衡等参量,这些指标对卫星的发射、变轨、
姿控都十分重要,传统卫星的质量和质心位置测量采用三点测力法,惯量采用气浮扭摆周期法,动平衡

采用旋转动平衡法[５],但这些技术一次吊装转换测试方向,仅能完成一个轴向方向的测试,其他轴向的测

试必须通过工装转化多次吊装旋转重新测试,这给卫星带来安全隐患,且测试效率低下.为此,北京卫

星环境工程研究所在卫星三坐标集成化测试系统的基础上[６],研制了大承载质心、转动惯量三坐标转换机

一体化的质量特性测试系统.然而,目前质量测试系统的校准采用质心和惯量扭摆台单独校准的方法,
另外大型卫星的质心和惯量的空间分布有很大的变化,单独校准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影响测试数据的可

信度,缺少在 AIT过程中质量特性参数测试精度、可信度的控制方法.

１３　安装精度测量

相对卫星的星体坐标系,发动机、星敏、地敏、陀螺等仪器都有严格的安装位置和方向的要求,必

须对其进行测量,即卫星的总装精度测量.传统卫星的 AIT过程中,大量采用经纬仪三角测绘技术,测

定和调整被安装仪器的位置和方向[７],这种测试技术的角度测量精度能达到角秒级,而空间位置测量精度

仅达到毫米级.为了提高结构尺寸已超过数十米的大型卫星的位置测量精度,同时实现位置和方向的高

精度测量,我们发展激光跟踪仪和经纬仪联合组成一体的测试系统[８],有效地发挥经纬仪高精度方向测量

和激光跟踪仪测高精度点位置测量的优势.然而,这种一体化的测试系统必须将两个测量仪器坐标系进

行转化统一,也不能仅用单独的计量部门的经纬仪校准[９]、激光跟踪仪校准代替对联合测试系统总体校

准,而应在测试现场实时在线校准测试系统,并控制测试精度.

２　大型卫星AIT过程的在线校准的总装测试技术

对于大型卫星的总装测试,通过研制大型卫星 AIT阶段密封性能、质量特性、安装精度总装测试系

统的现场在线标定装置[１０１１],模拟等效大型卫星的实际被测试参量,通过计量机构在实验室对标定装置

计量赋值,实现对大型卫星推进系统密封性能测试系统、大载荷质心及转动惯量一体化质量特性测试系

统、经纬仪和激光跟踪仪联合高安装精度测量系统的在线实时校准,有效控制测试精度,满足大型卫星

AIT阶段的总装测试需求,确保 AIT阶段大型卫星的总装质量及在轨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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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大型卫星单点漏率标定装置及校准技术

２１１　单点漏率测试的标定装置
大型卫星推进系统的单点漏率测试,采用质谱单点检漏方法比对测试进行.测试系统主要由带有吸

枪的质谱单点检漏仪、正压标准漏孔组成.测试时,用吸枪嗅探卫星的被测量点位漏出的工质气体氙气

或示漏气体氦气,再和正压标准漏孔进行比对,得到卫星产品的单点漏率.为了提高单一漏孔校准整体

测试范围的测试精度,我们设计氦气和氙气两路系统组成的单点漏率标定装置,如图２所示.该装置的每

一路系统分别由４个不同量程范围内的标准漏孔组成,将单一点的漏率校准,加密至４个点位校准,有效

提高了标准漏率的精度.

图２　氦气、氙气漏率可调的单点标定装置原理图

该标定装置采用PLC控制、西门子触摸屏显示控制界面、封闭式机柜,通过自动调压阀,提供８路

稳定的和漏孔标称压力值一致的氦气或氙气,形成４个在１×１０－６Pam３/s~１×１０－７Pam３/s量程范

围的氦气标准漏率.通过阀门转换,也可形成４个在１×１０－７Pam３/s~１×１０－８Pam３/s量程的氙气

标准漏率.
真空泵将标定装置的连接管道内部管路抽空至１００Pa后,在通道漏孔入口处施加压力约为０１MPa

(表压)的氦气或氙气,其纯度控制在００５％左右.为保证各个漏孔的漏率稳定,特别是氙气在室温条件

下,压力随温度剧烈变化的问题[１２],将气源、阀体、管路、漏孔等部组件放置在２０℃左右的恒温箱中,
温度的波动控制在０１℃,标定装置的上游减压阀压力稳定优于１％.

２１２　单点漏率测试系统的校准
为了准确控制单点漏率测试系统的精度,每次在对大型卫星进行单点漏率测试前,都先进行测试系

统校准,完成测试精度的评定和控制.用质谱单点检漏测试系统的吸枪、吸嗅和被检电推进系统产品漏

率要求尽可能近的氙气单点漏率标定系统的漏孔,将测试值和氙气单点漏率标准值进行比较,完成质谱

单点氙气检漏系统的标定和精度测评,评定合成不确定度.对于化学推进系统,用氦质谱检漏仪替换氙

气质谱检漏仪,氦气单点漏率标定系统漏孔替换氙气漏率标定系统漏孔,即可完成对化学推进系统的单

点氦气检漏的漏率标定和精度测评,单点漏率测试系统标定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标定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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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检漏仪、标准漏孔以及重复性,其中前三项可以根据校准证书以及评定值给出,而重复性则利用 A
类不确定度评定方法根据前述的实验数据进行评定.因各因素相互独立,因此,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u＝

u２
１ ＋u２

２ ＋u２
３ .表１、表２列出了一次测试前的单点漏率测试系统的校准,精度测评值.

表１　氦气单点漏率测试系统标定合成准不确定度评定结果

序号 不确定度来源 不确定度

１ 标定装置 ３０４％

２ 氦质谱检漏仪 ６００％

３ 标准正压漏孔 ３５０％

４ 标定重复性 ４０５％

氦气单点漏率测试系统标

定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８５９％

　

表２　氙气单点漏率测试系统标定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评定结果

序号 不确定度来源 不确定度

１ 标定装置 ３０４％

２ 质谱单点检漏系统 ５００％

３ 标准正压漏孔 ３００％

４ 标定重复性 ６７８％

氙气单点漏率测试系统标定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９４５％

一旦测试评定后系统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大于要求值,如１０％,必须调整单点测试质谱仪或检漏仪

的工艺参数,重新按上述的办法进行测试精度测评,直至单点漏率测试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不大于要求值,
才进行大型卫星的推进系统产品单点漏率测试.

２１３　大型卫星总漏率质谱分析测试系统校准
大型卫星电推进系统总漏率检漏基本采用质谱分析高灵敏度多系统密封性能测试技术,该技术已应

用于多管路系统的航天器产品中的不同示漏气体的漏率测试中.针对大型卫星总漏率测试校准、测试精

度评定和控制,研制了如图３所示的大型卫星总漏率标定装置,该装置主要由１０~２０mL计量校准的标

准容积、压力测控单元、恒温箱体组成.通过将总漏率标准装置的标准气样分别放入收集室中,分别进

行测试,确定质谱分析多系统总漏率测试系统的标定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见表３,调整测试系统的工艺参

数,达到大型卫星总漏率质谱测试系统的在线校准.

图３　大型卫星总漏率标定装置原理图

表３　质谱分析多系统总漏率测试系统的标定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序号 不确定度来源 不确定度

１ 放样压力 ００６％

２ 总漏率标定装置 １１２％

３ 质谱分析仪 ６５％

４ 标定重复性 ３９０％ (He),０８２％ (Xe)

质谱分析多系统总漏率测试系统的标定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７６６％ (He),８１７％ (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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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大型卫星大载荷质量特性测试和校准技术

大型卫星质量特性测试采用基于三坐标转换机的大载荷承载质心、转动惯量一体化质量特性系统.

通过将大型卫星分别安装至三坐标机相连接的大载荷质心台和扭摆台上,完成卫星总质量、各方向的质

心、惯量的测试.

２２１　大型卫星大载荷质量特性标定转子研制
针对大型卫星的质量大多数都在５０００kg以上,纵向质心均大于２５００mm,设计了３个由３０４不锈

钢组成的标准转子,质量分别为１５００kg、１５００kg、２０００kg,在中心主体外圆均布螺纹孔,可加配重

砝码用以配置所需的标准偏心量和标准惯性积,配置完的标准偏心力矩精度可达００１kgm,系列配重

砝码规格为２０kg、１０kg、５kg、２kg、１kg.
基于关节臂和激光跟踪仪为基础的实验室计量装置,对标准转子的外轮廓的几何尺寸进行测量,测

量的精度达到１μm 级,计算得出转子的标准纵向质心和标准转动惯量.标准转子的外柱面均布螺纹孔,
可加装配重砝码,配置出标准偏心量和标准惯性积的转子,标准偏心力矩精度达到００１kgm,标准惯

性积精度达到００２kgm２.表４是通过装配多种规格砝码,形成的３个质量特性标准转子的性能参数.

表４　标定转子质量特性参数

参数类型 KT０１ KT０２ KT０３

M/kg (动平衡后) １５３８５２５ １４９３２７９ ２０１１８４９

Xc/mm ７５７０３ ７４２８４ １０２６８３

Yc/mm ００ ００ ００

Zc/mm ００ ００ ００

Ix/ (kgm２) ２９５１ ２８７８９ ３８１３

Iy/ (kgm２) ７０８２ ６９６０６ １４８７４５

Iz/ (kgm２) ７０８２ ６９６０６ １４８７４５

２２２　大型卫星大载荷质量特性测试的校准
在每次卫星质量特性测试前,将标准转子安装在三坐标转换机与质心台的组合体上,测量标准转子

的质量、横向质心、纵向质心,将测量值与标准值比对,得出测量误差.通过标准转子的标准惯性积,

用集成测试扭摆台测出三轴转动惯量和惯性积,与标准转子标准值进行比对,得出系统的测试偏差,见

表５.

表５　大型卫星大载荷质量特性测试校准

参数 计量校准值 系统测试值 系统测试偏差 系统测评不确定度 允许系统测试偏差

M/kg ５０４３６５３ ５０４３５７８ ００７５ — —

Xc/mm ２５１０９７ ２５１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４４ ０５

Yc/mm ０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４４ ０５

Zc/mm ００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６ ０４４ ０５

Ix/ (kgm２) ９６４２９ ９６４５１ ００２２％ ０１％ ０１％

Iy/ (kgm２) １２４３６８３ １２４２８１３ ００７０％ ０１％ ０１％

Iz/ (kgm２) １２４３６８３ １２４３０９４ ００４７％ ０１％ ０１％

质心台力矩测量精度为０３kgm,标定转子组合体质量为５０４３５７８kg,则不确定度u１＝０３kgm/

５０４３５７８kg＝００６mm.质心台与三坐标转换机通过ϕ１００H７/g６、ϕ５０H７/g６中心定位轴及ϕ６００±００４
分度圆上的ϕ８H７/g６定位销定位,中心定位轴为阶梯轴,其同轴度为００１ mm,则不确定度u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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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６９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０２９２＋００１２ mm＝０１２mm.三坐标转换机与标定转子组合体通过阶梯定

位轴及定位销定位,则其不确定度u３同样为０１２mm.三坐标转换机测量标准不确定度u４＝０４mm.

质心测量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 u２
１ ＋u２

２ ＋u２
３ ＋u２

４ mm＝０４４mm.
如果测试标准转子的偏差及合成不确定度大于大型卫星大载荷承载质心、转动惯量一体化质量特性

系统测试的允许偏差,则调整测试设备的工艺参数,重新应用标准转子进行测试系统校准,测评测试偏

差及不确定度,直到满足大卫星的测试要求后,吊下标准转子,将大卫星吊装在测试设备上,再进行质

心、惯量、惯性积等质量特性参量的测试.

２３　大型卫星安装精度标定装置及校准技术

卫星仪器的安装精度主要指星上仪器在星体坐标系下的仪器指向精度和空间位置,大型卫星的空间

尺寸大、指向精度和位置精度都要求很高,为此,充分利用激光跟踪仪的位置测量精度可达微米级的优

势,同时发挥传统经纬仪的指向精度测量达角秒级的优点,采用经纬仪激光跟踪仪联合测量系统进行大

卫星仪器的安装精度测试.但经纬仪、激光跟踪仪都有各自的测量坐标系,因此我们研制了大型卫星立

体结构模拟器,用来统一两个测试仪器的坐标系,实现大型卫星仪器的安装精度的准确测量.

２３１　安装精度的联合测试卫星模拟器和标准转换器研制
(１)卫星模拟器

卫星模拟装置用于模拟被测卫星,要求模拟卫星上的被测仪器稳定性好.考虑到高精度测量的实际

稳定性需求,机械支撑部分采用复合材料设计,框架为装配体,由环梁和竖直支撑梁分别成型后装配而

成,连接处采用卡扣设计,并用浸胶碳纤维束十字交叉捆绑后加压加热固化固定,形成稳定装配结构,
如图４所示.框及柱面均匀开安装孔,采用 M４金属埋件在对应位置提供螺纹接口,预埋件采用胶接方式

嵌在框的内腔,高度与内腔试配,角度测量模块采用在碳纤维机械支撑结构上粘贴光学立方镜.位置测

量模块通过在碳纤维机械支撑结构上粘贴靶球定位底座的方法实现.通过标定光学立方镜所表征的坐标

系与靶球底座之间的相对关系,实现后续测量中两种测量方式之间的相对转换,卫星模拟器在 (２２±５)

℃下的变形控制在０７８６μm.
(２)标准转换器

针对大型卫星安装精度的测量量程大、精度高的需求,研制了基于经纬仪、激光跟踪仪联合高安装

精度测量的标定装置基准转换标准器,该转换器由若干定位点目标和立方镜组成,如图５所示.定位点目

标由定位销座、定位销及０５″的球型反射镜组成,作为激光跟踪仪测量基准,而０１″立方镜则作为经纬

仪测量的基准.靶标反射镜、立方镜通过定位销安装在结构稳定的碳纤维板上,在计量实验室,通过１

μm精度的小型三坐标机和０５″平面发射镜面及光电准直仪构成计量设备,在实验室准确地给基准转换器

计量赋值,转换器上的靶标和立方镜就具有了标准的相对空间位置和几何方向参数.

图４　卫星模拟器

　　　　
图５　基准转换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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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安装精度的测试校准
在对大型卫星的仪器安装精度测试前,用经纬仪和激光跟踪仪组成的联合测试系统,对立体卫星模

拟器和基准转换器进行测量,将卫星模拟器位置参数、基准转换器角度参数和联合测试系统测量的测量

值进行比较,见表６和表７.位置最大偏差为００６mm,小于０１mm,角度最大偏差为１２″.

表６　安装精度测试系统对卫星模拟器和标准转换器的测量位置偏差

靶标反射镜 x 坐标差值 y 坐标差值 z坐标差值 距离差值

P１/mm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６

P２/mm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６

P３/mm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６

P４/mm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５

表７　安装精度测试系统对卫星模拟器和标准转换器的测量角度偏差

立方镜 转换器X 轴 转换器Y 轴 转换器Z 轴

L１/ (″)

L１X 轴 ４１ －５３ －４５

L１Y 轴 －６１ －２８ ３９

L１Z 轴 ５２ ４３ １５

若两者的位置误差大于０１mm,角度误差大于１２″,则调整测试过程中的测量工艺参数,重新测评

经纬仪激光跟踪仪联合测试系统的测试精度,使位置误差小于０１mm,角度误差小于１２″.标准转换器

起到在线验证仪器安装精度测试系统可信度及不确定度测试验证的作用,这样保证了每次大型卫星安装

精度测试的可靠性.

３　结　论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有效地解决了大型卫星 AIT过程的密封性能、质量特性、安装精度总装测试系

统的在线校准技术难题,杜绝了总装测试系统测试精度可能的超标问题,本研究的结论如下:

１)在大型卫星 AIT过程的每次总装测试中,引入计量赋值和卫星漏率指标尽可能一致的漏率标定装

置、质量性能相近的标准转子、仪器安装精度一致的标准转换器,可实现总装测试的实时校准,完成测

试精度的在线测评,有效地保证了专业测试的测试质量.

２)密封性能测试系统总漏率的标定装置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优于５％,量程范围覆盖总漏率:１×１０－３

~１×１０－５Pam３/s;单点标定装置氦标准漏率:１×１０－６~１×１０－７Pam３/s,氙标准漏率:１×１０－７~
１×１０－８Pam３/s;通过标定装置可将密封系统单点和总漏率的测试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控制在１０％.

３)卫星质量特性测试系统标定转子:质量５０００kg,质心２５００mm.对质心、转动惯量一体化测试

系统的测试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可控制在质心精度０５mm,惯量精度０１％.

４)安装精度测试系统标准转换器的位置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优于１μm,角度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优于

３″;经纬仪和激光跟踪仪组成的联合测试系统的位置校准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可控制在１０μm,角度校准合

成标准不确定度控制优于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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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ocalibratetestofhighsensitiveleaktestingofpropulsionsystem,bigloadmassproperty
andhighinstallationalignmenttestingoflargesatellitesgeneralassemblyon site,theaccuracy
evaluationmethodoftheordersofmagnitudecomparingstandardparameterwasputforwardThelocal
andtotalleakageratecalibrationdeviceofthetestingsystem wasdeveloped,whichhasbeenusedto
measureandestimatethetestprecisionoflargesatellitepropulsionsystem sealingperformanceThe
standardrotorsoflargeloadbearingbasedonthreecoordinateconversionmachineweremanufacturedand
thesatellitemasspropertytestingaccuracywasdirectlycomparedwiththestandardrotorsThesimulator
andbenchmarkconvertersoflargesatelliteinstrumentinstallationaccuracytestingwerefabricatedThe
lasertrackerunitingtheodolitemeasuresystemhasbeencalibratedon siteTheparametersofassembly
testoflargesatelliteinAITprocesswasmetrologicaltracedThetestprecisionoftheassemblyandtest

processwereeffectivelycontrolled,thequalityofthe AIT processoflargesatelliteassembly was

guaranteed．
Keywords　Satellite;On sitecalibrating;Leaktesting;Masspropertytesting;Alignment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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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Cr３/３０CrMnSiA异种材料搭接
激光焊接工艺与仿真研究

刘景涛　王学峰　潘丽华　王　勇　潘红蕾　夏　灵

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所

摘　要　火箭发动机是导弹武器的主要动力装置,其壳体上有不同接口结构的外部零件,零件与壳

体连接形成多条搭接焊缝.本文开展外部零件与发动机壳体异种材料角焊缝搭接激光焊接工艺研究.影

响异种材料角焊缝搭接的工艺参数主要是激光功率、焊接速度、入射角度、入射位置;随着激光能量的

增加,焊缝熔深、熔宽增加;提高焊接速度,热输入随之下降,熔深减小.角焊缝热影响区组织细小,

焊缝区是板条马氏体和贝氏体组织,还有少量的铁素体.针对发动机壳体外部零件异种材料激光焊接建立

有限元模型,通过有限元方法模拟激光焊接温度场、应力应变场,为焊接工艺参数确定提供参考.通过调整

激光功率、焊接速度等工艺参数,可以对焊缝成形进行有效控制,提高焊接接头质量,优化焊接工艺.

关键词　异种材料;角焊缝搭接;激光焊接;有限元

０　引　言

固体火箭发动机是当今各种导弹武器的主要动力装置,在航天领域也有相当广泛的应用.固体火箭

发动机部件在工作中要承受高温、高压和化学气氛下的各种复杂载荷作用,因此其材料通常具有极优异

的性能.发 动 机 壳 体 采 用 典 型 的 大 长 径 比 薄 壁 筒 体 结 构,材 料 为 马 氏 体 低 合 金 超 高 强 度 钢

３０Cr３SiNiMoVA (以下简称３０Cr３),其壳体上有多个电缆罩支座和外挂件共计几十条搭接焊缝.外部零

件材料为中碳调质钢３０CrMnSiA (以下简称３０CrMnSi),外部零件焊到筒体上为典型的异种材料焊接结

构.由于外部零件尺寸小,厚度仅为２mm,且筒体壁厚较薄并具有一定的弧度,因此,异种材料搭接焊

接成形不易控制,难度较大.

激光焊接是利用高能密度激光束使金属材料熔融并连接,形成冶金结合的焊接接头的焊接方法.相

比传统的焊接方法,激光焊接具有能量密度高,可以实现高速焊接、深宽比大,热影响区小、焊接变形

小等诸多优点.随着高速大容量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值模拟技术在材料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激

光焊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激光光束与被焊材料在焊接过程中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借

助数值模拟技术,国内外的研究者对激光焊接过程中的传质、传热、激光吸收机制以及等离子体效应等

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国内外针对大长薄壁结构异种材料激光焊接的

有限元模拟鲜有报导,本文主要开展长薄壁筒体结构与外部挂件异种材料的焊接工艺与角焊缝异种焊接

模拟仿真研究.

１　试验材料及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及设备

３０Cr３超高强度钢类似中碳调质钢,在焊接过程中容易出现冷裂纹、过热区脆化以及热影响区软化等

问题,通常在退火状态下焊接.本试验采用激光焊接完成外部零件焊接在长薄壁件筒体上的连接,３０Cr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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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强度钢材料成分见表１.

表１　３０Cr３超高强度钢化学成分 (wt％)

C Cr Mn Ni Si Mo V

０２８~０３４ ２８~３２ ０５~０８ ０８~１２ ０９~１２ ０６~０８ ００５~０１５

外部零件使用中碳调质钢３０CrMnSiA (以下简称３０CrMnSi),其化学成分见表２.

表２　３０CrMnSi超高强度钢化学成分 (wt％)

C Si Mn Cr

０２８~０３４ ０９０~１２０ ０８０~１１０ ０８０~１１０

P S Ni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０

试验中所用的激光焊接的激光发生器采用 TRUMPF公司生产的８kW 碟式激光发生器,型号为

TruDisk８００１,最大额定输出功率为８kW,激光发生器的具体参数见表３.

表３　大功率激光器相关参数

激光器型号 TruDisk８００１

激光器最大输出功率 ８kW

激光波长 １０３０nm

焦距 ３００mm

光闸输出端光束质量 ４mmmrad

１２　角接接头成形方案设计与试验方法

燃烧室壳体外部零件尺寸小,小尺寸零件在激光焊接过程中的稳定性不易控制,这增加了角焊缝搭

接激光焊接工艺研究难度.以３０Cr３/３０CrMnSi异种材料搭接角焊缝为研究对象,开展搭接接头角焊缝激

光焊接技术研究,研究异种材料角接接头激光焊接气孔形成原因及抑制措施,分析壳体外部零件搭接接

头激光焊接焊缝成形及其焊接质量.影响角焊缝成形的因素主要有激光功率、焊接速度、入射角度、入

射位置等.

１２１　激光功率对角焊缝搭接的影响
试验中主要从焊缝表面形貌以及横截面形貌来考察角焊缝的质量,角接接头内部质量需达到 QJ１７５

１９９３II级标准要求.焊缝表面形貌主要关注焊缝是否平滑连续、有无咬边、飞溅等缺陷产生,横截面

形貌通过量取焊缝有效熔深和熔宽来间接考评接头结合强度,焊缝有效熔深定义为焊缝与装配线的交点

到焊缝表面的最短距离.
本文通过改变单一变量的方法,确定各个影响因素对角焊缝成形影响规律.改变不同激光功率,通

过变化激光功率来改变线能量的大小,表４列出了激光功率变化参数.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焊接速度为

１０m/min,激光入射角度为１０°,激光离焦量为＋５.

表４　激光功率变化参数

编号 １ ２ ３ ４

激光功率/W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角焊缝焊接中,激光功率对焊缝的形貌影响很大,随着激光能量的增加,焊缝熔深增加,焊缝熔宽

也增加,这与平板 T形接头类似.较小的激光功率下,焊缝上半部分边缘较平整,焊缝表面较为平滑,
此时,熔深和熔宽过小,降低了筒体和外部零件的连接强度,较大的激光功率能获得大的有效熔深和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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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随着激光功率的增加,角接焊缝上侧能量提高,导致外部零件母材熔化,焊缝余高有所增加,由凹

陷向凸起转变.高功率３０００W 激光下,焊缝边缘呈锯齿状,咬边情况加剧,同时热影响区明显增大,过

大的热影响区将导致工件变形,甚至成为整个接头的薄弱环节.功率在２０００~２５００W 范围内,焊缝内

部质量满足 QJ１７５ １９９３II级标准,且宏观形貌良好.

图１　角焊缝搭接激光焊接成形图片

１２２　激光入射角度对角焊缝搭接的影响
激光入射角度 (激光束与母材底板的夹角)是 T形接头特有的一个工艺参数,影响装配线位置能否

有效熔合.试验中入射角度变化设定见表５,此时激光功率为２２００W,焊接速度为１０m/min,离焦量

为＋５.

表５　激光入射角度变化参数

编号 １ ２ ３

入射角度/ (°) １０ １２ １８

图２　角焊缝搭接激光焊接图片

对于激光角焊,激光入射角度的变化对母材和外部零件能否很好地熔合在一起具有重要的影响.过

大的入射角度使焊缝偏离装配线,不利于角焊缝的熔合,降低整个焊接接头的承载能力.过小的激光入

射角度将在空间上限制激光焊接接头的合理布置.如图３所示,１２°时焊缝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熔宽不均

匀,１８°时咬边情况较严重,从横截面形貌上可以看出焊缝明显偏离装配线;１０°的入射角下焊缝表面比较

平滑连续.观察焊缝的熔深熔宽可以发现,入射角度的变化对熔深熔宽的影响并不大.综合分析,１０°的

激光入射角度能获得较好的焊缝成形.

１２３　激光入射位置对角焊缝搭接的影响
对于外部零件搭接试样,在其边缘处进行焊接,激光入射位置大致处于外部零件与壳体交界处,而

激光在不同位置进行焊接会对焊缝成形产生较大影响,采用三种不同位置进行焊接对比其焊缝成形,示

意图如图５所示,由下到上将三个位置定义编号为０~２.
在激光入射角度固定的情况下,激光入射高度的变化将导致焊缝整体偏移.由于激光焊熔宽较小,

过大的激光入射高度将会使焊缝处于装配面的上方,而过低的入射高度同样会使焊缝偏于装配面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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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入射角度下焊缝表面形貌

图４　不同入射角度焊缝宏观形貌

图５　激光入射位置示意图

两者都将导致母材与外部零件熔合不完全,影响承载能力.合适的入射高度能够在较小的熔宽下仍能获

得良好的搭接,保证其力学性能.
随着激光入射位置的提高,搭接焊缝上侧能量提高,导致支耳母材熔化,同时激光能量被阻碍,焊

缝熔深下降,当激光功率为２１５０W,焊接速度为１０m/min时,熔深降低至０６９mm,约为壳体厚度

的３８％.而焊缝表面成形变得更加饱满,由凹陷状态转变为凸起状态.当焊缝处于未熔透状态时容易产

生气孔,且随着熔深增加可能导致气孔缺陷增加,但随着焊缝熔透,气孔缺陷有所减少.

图６　不同激光入射位置下焊缝横截面形貌

１２４　焊接速度对角焊缝搭接的影响
焊接速度对焊缝的熔深和熔宽有重要的影响,由Q＝P/V, 在激光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熔深与焊接

速度成反比,即在一定的激光功率下,提高焊接速度,热输入随之下降,最终表现为熔深的减小.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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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是控制熔深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焊接速度控制角焊缝搭接熔深.

表６　焊接速度影响角焊缝参数变化

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焊接速度/ (m/min) ０８ １０ １２ １５ ２０

角焊缝搭接采用的是单激光焊接,需要依靠外部零件与筒体的自熔形成连接.外部零件焊接在筒体

上时焊接速度不易过快,过快的焊接速度,导致熔深较小,熔池形成较小.通过对比不同焊接速度下的

焊缝成形宏观形貌,为使角焊缝搭接成形连续并有一定熔深,外部零件焊缝长度仅有３０mm 的条件下,
焊接速度不宜过高,较低的焊接速度更容易成形,最终选取１０m/min.

２　角接接头性能分析

２１　角接接头质量分析

试验中主要从焊缝表面形貌以及横截面形貌来考察角焊缝的质量.焊缝表面形貌主要关注焊缝是否

平滑连续、有无咬边飞溅等缺陷产生,横截面形貌中通过量取焊缝有效熔深和熔宽来间接考评接头结合

强度.由于采用纯激光焊接,角焊缝容易因熔池金属不够而使最终焊缝呈下凹状,出现咬边.通过改变

激光焊接工艺与入射位置等方法改善焊缝凹陷与咬边等缺陷.
与弧焊相比,激光角焊接头的最大特点在于焊缝沿装配线向里有较大的一个熔深,如图７ (a)方框

部分,这增加了接头的熔合面积,有利于增加接头的强度.基于该特点,通过分析大量角焊缝接头横截

面形貌,总结出三种焊缝质量不足:１)焊缝深度不够,母材结合面积减小将降低焊接接头的承载能力,
如图７ (b)所示;２)焊缝偏离,此时虽然有较大的焊缝深度,但是焊缝偏离装配线,其承载能力同样不

足,如图７ (c)所示;３)焊缝烧穿,即母材背面被烧穿,此时容易在背面产生缺陷而影响性能,如图７
(d)所示.上述三种情况均不是期望得到的焊缝形貌,通过优化工艺参数,得到成形优良的角焊缝搭接

接头.

图７　角焊缝横截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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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角接接头组织分析

观察激光焊接角焊缝搭接接头宏观形貌和微观组织 (见图８),激光焊接角焊缝中几乎无咬边缺陷,
在焊缝截面上无裂纹、夹杂等缺陷.测定焊缝熔深尺寸,焊缝有效焊缝熔深为０６９mm,约为母材壁厚

的３８％.
图８ (a)和 (b)分别为焊接接头上部分以及下部分热影响区组织形貌,热影响区组织很细小,在光

学显微镜下很难区分各组织,但可以看出上部分热影响区组织相比下部分明显要粗,这是由于母材初始

组织比顶板要细.热影响区组织与焊缝区类似,为马氏体和铁素体的混合,越靠近母材,马氏体越少,
铁素体越多.

图８ (c)为焊缝区低倍显微组织形态,边缘的柱状晶都是垂直于熔合线向焊缝中心生长,而中心的

柱状晶则呈现垂直于焊缝表面生长的形态.图８ (d)为焊缝区高倍组织形态,主要是板条马氏体和贝氏

体组织,还有少量的铁素体.

图８　角焊缝显微组织

２３　角接接头缺陷分析

激光焊接金属材料容易出现气孔,气孔主要包括冶金气孔和工艺气孔.其中冶金气孔形状大多为规

则圆形,孔壁光滑且体积较小,直径一般小于０２mm,冶金气孔可能是由于母材表面清理不干净,尤其

是焊接部位筒体本身和外部零件的氧化膜未被清理掉,在焊接过程中氧化物与熔融金属反应,在液态熔

池的冷却过程中有一定时间聚集长大且来不及逸出熔池而形成.对不同激光功率气孔缺陷对比,可以发

现产生的主要缺陷类型为工艺类气孔缺陷,是因为激光匙孔不稳定导致的,由于１０００W 左右为激光从热

导焊向深熔焊转变的临界值,也就是匙孔产生的临界值,由于焊缝大多数为未熔透或不稳定熔透,气孔

难以从熔池底部逸出,可能产生工艺类气孔缺陷.本试验要求焊缝熔深为壳体厚度的１５％~４０％,即不

能熔透壳体,在此状态下激光焊接的气孔缺陷产生规律与熔透状态下可能相反,增大激光功率虽然有利

于匙孔稳定,但所使用的功率属于较小的水平,且气孔更难以从熔池底部向上逸出.激光焊接异种材料

气孔问题难以消除,通过工艺优化和改进,可减少气孔的产生,但目前无法彻底避免气孔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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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工艺类气孔示意图

３　角焊缝搭接接头激光焊接过程模拟仿真

在焊接有限元模拟中,不仅要确定材料的基本属性、焊接热源模型、焊接工艺参数,还要考虑金属

材料熔化而导致的材料基本属性的变化.焊接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热弹塑性问题,针对 ３０Cr３/

３０CrMnSi搭接接头激光焊接过程特点,使用商业有限元分析软件,建立焊接温度、应力应变场有限元模

型,对搭接接头焊接热循环及应力应变的分布情况进行数值模拟.

３１　网格划分与时间步长

利用有限元软件进行搭接激光焊接模拟前,需将模型划分为多个网格单元,本文研究母材基体及填

充材料均为八节点六面体单元.模拟前处理过程中,综合考虑模拟过程的计算速度和计算精度,并保证

温度场和应力场计算的收敛性,焊缝及近焊缝区 (涵盖热影响区)的网格划分应比较细,而远离焊缝的

区域则采用较粗的网格划分,虽然网格划分越细小越精确,但应充分考虑到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以及计算

效率,需进行合理的网格划分.在网格的划分过程中,单元体的尺寸取０５mm,在保证模拟结果精确的

前提下提升了运算速度,节约计算机资源,网格的具体划分情况如图１０所示.在计算过程中需要综合考

虑计算时间和计算精度,在精度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计算时间.本文采用焊接过程中时间步长设

置为０１s,冷却过程中时间步长设置为０１s.

图１０　搭接焊缝网格划分模型

针对激光焊接特点,参考国内外研究现状,采用 “双椭球热源”模型.激光热源形态基本呈对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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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特征,双椭球形热源模型考虑到实际焊接热源移动对热流及温度梯度分布的影响,热源前方 (前半

部分)是个１/４椭球、后方 (后半部分)是另一个１/４椭球,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双椭球热源模型

３２　热边界条件

合适的边界条件是准确进行焊接模拟的必要条件,热边界条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已知边界上的温

度,边界上的温度可以是变化的,也可以是恒定的;第二类为已知边界的热流密度分布;第三类为已知

边界与环境间的热交换.在进行焊接分析时,一般是在大气条件下进行焊接,环境温度和工件表面与空

气之间的换热系数是已知的,所以使用第三类边界条件进行计算.在实际模拟过程中热边界条件的施加

包括与空气的对流换热条件以及激光热源边界条件的施加,气流换热条件直接关系到焊接构件的冷却,
边界条件施加情况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搭接焊接接头的约束施加情况

３３　数值模拟结果与分析———焊接温度场

本文中试件焊接时温度等同于室温,没有预热,所有网格的节点初始温度设置为２０℃.提取有限元

计算所得的温度场如图１３所示,焊缝的高温区主要集中于搭接接头的焊缝处,符合实际焊接过程中激光

与筒体呈一定夹角,焊缝熔池呈前长较小,后长较大的椭球形,截取垂直焊接方向的截面如图１４所示,
由于两种材料的热导率及比热容存在差异,熔池在３０Cr３及３０CrMnSi呈轻微的不对称分布.从图中也可

以清楚地看到焊接及冷却过程整个温度场的动态变化状况,随着热源的移动,焊接结构件上各点的温度

随时间变化,在焊接的开始阶段,热源瞬间加载到焊缝上,所以温度不是很稳定,但随着热源的移动逐

渐形成了准稳态温度场,云图上的等温线呈现出椭圆形的分布状态.而且可以看出在冷却过程中,等温

线的范围逐渐扩大,最后趋于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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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搭接有限元温度场

提取出沿焊缝两个方向路径上的温度分布,如图１５所示.沿焊缝方向上不同时刻温度场的分布,分

别提取２５s、３５s、４５s和６s时刻热源前后方的各点温度分布曲线,我们可以看出准稳态温度场的特

征.接着提取沿焊缝中心垂线方向上的温度场,我们可以看出两板近焊缝区域点的温度变化比较大,且

变化比较快,当热源靠近时温度快速升高,热影响区温度也快速升高,当热源远离时温度快速下降,且

热量向远离焊缝区域扩散.从焊接热循环曲线中可以看出,焊缝中心温度达到约３０００℃.

３４　焊接应力场数值模拟结果与分析———焊接应力场

为了研究接头残余应力的分布情况,取焊接过程最后一个增量步,使接头充分冷却,提取有限元计

算所得的应力场即接头的残余应力分布情况.接头的应力应变场,其拘束环境都是由具体结构件拘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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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搭接有限元截面温度场

图１５　搭接接头焊接温度场的分布规律

效替代,简化而来.横向残余应力里分布云图的结果如图１６ (a)所示,焊缝附近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残余

拉应力集中,焊缝的前端和尾端出现了较大的残余压应力集中.纵向残余应力里分布云图的结果如图１６
(b)所示,远离焊缝的端部存在较大的残余压应力集中,在焊缝处存在较大的拉应力集中.

为了明确焊接接头内部的残余应力分布情况 [见图１７ (a)],在焊缝中部作垂直于焊接方向的截面

并沿图示方向提取残余应力随坐标的分布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焊缝内部,除了焊缝的中央存在较

大残余压应力外,接头的横向残余应力始终维持在较低状态;而纵向残余应力则随着坐标的变化出现较

大残余拉应力.以焊缝中心作为参考点,沿着焊接方向提取接头的残余应力分布曲线,如图１７ (b)所

示,在焊缝中心区的横向残余应力明显大于纵向残余应力,且在接头两端出现较大横向残余压应力.
可以看出残余应力主要集中在焊缝处,因此需要通过控制焊接参数实现成形美观且过渡均匀的焊缝,

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焊接尺寸较大,且可以自由变形,因此施加同样的约束,其残余应力比接头小得多,
此处的残余应力数值只体现应力变化规律,可指导后续的整件的模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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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异种钢搭接有限元应力场

图１７　搭接接头内部有限元残余应力

４　结　论

通过对角焊缝搭接接头激光焊接工艺进行研究,分别对激光功率、焊接速度、入射角度以及入射位

置等影响角焊缝搭接焊缝成形性能的因素进行分析以及针对角焊缝激光焊接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焊接过程

的温度场与应力应变场,得出以下结论:

１)通过分析激光功率、焊接速度、入射角度以及入射位置等工艺参数对角焊缝搭接成形性能的影

响,选择并确定出合适的激光焊接工艺参数进行角焊缝搭接试验.

２)单激光焊接长薄壁件外部零件 (３０Cr３与３０CrMnSiA异种材料连接)焊缝成形较好,无明显的宏

观缺陷,焊缝表面和内部质量满足 QJ１７５ １９９３II级标准.

３)从焊接应力应变场可以看出残余应力主要集中在焊缝处,通过控制焊接参数实现成型美观且过渡

均匀的焊缝.温度场分布符合激光焊过程中双椭球热源模型,表面熔池呈现拉长的椭圆形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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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LaserWeldingandSimulation
Technology３０Cr３/３０CrMnSiA

LIUJing tao,WANGXue feng,PANLi hua,WANGYong,PAN Hong Lei,XIALing
ShanghaiSpacePropulsion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

　　Abstract　LaserweldingisaverycomplexprocessInthispaper,theweldingseamofthelong thin
highstrengthsteelstructureoftherocketmotorshellandthedissimilarmaterialsofseveralpartswith
differentinterfacesarestudiedThelaserweldingof３０Cr３/３０CrMnSiA,theinfluencesoflaserpower,

weldingspeed,defocusonlaserweldingofhighstrengthsteelwereanalyzed,andtheoptimalwelding
parametersweredeterminedbyexperimentThemicrostructureofHAZof３０Cr３/３０CrMnSiAweldislath
martensiticandbainite,andasmallamountofferriteThefiniteelementmodelisestablishedfordifferent
weldingmaterialsThetemperaturefieldoflaserweldingissimulatedbyfiniteelementmethod,which

providesareferencefordeterminingtheoptimalweldingparameters,andtheperformancecansatisfythe
rocketengineworkinginharsh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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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接触轴承精密预紧与控制技术研究

潘　浩１,３　韩保辉１,３　江希龙１,３　张思远１,３　窦　腾２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２北华航天工业技术学院;

３北京市航空智能遥感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摘　要　本文通过搭建轴承加载测试系统对角接触轴承预紧过程中载荷与位移的关系、摩擦力矩进

行精确测量,将结果与数值计算、仿真分析结果进行分析对比.结果表明,随着载荷的增加,轴承刚度

存在明显的 “拐点”,轴承摩擦力矩值先升后降再稳定上升;同等载荷条件下,双列轴承与单列轴承的位

移量、摩擦力矩值呈２倍线性关系.最后通过剔除结构刚性误差、合理确定预紧 “零点”、增加补偿预紧

量的方法对轴承进行精密预紧试验,轴承摩擦力矩控制误差在７９％,有效提高了轴承预紧精度.

关键词　角接触轴承;摩擦力矩;预紧量;误差补偿

０　引　言

光学遥感器活动机构呈现高精度、长寿命、高可靠性的特点,轴承对活动机构的功能实现、运动精

度、工作寿命的影响至关重要.轴承预紧量是轴承预紧过程中最关键的技术指标,其预紧量精密控制是

轴承装配的关键环节.对于采用定位预紧的角接触轴承来说,主要存在如下问题:１)对于轴承预紧过程

中载荷与轴承位移量、摩擦力矩的变化规律和机理尚不十分明确;２)预紧过程的系统刚性变形对预紧量

存在影响,需要予以剔除;３)如何精确确定轴承内圈、外圈与滚珠之间刚好接触,即轴承的预紧 “零
点”.本文结合轴承相关理论及相关文献,对角接触轴承预紧量与位移、摩擦力矩关系精确测量,并通过

数值分析计算、仿真分析验证测量结果的正确性,最后根据测量结果及规律,从剔除结构刚性误差影响、

确定轴承预紧零点、增加预紧补偿三个环节提高轴承的预紧精度,从而保证机构产品的运动精度和可

靠性.

１　载荷与位移关系的测量

１１　轴承预紧测量系统

本文搭建了轴承预紧载荷与位移、摩擦力矩关系的一体化测量系统,其中力矩测量采用平衡力矩法

进行测量,将轴承外圈固定在基座的定位心轴上,导向与加载装置通过力传感器对轴承、结构件、轴类

零件施加沿轴承轴向的载荷;微位移传感器测量轴承内圈相对于轴承外圈的位移量,压力传感器和位移

传感器的数值通过数显表读出,力矩传感器对装配后的轴承进行摩擦力矩的测量.图１为轴承预紧测量

系统.

轴向位移测量时,轴承内、外圈位移由长度传感器测出,在内、外圈加载环的左右两端分别安装一

个长度传感器,当进行加载时通过分析两个长度传感器的读数来确定轴承内、外圈最终的位移量.进行

摩擦力矩测量时,电机直接和扭矩传感器串联,通过控制电机低速旋转,趋近恒转速,扭矩传感器所测

转矩即支承轴系与被测轴承摩擦力矩之和,而支承轴系摩擦力矩可单独测量,两者之差即为轴承摩擦

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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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轴承预紧测量系统

测量系统中涉及的传感器的种类、量程范围、精度指标见表１.

表１　测量系统中传感器规格

传感器名称 型号 量程范围 精度指标

扭矩传感器 CKY ８０５ ００１~０５Nm ００２~００５％FS

力传感器 CKY １S １~５００N ００２~００５％FS

位移传感器 ST３００ ０~５mm ±１μm

１２　系统刚性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测量需要考虑轴承自身刚性与测量系统自身的刚性,利用工装测试完毕后,需要单独对系统自身的

刚性进行测试,当测试系统自身刚性与轴承自身刚性相当时,会给测试结果带来较大影响,因此需要将

系统自身刚性从测试结果中剔除.图２结果表明,测试系统在２００N载荷下会产生８μm 左右的位移,该

位移量对于轴承预紧量来说已经不可忽略,必须予以剔除.

图２　测试系统载荷与位移关系

１３　轴承预紧 “零点”的确定

轴承预紧量是轴承预紧过程中最关键的技术指标,对于采用定位预紧的角接触轴承来说,预紧量是

指轴承内部各滚珠均刚好接触内外圈时继续加载的预变形量,该变形量可以通过修磨轴承端盖凸台或垫

片的方式精密实现.如何确定轴承内圈、外圈与滚珠之间刚好接触,即轴承的预紧零点,是轴承预紧的

关键问题.
对轴承加载的过程,轴承内部必然经历从部分接触、刚好完全接触 (即预紧零点)、滚珠变形的过

程.当不确定预紧零点时,可以先将轴承施加一定预载荷,该载荷要确保轴承预紧位移已经越过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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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轴承进行卸载,理论上当载荷减小到零时,此时轴承应该处于预紧零点.考虑实际误差,将载荷

减小到１N时,可认为此时轴承处于 “零点”状态.
实际装配过程中,预紧量δ的确定是通过测量结构件、轴承及轴承端盖的相关尺寸得到的,由图３中

尺寸链得知,δ＝L２＋L３－L１,其中L２ 为轴承处于预紧零点时两外圈的距离,L１ 为结构件上轴承安装孔

的深度,L３ 为轴承端盖上凸台的高度,式中L３、L１ 均可以精确测量,L２ 应该预紧 “零点”时测量,实际

装配过程中,测量L２ 时轴承往往不在 “零点”状态,需要进行误差补偿,这也是预紧误差产生的主要

原因.

图３　角接触轴承结构装配图

１４　预紧误差的确定

本文通过有预载与无预载两种方式分别对轴承进行加载测试.无预载加载就是直接通过力传感器控

制轴承端盖压紧力为１N,建立轴承的初步接触,并以此为起点连续测量不同载荷对应的位移值.有预载

加载就是先将轴承施加１０N载荷,然后反向卸载至１N,以此为起点连续测量不同载荷对应的位移值.

图４结果表明,有预载加载情况下位移量比无预载加载情况下的位移量小,并且该值在一定载荷值后

差值固定,单列轴承加载至２０N后,差值在４μm,双列轴承加载至４０N时,差值在８μm 左右.当载荷

较小时,由于无预载加载情况下,轴承内部接触状态不稳定,需要消除轴承内部游隙,会带来额外的位

移量,该位移量应该予以补偿.当载荷加载到一定程度后,两种方式加载的情况下,轴承均建立了稳定

的接触,其位移量的差值也就固定了,该位移量的差值就是预紧误差的补偿量Δ .

图４　轴承预加载情况下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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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测量结果

对７００４AC轴承的载荷与位移关系进行了测量,过程中均采用了有预载加载的方式进行,并剔除了系

统刚性误差,图５结果表明:

１)轴承刚度存在明显的 “拐点”,即在拐点前后,载荷 位移曲线的斜率有着明显的变化;

２)同等载荷条件下,双列轴承的位移量与单列轴承的位移量呈２倍线性关系.

图５　载荷 位移关系曲线

根据 GB/T３２５６２ ２０１６ «滚动轴承 摩擦力矩测量方法»,分别测量７００４AC、７３００轴承单列加载与

双列加载的转动摩擦力矩.图６结果表明:

１)加载过程中,摩擦力矩呈现先升后降再上升的现象,由于加载初期轴承内部滚珠与滚道的接触状

态不稳定,局部接触的应力过大,导致其摩擦力矩较大;随着载荷的增加,轴承内部接触状态稳定,滚

道与滚珠之间均匀接触,摩擦力矩会相对下降,此后摩擦力矩随着加载量的增大稳定上升;

２)同等载荷条件下,双列轴承与单列轴承的摩擦力矩值呈２倍线性关系.

图６　载荷 摩擦力矩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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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理论计算及仿真

２１　位移与载荷关系计算与仿真

根据 «滚动轴承分析计算与应用»,角接触球轴承在纯轴向载荷Fa 的作用下,假定受力后接触角仍

为初始接触角,则轴承所受载荷与位移的关系为

F(a)＝KnZ(sinα０)２５δ１５
a (１)

式中,Kn 为轴承刚度系数;Z 为球数;α０ 为初始接触角;δa 为轴向位移,对于钢制轴承

Kn ＝２１３４３×１０５(δ∗
i ∑

１/３
ρi＋δ∗

o ∑
１/３
ρ０)－１５ (２)

式中,δ∗
i ,δ∗

o 为轴承内圈、外圈中钢珠接触区域与椭圆偏心率相关参数;∑ρi ,∑ρo 轴承内圈、外圈的

曲率和,与具体轴承的几何参数相关.以７００４AC轴承为例,其轴向位移与加载载荷的关系为

δa ＝
１

４１０４F a( ) ２/３ (３)

其中,７００４AC接触轴承具体几何参数见表２.

表２　７００４AC角接触球轴承基本几何参数

内径Di/mm 外径Do/mm
内圈沟道曲率

半径ri/mm

外圈沟道曲率

半径ro/mm

轴承节圆直

径dm/mm

钢球直

径D/mm

钢球个

数Z/个

套圈宽

度B/mm

接触角

α０/ (°)

２０ ４２ ３２６ ３３２ ３０９５ ６３５ ９ １２ ２５

利用abaqus软件进行建模仿真,参照轴承测试条件,将钢柱设置成刚体,内圈、外圈、刚体之间接

触属性设置为通用接触,轴承内外圈之间施加线性载荷２００N,仿真结果如下:２００N 时,内圈的位移量

为００１８４mm,输出的位移曲线见图７,钢珠与滚道之间的接触应力为３６９MPa,其输出的摩擦力矩为

２０６Nmm.

图７　轴承预紧过程仿真结果

２２　摩擦力矩计算

根据 NSK滚动轴承技术手册中的相关内容,轴承摩擦力矩M 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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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sZsinα (４)
式中,Ms 为以接触角α的轴为中心的旋转摩擦;Z 为钢珠个数;α为接触角,单位为 (°).

Ms ＝
３
８μsQaE k( ) (５)

式中,μs 为接触面的滑动摩擦系数;Q 为滚动体接触载荷;a为椭圆的长轴半径;E k( ) 为第二类椭圆积分,
经计算得

M ＝００２１F
４
３
a (６)

２３　结果分析

图８中结果表明,数值计算与仿真结果较为接近 (误差小于１０％),但均小于实际测量值,且差值相

对比较固定 (约为３μm),轴承实测平均摩擦力矩与计算值最大误差约为３０％,分析其原因:

１)数值计算与仿真分析中的相关参数的选取与边界条件的设置会影响计算结果,需要反复迭代修正;

２)由于轴承滚道、钢珠的制造误差、传感器精度、测量系统误差的原因,载荷 位移实测值较仿真计

算值大;

３)摩擦力矩是一个波动范围值,图中平均摩擦力矩值为多次实测结果的数学平均,实测值与计算值

的结果偏差较大,但工程实际上留有足够的裕度,该偏差也可接受.

图８　结果分析对比情况

３　精密预紧过程实施及验证

以７００４AC轴承预紧为例,分别加载００１mm、００２mm、００３mm、００４mm 预紧量,根据２３
节内容,分别确定对应预紧量情况下的补偿量Δ ,并分别修磨轴承端盖凸台高度值,将修磨后的轴承端

盖对轴承进行预紧,测量转速在２r/min情况下的转动摩擦力矩,并与前文采用测试平台加载得到的摩擦

力矩进行对比,其结果比较一致,最大误差为７９％,结果见表３.

表３　轴承预紧量与摩擦力矩对比分析

序号 预紧量/mm 补偿量Δ/mm 平台加载摩擦力矩/ (Nmm) 端盖加载摩擦力矩/ (Nmm) 误差率/ (％)

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６４ ６１ ４６

２ 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１０１ １０９ ７９

３ 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１４３ １５１ ５６

４ 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２８３ ２６５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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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加载过程中,轴承刚度存在明显的 “拐点”,载荷 位移曲线的斜率先大后小;同等载荷条件下,
双列轴承的位移量与单列轴承的位移量呈２倍线性关系.

２)加载过程中,轴承摩擦力矩值先升后降再稳定上升;同等载荷条件下,双列轴承与单列轴承的摩

擦力矩值呈２倍线性关系.

３)通过剔除结构刚性误差、合理确定预紧 “零点”、增加补偿预紧量的方法对轴承进行精密预紧试

验,轴承摩擦力矩控制误差在７９％,有效提高机构产品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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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PrecisionPreloading
TechnologyofAngularContact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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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BeijingInstituteofSpaceMechanics& Elec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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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testsystemofbearingloadingisbuilttomeasuretheload displacementrelationshipand
frictiontorqueaccuratelyAndthedataobtainedbyexperimentarecomparedwiththeresultsofnumerical
calculationandsimulationanalysisTheresultsindicatethat,withtheincreaseoftheload,thereisan
obvious“inflectionpoint”inthebearingstiffnessvalue,thefrictiontorqueofbearingrisesfirst,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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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sandthenrisessteadily;underthesameload,thedisplacementandfrictiontorqueofthedouble row
bearingaretwotimesofthatofthesingle rowbearingFinallyintheprecisionpreloadingexperiment,

wecontrolthefrictiontorqueerrorwithin７９％througheliminatingthestructuraldeviation,determining
the“zeropoint”ofthepreloadreasonably,andincreasingthecompensationpreload,whicheffectively
improvesthereliabilityofthemechanismproducts．

Keywords　Contactbearing;Frictiontorque;Preload;Error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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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速拖动系统轴系动力学特性分析及试验研究

郭军刚　胡丽国　郝小龙　王志峰　李振将

北京精密机电控制设备研究所

摘　要　高速滚珠轴承的动态特性对转子系统性能有重要的影响,为得到较为准确的轴承动态性能,
采用传递矩阵法建立承受两自由度载荷的超高速拖动轴系动力学分析模型,研究高速轴承动态刚度对转

子系统动力学特性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轴承动态载荷测量与分析方法.根据超高速轴承实际工况、极限

工况及运转特点,研制了超高速轴承动态分析及试验系统,初步实现了８００００r/min的运转速度.攻克

了超高速驱动轴系振动大、试验轴系摩擦损耗大的主要难点,系统设计合理,并对试验台进行了性能运

转试验.结果表明,该试验台运行平稳,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可以用于超高速轴承试验研究,为伺服系

统高速轴系可靠运转提供了关键动力元件研制的技术保障手段.
关键词　滚动轴承;动态特性;试验系统;研究

０　引　言

轴承是超高速轴系研制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之一,也一直是设计人员十分关心和重视的.超高速轴系

上起支撑作用的轴承是旋转机械关键部件,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旋转机械的运行质量,因此保证和

提高轴承的性能已经成为各领域发展所亟待解决的问题.产品研制中对超高速轴承提出很高的要求,即

其能在高速、高温及磨损严重等苛刻的工作条件下长时间稳定运转,需要进一步提高超高速轴系在高温、
大负荷下的工作可靠性.超高速轴承拖动试验系统是为超高速轴承性能参数测定而设计的试验装置,为

高速轴承研制和可靠性研究提供试验依据.此试验系统可克服以前进行试验时产品未能在振动等真实工

况下进行考核的弊端,真实模拟产品实际工作的典型工况.采用工控机平台,基于数据采集分析软件

LabVIEW 平台,实现了轴承试验中参数的测量和记录.如图１所示,系统由轴系驱动系统、驱动辅助油

气水电系统和信号测试系统三部分组成.辅助油气水电系统由变频电源、冷水机组、油气控制器和液压

泵站组成.变频电源为电主轴供电并控制电机转速;冷水机组冷却电主轴电机;油气控制器为电主轴轴

承、齿轮增速箱轴承、齿轮提供润滑和冷却条件;液压泵站为动密封试验轴系轴承提供润滑油、密封介

质.信号测试系统由传感器、仪表面板、数据采集卡和测量计算机组成.

１　超高速拖动试验系统轴系动力学特性分析

１１　传递矩阵计算方法

在传递矩阵方法中,首先要根据轴系实际结构、尺寸以及轴和各零部件的质量建立链状力学模型,
在链状结构模型的各个集中质量单元或梁单元左右两端,由表征每一单元力学特性的单元传递矩阵联系

着两端的状态矢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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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试验台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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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θ、M、Q 表示所在点上的横向位移、转角、弯矩和切力,它们组成研究点的状态矢量;i表示

第i个单元;R,L分别表示每个单元的右端、左端;[T]i 为单元传递矩阵,对于平面弯曲问题它是４阶

方阵.不同单元具有不同的传递矩阵.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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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所以对整个模型各单元逐一顺次传递,则由总传递矩阵 T[ ] 联系了始末两个状态矢量,即任何回转

体两端的四个参数状态矢量中,由于要满足两端边界条件,各有两个参数为零或已知,据此可以推出各

种支承条件下的频率方程.由于轴系两端的负载端和驱动端自由悬空,因此可以按两端自由来考虑,即

M０＝Q０＝０;MN ＝QN ＝０, 可得

Δ(w)＝
u３１ u３２

u４１ u４２
＝０ (３)

式中,Δ(w)称为余量,它反映了末端支承的约束,当系统振动频率恰为自身固有频率时,此残余约束为

零,即符合末端边界条件.Δ(w)为一个两阶行列式,频率方程展开的结果是一个关于w２ 的n 次代数方

程,n 为模型中集中质量的个数,解此代数方程即可得到回转体轴系的各阶固有频率,进而可求出各阶临

界转速.

１２　传递矩阵法计算轴系临界转速

轴系动力学设计计算的主要目标是确定合理的临界转速分布,争取满足工作转速远离临界转速３０％
以上.首先单独计算驱动轴,然后计算涡轮 联轴器 电机轴系临界转速,调整并确定联轴器的刚度、质量

参数,得到合理临界转速分布.

拖动试验系统轴系总长９０mm,跨度３０mm,泵轮等效成外径２０mm,厚度１０mm 的圆盘,涡轮等

效成外径６０mm,厚度８mm 的圆盘.轴承刚度取５×１０７ N/m.依据电机初步选型,转速９００００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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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功率３kW 左右电机,其转子外径３０mm,长度５０mm 是一个合理的近似参数.直径１２mm,长

１１０mm 一段放置大轴承及电机,直径８mm,长５０mm 一段放置小轴承,总长１６０mm,轴承跨度

１１０mm,双联轴承刚度取１×１０８ N/m.
实际弹性联轴器可简化成两个刚度系数联合作用,经调整其数值,依据联轴器实际特性,初步选定

范围为１０５~１０６ N/m 和１００~１０００Nm/rad.计算表明,连轴器质量因素对临界转速也有很大影响,
适当考虑到质量因素后,刚度取５×１０５ 和５００Nm/rad,第一、二临界转速降低到９０３r/s、１０９０r/s,
第三临界转速为２１９７r/s,振型图如图２所示,工作在１５００r/s比较合理.根据工程实际可获得涡轮、
电机转子、轴承的参数,再调整联轴器的刚度、质量参数.

图２　弹性连接动力学模型

２　超高速滚珠球轴承动态载荷测量与分析

超高速轴承工作条件恶劣,载荷交变基本频率如为１５００Hz,运行７００s即可达到疲劳下限１０６,轴

承载荷对轴承的寿命具有重要影响,轴承动态载荷的测量具有重要意义.测量过程中,需要精确设计布

置微型力传感器,才能测量狭小空间下高速轴承动态载荷和振动等相关参数.

２１　测量难点和技术方法

测量有两个技术难题一是测量空间狭小,二是力传感器对轴系动力学的影响.对力传感器提出两个

要求:微型,刚度接近轴承座.无论在径向、轴向,都可以在轴承外圈和涡轮壳体之间设置微型力传感

器,在载荷传递路径上设计力传感器,测量出轴承的动态载荷,如图３所示.由于轴承最大设计载荷为

４００N,因此传感器的测量范围确定为４００N.

图３　轴承径向载荷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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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角接触球轴承径向动态载荷测量原理

２２１　角接触球轴承径向动态载荷分析
以测量点在角接触球轴承外圈为例,轴承径向动态载荷测量系统简图如图４所示.当转子高速旋转

时,转子在偏心质量、摩擦碰撞、油膜涡动等因素的作用下将对轴承产生一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载荷F.
由振动理论相关知识可知角接触球轴承径向动态载荷在轴承任一径向上的分量可化为若干正弦信号的叠

加,即

F＝∑Fi０sinwit (４)

图４　角接触球轴承径向动态载荷测量系统简图

２２２　径向动态载荷测量系统模型
若实验中测力传感器安装基座固定,并假设传感器与安装基座为一体,且安装基座为刚体,以此安

装基座为参考系,将角接触球轴承到测量点间轴系部件看作一体,则对图４所示测量系统,根据转子、轴

承各向同性,可建立如图５所示角接触球轴承径向动态载荷测量系统力学模型.

图５　角接触球轴承测量系统力学模型

图５中m 为轴承和测量环的质量和 (当测量点在轴系外壳上时,m 还应包含轴系外壳的质量),k 、c
分别为测力传感器的刚度和阻尼.

图５所示力学模型振动微分方程为

mẍ＋cx ＋kx＝F (５)
由牛顿第三定律,测力传感器测得的力为

f＝cx ＋kx (６)
由式 (４)~式 (６),可知x 、f 均为与F 频率相同,初始相位不同的正弦波的叠加,且模型对不同

频率的正弦信号具有线性.
以角接触球轴承径向动态载荷的任一频率分量为例进行分析,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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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０sinwt (７)

f＝f０sin(wt－φ) (８)

x＝x０sin(wt－φx) (９)

将式 (７)~式 (９)代入式 (５)、式 (６)后联立,并定义:固有频率p＝
k
m

,阻尼比ζ＝
c

２mp＝

c
２ mk

,频率比γ＝
w
p

,可得

F０

f０
＝

(１－γ２)２＋４ζ２γ２

１＋４ζ２γ２
(１０)

定义放大率Tr ＝
f０

F０
,其物理意义为当轴承受到一定频率的幅值为F０ 的径向动态载荷时,经由轴承

到测力点间的各部件组成的系统后传递到测力传感器上的响应力的幅值f０ 与轴承动态载荷幅值F０ 的比.
由式 (１０)得

Tr ＝
１＋４ζ２γ２

(１－γ２)２＋４ζ２γ２
(１１)

由上式可得在不同阻尼率下放大率随频率比的变化曲线如图６所示.

图６　不同阻尼率下放大率随频率比的变化曲线

由式 (１１)可知,当转速范围一定时,测量系统中质量和m 、力传感器的刚度和阻尼的取值均与放

大率的取值有关.对试验轴系,若测量点在大轴承外圈,则m 为轴承和测量环的质量和,约为００１~
０１kg量级,若测量点在轴系外壳上,m 还应包含轴系外壳的质量,约为１~１０kg量级;备选的测力传感

器刚度为１０９ N/m 量级,若试验中欲使其刚度减小,则可将之与弹簧串联,此时传感器刚度可视为与弹

簧刚度相同,为１０５ N/m 量级;实际中传感器的阻尼不易确定,此处分别考虑阻尼率取值较小 (０１)和

取值较大 (０７)两种情况.

３　超高速轴承系统试验研究

３１　超高速滚珠球轴承试验研究

实验中使用PCB公司生产的２０８B１３系列力传感器进行受力测量,灵敏度为１１６３mV/N.为获得精

确的测量结果,测力传感器的安装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１)外力必须垂直作用于传感器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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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被测表面必须是刚性平整的.
针对以上要求采取如下措施:

１)为保证测量面刚性、平整,在大轴承外圈上加装测量环,并在测量环外表面沿测量环的切线方向

车出面积大于传感器探头横截面面积的平面;同时,为避免传感器的添加影响大轴承径向动态载荷沿圆

周方向分布的各向同性,在测量环上与测力点间隔１２０°的位置亦要车出同样的平面.在试验测量时,这

两个平面处将分别放置两个与传感器探头尺寸相同的平衡螺钉,并采用合适的材料使平衡螺钉的刚度与

传感器探头相近.

２)为使外力垂直作用于传感器探头,试验时采用在轴系外壳上沿半径方向钻孔后,将传感器沿小孔

方向安装的方法.由于大轴承、测量环和外壳为同心圆环,轴承受力沿半径方向,而测量面是沿测量环

切线方向,传感器表面与测量面平行,可保证传感器探头所受外力与其表面垂直.

图７　轴承载荷测试平台

３２　超高速轴承整机试验系统振动环境模拟

试验装置主要由高速驱动电主轴、油润滑系统及试验台本体三部分组成.试验台转子采用电主轴直

接驱动.涡轮轴承腔润滑油由专门的润滑泵站 (含叶轮泵)提供,润滑油选用１２号航空液压油.在振动

台上激励高速旋转轴系的振动试验是完全可行的,如图８所示为４００００r/min电主轴振动台上８g的随机

振动试验激振功率谱.

图８　轴系４００００r/min激振功率谱

整个试验流程如下:

１)在６００００r/min条件下,高压大流量供油条件下,搅油损耗偏大,电机电流高达１５A.

２)调整供油条件后在７２０００r/min、７８０００r/min可正常运行,电机电流６A.

３)调整供油管道调节阀门前压力到１５MPa,回油管道有油气混合回流,运行到８００００r/min,保

持２min.
如图９所示,现场高速拖动试验表明:

１)轴系临界频率１２００~１５００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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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试验器可在７００００~９００００r/min稳定运行.

３)电主轴直接驱动最高转速达到７１０００~７２０００r/min,试验系统可稳定运行２０min以上.

图９　长期考核试验转速测量

４　结　论

超高速轴承试验系统利用微型传感器测量狭小测量空间条件下的轴承载荷和振动等参数,为判断同

类型产品轴承性能与寿命提供基本试验数据.该系统通过大量试验研究攻克了超高速电主轴驱动轴系振

动大、试验轴系摩擦损耗大的主要难点,完成了系统研制任务,系统设计合理,满足产品使用要求,实

现了设计方案.该试验系统研制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提高了超高速轴承工作性能及可靠性,能

够满足伺服系统超高速轴承性能试验研究需求,为降低轴承摩擦损耗,提高涡轮机械传动效率,确保伺

服系统工作稳定性和可靠性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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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sedontheactualandextremeworkingconditionsandtheoperatingcharacteristics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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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索段连接技术研究

李舒扬　沈　亮　詹军海　程庆清　徐　庆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摘　要　索网结构中各索段的连接采用人工连接的方法不仅工作量巨大、效率低下,而且由于绳索

的力学性能复杂,无法满足网面的高精度要求.本课题研制了一套索段精密测控与自动连接设备,实现

索网中各索段长度与张力的高精度控制.通过对节点零件安装精度、结构件变形、设备测量精度等因素

的分析和控制实现索段长度精确控制,实测索段长度最大偏差为００６mm;通过高精度张力电机对张力

进行加载,实测索段张力最大偏差为０１８N;采用液压压接的方式保证了夹套压接前后索段的张力和长

度的一致性.
关键词　索段;长度;张力;连接技术

０　引　言

目前,在轨运行的大型可展天线主要为网状反射面天线,其面密度小,收缩比大,精度高,展开可

靠性高.索网结构是网状反射面天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支撑天线的反射面使其形成工作所需的

曲面形状,一般为抛物面形式.索网结构是一种典型的空间结构,由于其形式多样、跨度大、质量小、
收拢体积小、稳定性高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建筑[１４]和航天[５８]等领域,索网结构主要由多个近似于等

边三角形的节点和索段组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　索网结构示意图

在国内,关于索网结构各索段的连接方法尚处于人工连接阶段,在索网结构的找形设计阶段,根据

各索段工作状态的长度与应力,以找形算法求出索段的预张力和无应力长度[９],并在索段的无应力状态下

进行人工连接.人工连接方法不仅工作量巨大,效率低下,而且由于绳索的力学性能复杂[１０],无法满足

网面的高精度要求,严重阻碍了我国大型可展天线的发展.因此,本课题研制了一套索段精密测控与自

动连接设备,实现索网中各索段长度与张力的高精度控制,使各索段处于实际工作长度与张力状态下进

行索段的连接,对于提高索网的整体精度和制造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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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索段连接系统设计

索网各节点可靠连接是通过索段在节点零件中穿引回绕后,利用夹套压紧绳索实现的.高精度索段

连接技术的实现原理如图２所示,索段一端的节点零件固定在固定端,另一端固定在可调端,配套拉力传

感器及位移传感器实现索段的高精度连接.

图２　索段连接技术原理图

将长度控制技术、张力加载技术以及索段连接技术实现所需模块集成,形成总体机械系统.机械系

统由位移电机 (步进电机)、张力电机 (步进电机)、拉力传感器、激光位移传感器、光栅传感器、直线

导轨、滚珠丝杠、液压钳头、液压油缸等配套附件和结构件组成,如图３所示.

图３　索段连接设备示意图

位移电机、滚珠丝杠、直线导轨、光栅传感器、激光位移传感器等组成长度控制模块;张力电机、
拉力传感器等组成张力控制模块;液压钳头、液压油缸等组成压接模块.设备工作流程如下:索段准备

→索段长度调节 →索段张力调节 →索段力位混合调节 →索段压接 →索段 (质量)测试 →索

段剪断.

２　索段高精度连接技术

２１　索段长度高精度控制技术

２１１　索段长度控制方案
索段长度控制受到节点零件安装精度、结构件变形、设备测量精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对节点

零件和装夹零件安装精度提出控制要求,对相关安装部位进行有限元分析,得出结构变形量,最后通过

索段连接设备实现长度的高精度控制.
如图４所示,利用光栅尺对滚珠丝杠的大范围位移进行测量,利用激光传感器对节点零件的微小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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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进行测量,可以实现索段长度的精确测量.其中,l１ 为初始状态下节点零件中心到光栅尺起点距离,

l２ 为光栅尺测量位移,l３ 为右侧节点零件中心到光栅尺终点距离,l４ 为左侧激光传感器测量位移,l５ 为右

侧激光传感器测量位移,则索段实际长度为

l＝l１＋l２＋l３－l４－l５ (１)
索段长度控制误差为

Δl＝Δl１＋Δl２＋Δl３－Δl４－Δl５ (２)

图４　测量原理图

２１２　索段长度控制结果
如图５所示,节点零件通过定位面与可更换装夹件完成间隙配合定位,可更换装夹件与节点装夹块通

过锥形圆柱和锥形孔完成配合定位.

图５　节点零件装夹示意图

在索网自动连接设备工作时,节点零件与可更换装夹件需要拆卸及更换,这时节点零件安装误差无

法进行标定补偿.如图５所示,节点零件的定位面为圆盘下方的圆柱面,其公差等级为IT５,以此圆柱面

中心轴作为节点零件中心线,对可更换装夹件的内孔定位面进行铰孔加工,公差等级为IT６,节点零件与

可更换装夹件之间为间隙配合,最大间隙为００１５mm,因此Δl１＝Δl３ ＝±００１５mm.
张力承载部件在索段连接过程中受到绳索拉力而变形,主要承载部位有节点零件、可更换装夹件、

节点装夹块等.节点零件的材料为聚酰亚胺,可更换装夹件和节点装夹块的材料为４５钢.按索网各节点

最大载荷１８０N对设备张力承载部件进行力学分析,如图６所示,张力测量部件最大变形发生在节点零件

受拉孔处,最大位移值为００８mm,节点零件安装中心孔处的最大位移为００３mm.
长度测量采用光栅尺和激光位移传感器相结合的办法保证设备的精确度,设备装配完成后利用激光

干涉仪进行高精度误差标定,从而补偿掉不可拆卸零件制造和装配过程中产生的累积误差,提高设备的

整体精度.光栅尺和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精度分别为０００５mm 和０００２mm,因此,Δl２ ＝±０００５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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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张力测量部件变形云图

Δl４＝Δl５ ＝±００３２mm.
因此Δl＝Δl１＋Δl２＋Δl３－Δl４－Δl５ ＝ (００１５＋０００５＋００１５＋００３２＋００３２)mm＝００９９mm,

索段长度控制误差为００９９mm,可见,索段长度可以控制在±０１mm.

２２　索段张力高精度加载技术

２２１　张力加载方案
索段张力加载采用传感器直接测量的方式进行,即传感器与索段串行连接,从而避免传感器测量方

向与张力方向不一致带来的误差.如图７所示为张力控制模块的三维模型示意图.图７ (a)为张力测量

端,节点零件放置于节点装夹块上,装夹块水平安装于拉力传感器一端.拉力传感器通过测出装夹块对

其水平方向的拉扯力,得出绳索的张力.图７ (b)为张力调节端的三维模型示意图,绳索穿过节点零件

并通过导向柱换向,最终连接至张力电机的旋转轴,通过拉力传感器的测量反馈,张力电机做出响应调

节,通过收卷线绳对其张力进行控制,最终实现张力加载.

图７　张力控制模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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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张力调节精度
张力调节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为２００００,滚轴半径r１＝１２５mm,索段采用的凯夫拉绳刚度为k＝

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N/m.
因此,张力调节电机收绳分辨率为

ΔL＝
２πr１

２００００＝３９３μm

张力调节电机张力分辨率最大为

Δf＝kΔL＝k
２πr１

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２π×１２５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３＝００７９N

张力调节电机分辨率最大为００７９N,可以实现索段张紧力的高精度加载和控制.

２３　索段连接技术

索段连接采用铜套压接的方式,压接机构方案如图８所示.液压油缸通过液压油管与分体式液压钳相

连,提供压接动力.将穿引好绳索的铜套卡入铜套安装槽中,凹槽高度固定,确保铜套Z 向位置;槽口

采用限位设计,确保铜套X 向位置;压接钳头对铜套采用了自适应对中挤压技术;通过对铜套三个方向

上的限制,确保每次压接时,铜套均在同一位置,压接最终形态一致,实现锁定索段绳长和张力的作用.

图８　压接模块示意图

３　索段性能测试

通过对位移电机和张力电机的联合调节,实现索段长度和张力的协同控制.通过比较设定的长度和

张力值与实际测试值的差值,验证位移、张力控制模块的性能.该测试试验对线绳的长度和张力设定３种

不同的参数组合,每种组合重复测试３次,具体参数组合表与测试数据表见表１.

表１　索段性能测试

序号
压接前 压接后

实测张力/N 实测长度/mm 实测张力/N 实测长度/mm
要求值

１ ３９８７５ ３４９９８０ ３９８７７ ３４９９８０

２ ３９８８２ ３４９９５０ ３９８５４ ３４９９４０

３ ４００５９ ３４９９５０ ３９８２０ ３４９９４５

最大偏差 ０１２５ ００５０ ０１８０ ００６０

３５０mm

４０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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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压接前 压接后

实测张力/N 实测长度/mm 实测张力/N 实测长度/mm
要求值

１ ７９８８４ ４４９９７０ ７９８４６ ４５００７５

２ ７９９３５ ４４９９８０ ７９９２５ ４５００１５

３ ７９８７２ ４４９９９０ ７９８６２ ４４９９７０

最大偏差 ０１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１５４ ００３０

４５０mm

８０N

１ １１９８７５ ５４９９８０ １１９８５６ ５５００２５

２ １１９８６１ ５４９９９０ １１９８５７ ５４９９５０

３ １２０１７９ ５４９９９０ １１９８２０ ５５００１５

最大偏差 ０１７９ ００２０ ０１８０ ００５０

００mm

１２０N

从记录表中可看出,在制作成功的索段中,实测索段长度最大偏差为００６mm,张力最大偏差为

０１８N,并且压接前后的张力和长度保持稳定.

４　结　论

研制了一套索段精密测控与自动连接设备,实现索网中各索段长度与张力的高精度控制.通过对节

点零件安装精度、结构件变形、设备测量精度等因素的分析和控制实现索段长度精确控制,实测索段长

度最大偏差为００６mm;通过高精度张力电机对张力进行加载,实测索段张力最大偏差为０１８N;采用

液压压接的方式保证了夹套压接前后索段的张力和长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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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HighPrecisionCable
ConnectionTechnology

LIShu yang,SHENLiang,ZHANJun hai,CHENGQing qing,XUQing
AerospaceSystemEngineeringShanghai

　　Abstract　Theartificialconnectionmethodofthesparecableinthecablenetstructureisnotonlyof
hugeworkloadandlowefficiency,butalsoofhighprecisionduetothecomplexmechanicalpropertiesof
therope,unabletomeettherequirementsofhighprecisionmeshsurfaceInthispaper,asetofcable

precisionmeasurementandcontrolandautomaticconnectionequipmentisdevelopedtorealizethehigh

precisioncontrolofthelengthandtensionofthecableThroughtheanalysisandcontroloftheinstallation
accuracyofthejointparts,thedeformationofthestructuralpartsandthemeasurementaccuracyofthe
equipment,thelengthofthecableisaccuratelycontrolledThe maximum deviationofthe measured
lengthofthecableis００６mm;Thetensionisloadedbyhighprecisiontensionmotor,andthemaximum
measureddeviationoftensionis０１８N;theconsistencyoftensionandlengthofthecablebeforeandafter
clampingisguaranteedbyhydraulicpressure．

Keywords　Cable;Length;Tension;Connecti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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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机部件精密定心加工装夹变形控制

韩保辉　常　江　李　松　潘　浩　张　迪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针对高精度薄壁光机部件定心加工装夹变形难控制、加工精度不合格问题,对装夹全过程

进行了分析,提出基于精确计算装夹力和非接触式在线监测的装夹变形控制方法.通过理论计算和仿真

校验明确了光机部件的装夹要求;结合在线测量技术搭建装夹变形实时监测系统,使装夹变形数字化,
实现加工精度在线预估.采取建立高精度连接面、装夹方位变换优化平面贴合状态、精准调整装夹力矩

等手段将光机部件装夹变形控制在要求范围内.该方法可提高光机部件加工精度,并通过试验验证,为

解决同类问题提供新的借鉴.
关键词　装夹变形;定心加工;在线测量;薄壁

０　引　言

随着对地遥感器研制技术的发展,遥感相机对光学系统的像质要求趋近于衍射极限,使透射式光学

系统的精度指标不断提高.高精度光机部件的典型结构及精度要求如图１所示,镜框直径２０＜a＜２００,
镜框最小壁厚２mm,经常多个成组使用,具有薄壁、精度高、小批量等特点.由于光学元件制造工艺的

局限性,将透镜装框后难以保证上述精度,通常在装框后使用定心加工来保证精度.传统的定心加工能

力可使平面度、垂直度等形位精度达到０００５~００１２mm,圆柱度、同轴度等形位精度达到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mm,不能满足高性能镜头的设计精度要求.在结构件加工过程中,工件的加工误差有２０％~６０％
来自装夹变形[１３],夹具装夹引起的加工变形是影响零件加工精度的重要因素[４],对传统光机部件装夹过

程分析后发现,传统的装夹变形控制方法不能适应高精度光机部件的定心加工.

图１　光机部件典型形式

目前,在线测量技术在加工方面发展迅速,是相对于三坐标测量机使用的离线测量方法的测量方

案[５],在高精密机床上使用可以和三坐标测量机相媲美[６],在薄壁件加工测量一体化上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７].该技术在结构件加工过程中的尺寸精度检测方面应用较多,它通过引入测量坐标系,建立 CAD、
工件、模型的关联,在加工过程中通过高精度的传感器采集坐标数据的方式对结构件精度进行检测.但

在结构件的装夹环节,该技术应用较少,装夹变形还主要依靠打表方式进行控制,操作时由于经验不足

或操作不当导致打表监测误差较大,严重时还容易造成表面划伤.高精度零件还要多点打表进行监测,
这样一来,操作烦琐,影响装夹效率.将非接触式测量技术应用在结构件的装夹环节,在避免上述问题

的同时,提高装夹变形监测精度,有助于实现结构件装夹变形精密控制.本文针对高精度薄壁光机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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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夹过程,通过建立装夹力计算模型并结合有限元分析明确装夹要求,搭建在线监测系统,应用非接触

式测量技术读取装夹变形量,讨论了装夹变形的调整方法,实现了光机部件的装夹变形超精密控制.

１　光机部件装夹过程分析

定心加工是利用光学仪器 (对心器)和定心调整工装,将光学基准与机床机械轴装调重合,然后对

光机部件的装配机械基准进行精密车削加工,建立光机部件光学基准与其装配机械基准的关系,典型的

加工系统形式如图２所示[８].

图２　定心加工典型形式

由图２可知,光机部件安装面与定心过渡环安装面贴合.微观上,结构件表面随机分布着微凸体,表

面微凸体的几何形状、高度、峰顶曲率半径和峰顶的密度也是随机分布的[９].当两零件相互接触时,真实

接触表面实际存在两个表面上许多微凸体的相互挤压、滑动过程[１０],随着载荷的增加,两个表面的微凸

台发生弹性变形、弹塑性变形或完全塑性变形,从而引起结构件的微变形.

由于光机部件连接时是随机贴合至定心过渡环安装面,因此贴合时存在高点/区域对高点/区域贴合、

低点/区域对低点/区域,错峰贴合等多种贴合状态.为便于分析,将贴合表面简化成高点和低点交替分

布的形貌,如图３所示.通过调整光机部件的方位,将高点对高点的贴合状态改善为高点对低点的贴合状

态,可增加贴合面积,减小装夹抗力,使装夹变形减小.因此,通过改进连接面表面精度或采取变换安

装方位的方式调整装夹状态可以减小装夹变形.

图３　调整方位减小变形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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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光机部件平面度、垂直度等形位精度要求为０００５~００１２mm,圆柱度、同轴度等形位精度

要求为０００８~００１５mm,在保证定心过渡环安装面和光机部件连接面表面精度的前提下,装夹变形控

制的一般过程是:利用光机部件工艺螺纹孔先将光机部件通过工艺螺钉安装至定心过渡环上,使螺钉带

上不紧固,然后通过单个或多个千分表打表读取装夹初始状态数据,然后对工艺螺钉施加拧紧力矩经验

值,再次读取装夹后状态数据,通过两次读数,识别装夹变形量,以控制加工精度.但是,千分表的测

量精度受操作者经验、使用方法、千分表结构影响较大[１１],检测精度±１μm,目前高精度的光机部件的

加工精度要求已达到０００３mm,传统打表方法显然不能适应精度控制需求,且存在检测误差大,效率

低,操作烦琐,不适合批量生产等局限性.

同时,传统的紧固方式是对螺钉施加拧紧力矩经验值,存在拧紧力矩过大引起薄壁光机部件过度变

形导致加工精度不合格的风险.由于光机部件的加工面和结构特征决定了它只能借助工艺螺孔进行装夹,

装夹力的大小受螺钉规格、数量、拧紧力矩影响较大,为实现装夹力能克服产品重力及切削力,实现可

靠紧固,同时不能引起过度装夹变形的要求,在明确螺钉规格数量后,需明确单个螺钉的拧紧力矩.

因此,现有的装夹变形监测方法和装夹螺钉紧固要求不能适应高精度光机部件加工.为提高光机部

件加工精度,可通过精确计算装夹力和建立在线装夹变形监测系统的方法对装夹变形实时监测并精密

控制.

２　装夹变形在线监测系统

以某光机部件———透镜一组件 (见图４)为例,建立装夹变形在线监测系统 (见图５),透镜一组件外

形尺ϕ１００mm×ϕ７７mm×１８５mm,镜框材料为 TC４钛合金,总质量４７３６g.透镜一组件对外安装面

平面度０００３mm,镜框外圆圆度０００６ mm,外圆轴线与光轴同轴度０００６ mm,与安装面垂直度

０００３mm.

图４　透镜一组件

　　　　
图５　装夹变形监测控制系统

该系统包括精密车床、定心过渡环、透镜一组件、米铱传感器 (即激光测距仪)、控制器、笔记本电

脑 (含控制软件)、稳压电源等,通过米铱传感器可实时探测透镜一组件的装夹数据,并通过软件读取,

实现在线监测.米铱传感器的量程是０３mm,非接触式探测精度为０３μm,满足测量需求.

使用在线监测系统时,将米铱传感器放置在量程内,对准透镜一组件的待加工面.将某个工艺螺钉

位置作为起始点并读取数据,然后控制车床主轴旋转,直至所有螺钉 (透镜一组件共８个 M２５螺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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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均记录读数为止.读数表示的是对应每个螺钉位置待加工面的高低值,在后续紧固的过程中,保持传

感器的位置不动,传感器的数值变动量表示该点的装夹变形量,实现对光机部件装夹变形的在线监测.

３　装夹力计算及仿真校验

以图４透镜一组件为例,进行单个螺钉装夹预紧力计算,根据透镜一组件结构形式和定心装夹经验,
透镜一组件与定心过渡环通过８个均布的 M２５工艺螺钉连接.为保证预紧力计算的可靠性,按照静态装

夹、机床启动瞬间、切削加工中三种工况进行计算,根据计算结果取三种工况的最大值作为装夹力的最

小要求.

３１　静态装夹

静态装夹时,螺钉的装夹力用于克服组件的重力及重力在连接面上产生的弯矩

G＝mg (１)
式中,G 为重力;m 为透镜组件质量,m＝４７３６g;g 为重力加速度,g ＝９８ms－２.

M ＝
GL
２

(２)

式中,M 为重力在连接面产生的弯矩;L 为镜头组件高度,L ＝１８５mm.

Iz ＝
π(D４－d４)

６４
(３)

式中,Iz 为惯性矩;D 为镜框外径,D ＝１００mm;d 为最小内径,d ＝７７mm.

σmax＝
M
Iz

ymax＝
MD
２Iz

(４)

式中,σmax 为连接面最大拉应力.

F１＝
G
f

(５)

式中,F１ 为克服重力需要的预紧力;f 为镜框与连接面的摩擦系数,取０１.

Fmin＝
F１

n ＋σmax
πd２

１

４
(６)

式中,Fmin 为单个螺钉最小预紧力;n 为螺钉个数 (n＝８);d１ 为螺钉直径.

通过式 (１)~式 (６)计算得知,单个螺钉最小预紧力Fmin ＝５８７N.

３２　机床启动瞬间

机床启动瞬间,螺钉的预紧力需要克服零件旋转受加速度影响带来的惯性力,取极限情况下机床的

加速度为２０倍重力加速度,则

Kd ＝１＋
a
g

(７)

式中,Kd 为动载系数.

计算得知Kd ＝２１.

F１
min＝KdFmin (８)

式中,F１
min 为机床启动瞬间螺钉预紧最小值.

计算得知F１
min ＝１２１８N.

３３　切削加工中

车削加工时,光机部件受的切削力F合 可分解为:进给方向的轴向力Fx、 与零件旋转线速度方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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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切向力Fy、 切深方向的径向力Fz, 如图６所示.

图６　切削力分析

在进行光机部件车削加工时,Fx 与Fz 对螺纹连接造成切向力和弯矩,Fy 对螺纹连接造成切向力和旋

转力矩;切向力和旋转力矩对螺纹的预紧不产生影响,剩余预紧力仍等于螺纹的预紧力,可不必分析;
弯矩会在螺纹连接面产生拉应力,导致螺纹变松.

根据文献 [８]对切削力的仿真分析,Fx 的极限值可取为３０N,Fz 的极限值可取为３００N.

Mz ＝FzL (９)
式中,Mz 为径向力Fz 在连接面产生的最大弯矩.

σmax＝
Mz

Iz
ymax＝

MzD
２Iz

(１０)

式中,σmax 为连接面最大拉应力.

F２＝σmax
πd２

１

４
(１１)

式中,F２ 为螺钉的拉松力.

F′＝(G＋Fx)/n＋F２ (１２)
式中,F′为每个螺钉承受的载荷.

F＝(１－φ)F′＋F″＋FRe (１３)
式中,F 为螺钉连接松弛后保证连接正常工作的最小预紧力;F′为外载荷;FRe为螺栓连接预紧后最大初

松弛量引起的预紧力负增量;F″为连接载荷所需最小螺栓剩余预紧力.

F″＝０２(１－φ)F′ (１４)
式中,φ 为相对刚度系数,即螺栓刚度与被连接系统刚度之比,取值０５.

F２
min＝(１－φ)F′＋０２(１－φ)F′ (１５)

式中,F２
min 为切削加工过程中光机部件单个螺钉的最小装夹力,计算得知F２

min ＝５２N.

由上可知,F１
min ＞Fmin ＞F２

min ,因此将机床启动瞬间的螺钉预紧力要求值１２１８N 作为理论最小装

夹预紧力要求,为保证产品安全,将安全系数取２,因此单个螺钉的最小预紧力要求值为２４３６N.

T＝KF０d (１６)
式中,T 为螺钉拧紧力矩 (Nm);d 为螺纹公称直径 (本文为２５mm);F０ 为预紧力 (N);K 为拧紧力

矩系数;K 与螺纹升角、螺纹当量摩擦角、螺纹当量摩擦系数、螺钉与被连接件支撑面间的摩擦系数有

关.一般当被连接件表面为加工面无润滑状态时,取０１８~０２１,本文取值K ＝０２１.
计算得知,当F０ ＝２４３６N时,单个螺钉的拧紧力矩为T ＝０１３Nm,即为透镜一组件装夹时单

个螺钉的最小拧紧力矩.另外,单个螺钉的最大力矩按照实测值０５５~０８Nm 选取.

３４　装夹变形仿真

根据装夹力计算结果,用abaqus有限元分析软件对透镜一组件镜框在最大拧紧力矩时的装夹变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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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值模拟仿真.假设钛合金连接面为理论平面,以此假设为基础建立模型.镜框为 TC４钛合金,密度

ρ＝４５００kg/m３,弹性模量E ＝１１０GPa,泊松比μ＝０３４２,按照单个螺钉最大拧紧力矩T ＝０８Nm
对结构件施加载荷.

仿真结果如图７所示,镜框与定心过渡环的连接面变形量最大,结构件的最大变形量为７８７８e－
７mm,变形量很小.因此对单个螺钉施加０８Nm 的拧紧力矩时不会引起结构件的过度变形,所以,
使用０１３~０８Nm 的拧紧力矩装夹光机部件时能够满足装夹变形控制要求.

图７　装夹变形仿真结果

４　试验验证

４１　试验过程

按照图５搭建的装夹变形在线监测系统进行装夹变形控制试验,为尽量减小由于连接面平面度不足导

致的装夹变形,结合实际加工经验,试验前保证定心过渡环连接面平面度０００２mm,透镜一组件安装面

平面度０００３mm.

将透镜一组件安装至定心过渡环,按图８螺钉装配拧紧顺序对螺钉施加０１~０２Nm 的拧紧力矩,

使螺钉带上,读取每个螺钉位置的监测数据.然后,按照同样的顺序对螺钉施加０７~０８Nm 拧紧力

矩,使螺钉紧固,再次读取相应螺钉位置的传感器监测数据.根据结构件紧固前后的数据变化对结构件

加工精度进行预估,若满足要求则进行切削加工,若不满足要求,通过旋转方位、重新调整螺钉拧紧力

矩的方法,将装夹变形量控制在０００３mm 以内,然后对透镜一组件使用文献 [８]的切削参数进行加工,

加工完成后使用三坐标测量机对加工表面进行精度检测.

图８　螺钉拧紧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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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试验结果

切削加工后的透镜一组件见图９,根据装夹变形监控情况,共进行了２次装夹变形在线监测试验,米

铱传感器的监测数据、装夹变形调整情况等见表１和表２.

图９　透镜一组件

表１　第１次装夹变形在线监测记录 (单位:μm)

螺钉编号
装夹调整前在线监测数据 装夹调整后在线监测数据

螺钉带上 螺钉紧固 数据变化量 螺钉带上 螺钉紧固 数据变化量

１ －５１ －４７９ ３１ －４６５ －４６６ －０１

２ －６９ －６４９ ４１ －６７９ －６６０ １９

３ －６５５ －６３ ２５ －６４４ －６４５ －０１

４ －４３１ －４１３ １８ －４１９ －４０９ １０

５ －１５７ －１３９ １８ －１４４ －１２７ １７

６ ０３ ３９ ３６ ２６ １８ －０８

７ ０３ ２３ ２０ ０７ １２ ０５

８ －２２１ －２１１ １０ －２２３ －２０１ ２２

最大变形 ４１ ２２

变形调整方法 以中心轴为基准旋转一定角度再装夹,将最大装夹变形４１调整至２２

表２　第２次装夹变形在线监测记录 (单位:μm)

螺钉编号
装夹调整前在线监测数据 装夹调整后在线监测数据

螺钉带上 螺钉紧固 数据变化量 螺钉带上 螺钉紧固 数据变化量

１ ０６ ５３ ４７ １３ ３２ １９

２ ０５ ３０ ２５ －０５ －０６ －０１

３ １１ ２７ １６ －０７ ０７ １４

４ １３ ３３ ２０ ０８ １８ １０

５ ０８ ３４ ２６ １１ ２８ １７

６ ００ １４ １４ ０９ ０６ －０３

７ －０６ １４ ２０ ０７ ２７ ２０

８ －０３ １８ ２１ －０３ －１３ －１０

最大变形 ４７ ２０

变形调整方法 重新装夹,将１、５位置螺钉的拧紧力矩调整至０５~０６Nm,最大变形由４７变为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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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１可知,装夹调整前,２、６号螺钉位置的装夹变形量较大,螺钉紧固后最大变形量已达到

０００４１mm,另外,机床还存在加工误差 (≤０００１mm),因此,加工精度难以达到平面度要求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mm.使用旋转安装方位的方法调整装夹后,只有８号螺钉位置的装夹变形量较大,紧固后的最大

变形量为０００２２mm,而其他螺钉位置的装夹变形量均在０００２mm 以内,即便有机床精度影响,也能

够满足平面度０００３~０００５mm 的加工精度要求,具备切削加工状态,实际切削加工后,经三坐标测量

机检测得知透镜一组件加工精度达到平面度０００２mm,圆柱度０００３mm,垂直度０００１mm,满足

要求.
由表２可知,装夹调整前,１、５号螺钉位置的装夹变形量较大,紧固时最大变形量已达到０００４７mm,

另外机床存在误差,难以达到平面度０００３mm 的要求,不具备切削加工状态.根据监测数据,将结构件

重新装夹,针对性地对１、５位置的螺钉力矩进行调整,将拧紧力矩调整至０５~０６Nm,只有７号螺

钉位置的装夹变形量较大,紧固后变形量为０００２mm,而其他螺钉位置的装夹变形量均在０００２mm 以

内,再加上机床精度≤０００１mm 的影响,能够满足平面度０００３mm 的加工精度要求,具备切削加工状

态,实际切削加工后,经三坐标测量机检测得知透镜一组件加工精度达到平面度０００２mm,圆柱度

０００３mm,垂直度０００１mm,满足要求.
根据试验结果可知,通过在线监测系统可实时监控光机部件装夹变形情况,且方便快捷,采取旋转

安装位置优化面对面贴合实际状态,根据监测结果有针对性调整拧紧力矩的措施降低装夹变形量可行

有效.

５　结　论

通过对薄壁光机部件装夹变形难控制问题进行分析,建立装夹力分析模型,应用非接触式测量技术

监测变形,对不同的装夹变形调整方法进行讨论,结合验证试验得出如下结论:

１)对静态装夹、机床启动瞬间、切削加工中三种工况下的装夹预紧力计算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在分

析光机部件预紧力时应将机床启动瞬间的螺钉预紧力作为理论最小装夹预紧力.

２)应用非接触式在线测量技术能明显提高光机部件装夹变形的监测精度,监测精度达到０３μm;结

合建立高精度平面、旋转安装位置优化面对面贴合实际状态,根据监测结果有针对性地调整拧紧力矩可

将装夹变形控制在要求范围,并通过文中实例进行了验证.

３)对于薄壁光机部件装夹变形的控制,与传统的装夹方法相比,运用非接触在线测量技术,除了监

测精度较高,还避免了量具与精密零件的接触,同时给装夹变形调整操作者提供了实时变形数据,减少

了操作者的摸索调整时间.但是,仍需要深入探索非接触测量技术在装夹变形环节的应用,例如通过将

非接触测量技术与机床系统进行集成,实现结构件装夹前后的三维模型重构和对比,将装夹变形以三维

方式呈现,以进一步提高装夹变形控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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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ControlofClampingDeformationtoOptical
AlignmentMachininginOpto MechanicalParts

HANBao hui,CHANGJiang,LISong,PAN Hao,ZHANGDi
BeijingInstituteofSpaceMechanics& Electricity

　 　 Abstract　 Aimingattheproblemsofdifficulttocontroltheclamping deformation andthe
unacceptablemachiningaccuracyofthehigh precisionthin wallOpto MechanicalParts,theentire

processofclampingisanalyzedAcontrolmethodforclampingdeformationbasedonaccuratecalculation
ofclampingforceandnon contactonlinemonitoringisproposedThroughtheoreticalcalculationand
simulationverification,theclampingrequirementsoftheOpto MechanicalPartsareclarifiedCombined
withonlinemeasurementtechnology,areal timemonitoringsystemforclampingdeformationwasbuilt
todigitizeclampingdeformationandrealizeonlinepredictionof machiningaccuracyAdopt meansof
establishinghigh precisionconnectionsurface,changingorientationtooptimizethefittingstate,and
accuratelyadjustingthetighteningtorquetomaketheclampdeformationwithinareasonablerangeThis
methodcanimprovethemachiningaccuracyofOpto MechanicalParts,andthroughtestverification,it

providesanewreferenceforsolvingsimilarproblems．
Keywords　Clampingdeformation;Opticalalignmentmachining;Onlinemeasurement;Thin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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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多层隔热组件三维设计与制造技术

刘　瑶　徐佳加　周　诚　刘经劼　姚　鹏

上海卫星装备研究所

摘　要　为了解决卫星多层隔热组件设计难度大、自动化程度低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多层隔热组件

三维设计与制造技术,该方法通过建立多层设计及包覆规范,研发多层三维自动化包覆建模及展开方法,
最终实现自动化生成多层绗缝轨迹.实践表明,该技术能够有效提高卫星热控多层设计与制作的效率.

关键词　卫星;多层隔热组件;三维工艺设计与制造;自动化;效率

０　引　言

由于在卫星热控实施过程中,出现多层设计的方式未跟进三维数字化模型、设计难度大、研制全过

程自动化程度低等问题.因此需要进行 “卫星多层隔热组件三维设计与制造技术”研究,以提高卫星热控

多层设计与制作的效率.

图１　项目总体实施路线

１　多层设计及制造规范研究

依托于目前热控多层设计、实施及试验经验,从多层隔热效果的实现、多层加工的工艺性及多层包

覆的工艺性等方面,对多层设计及制造过程的规范条件进行建立,用于指导后续数字化软件系统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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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多层隔热效果最优化的要求

多层隔热组件由反射辐射热的反射层和隔离传导热的间隔层组成,其隔热原理主要是辐射换热及低

接触传导.因此,为保证多层隔热效果最优,多层研制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安装后,多层应与包覆面存在一定的间隙,且相对处于蓬松的状态,设定多层可拉离包覆基体表

面的距离在２~５mm 之间.

２)多层外轮廓或内部开孔边缘应与被包覆件贴合严密、牢固,以免由于之间的缝隙而造成漏热.

３)多层优选整体设计及包覆方案,即同一个包覆基体或相邻基体上的多层尽可能设计成一个整体

(１块)或尽量减少拆分,以避免拼接造成的缝隙漏热及重叠部分重量的增加.
(２)多层设计及加工工艺性的要求

为满足安装后多层与包覆面存在一定的间隙、相对处于蓬松状态的要求,考虑到多层隔热层层数与

厚度在弯折部位的影响,在进行多层二维加工图设计时,多层层数与外放余量的对应关系如下.

表１　多层设计余量控制原则

　　　　　　多层一维尺寸

隔热单元数① 　　　　　　
０~５００mm ５００~１０００mm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mm

５层 ５mm＋N② ×２mm ８mm＋N×２mm １０mm＋N×２mm

１０层 ５mm＋N×４mm ８mm＋N×４mm １０mm＋N×４mm

１５层 ５mm＋N×６mm ８mm＋N×６mm １０mm＋N×６mm

２０层 ５mm＋N×８mm ８mm＋N×８mm １０mm＋N×８mm

２５层 ５mm＋N×１０mm ８mm＋N×１０mm １０mm＋N×１０mm

　　注:①一般情况下,每层低温隔热单元由１层涤纶丝网 (T ２０)和１层６μm 双面镀铝聚酯薄膜组成,每层中温隔热单元由１层高硅

氧布和１层２０μm 铝箔组成.

②表中的N 表示多层包覆后在此维度方向上的角度弯折次数.若进行圆形曲面 (与圆柱、圆台等)包覆多层的设计,按照多层与

基体之间的间隙要求进行余量控制.

(３)多层包覆工艺性的要求

为避免多层组件与活动部件 (在活动过程中)干涉或者产生钩挂,在转动、分离等运动部件附近的

多层研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a)避让要求

活动部件附近的多层组件应尽量避开运动面,不仅应注意静态运动面,还需把运动过程中所有相对

运动区域考虑在内,要求多层边缘与运动区域边界之间的距离不小于５mm.
(b)防钩挂要求

为防止多层本体及安装用固定附件对活动部件产生钩挂造成展开异常,活动面附件的多层组件边缘

需包边处理.
多层固定尽量采用尼龙搭扣或绑扎线捆扎的方式固定,以避免热控扣片外凸螺柱造成活动过程中干

涉或压敏胶失效造成部件活动异常.
为防止多层缝纫用线与活动部件钩挂,在活动部件附近区域的多层缝纫线走向应尽可能顺从于活动

方向,避免正交分布.再者,此区域多层缝纫线应与多层表面贴合紧实,且线头应处理干净.
(c)光路避让要求

为防止多层本体及安装用固定附件对光学仪器视场造成遮挡,在靠近光学镜头附近的多层边缘应采

取包边处理,多层边缘距离光学镜头或者遮光罩边缘的距离不小于５mm,且多层固定应采用尼龙搭扣或

绑扎线捆扎的方式固定.

２　基于三维模型的多层自动化设计技术开发

基于三维模型的多层自动化工艺设计技术开发的目标是在被包覆基体Pro/E三维模型上直接进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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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三维精准包覆设计,并快速展开并生成二维图样.然后,基于二维图样快速生成缝纫轨迹图,以直

接驱动绗缝机缝制多层,从而实现多层快速及精准设计,并直接指导下游生产.
(１)基于Pro/E的多层自动化包覆建模技术

在不影响最终多层包覆正确性的前提下,为提高多层包覆建模效率,需要首先对热控多层三维模型

主体结构进行必要的预处理工作.多层表面预处理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多层安装角与凸起清理,即清除阻碍包覆的小的安装角点或其他凸起,即根据用户所选平

面,软件自动切除所选面外侧的所有实体.
第二类为修饰圆角清理,即批量去除对包覆过程有不良影响的小尺寸倒圆角等修饰特征,以避免放

量失败.
第三类为包络实体创建,即对于部分结构因减重设计而具有复杂的凹凸不平表面,但整体轮廓又较

为规整的,可借用三维模型的一些面和边为参考,利用拉伸或旋转等简单命令,创建结构的包络实体.
后续包覆设计即基于表面相对规整的包络实体进行.

(２)基于Pro/E的多层自动化包覆设计

基于Pro/E的热控多层包覆设计分为７个步骤,步骤依次为:包覆曲面创建、开孔裁剪、曲面拼接、
包覆放量、尼龙搭扣位置布设、平齐裁切和包覆模型导出.

(a)包覆曲面创建

首先对需要进行热控实施且已预处理的组件进行包覆曲面的创建.
(b)开孔裁剪

裁剪主要用于对包覆模型进行开口和开孔的设置.通过拾取模型上已有的环,或者手动创建的裁剪

草绘,即可完成对包覆模型的裁剪.
(c)曲面拼接

当整个模型需要包覆的曲面均已完成创建且对需要开孔处进行裁剪完毕后,需要进行包覆模型的整

体拼接,以便形成一个整体,确保在缩放过程中保持边界的贴合.需将所有需要拼接的包覆面都全部选

中,然后选择拼接即可将整个面集合并为一体.
(d)包覆放量

对拼接后的合并面集即可进行立体缩放.输入偏移量,正数代表向外缩放,即扩大;负数代表向内

缩放,即缩小.
(e)尼龙搭扣位置布设

对于需要布置尼龙搭扣的位置,可在包覆表面模型上选取位置并切口.
(f)平齐裁切

为了确保包覆面与其他表面相接时在分界面上的正确结果,还需要进行平齐操作.平齐操作主要分

为两种:切除平齐和延伸平齐.
(g)包覆模型导出

选取包覆好的面集,选择存储路径,导出文件.
(３)多层自动化展开技术

本部分是包覆制作流程的关键过渡环节,实现从三维到二维的高精度转换.
(a)包覆模型自动展开

利用已经成熟的 “纸艺大师”软件,读取并处理已生成的STL格式多层三维模型,在交互下展开为

二维平面图,并选取最佳拼接方式及尼龙搭扣安装位置.
(b)多层加工实施图细节处理

通过调整图样线条、标注尺寸、添加技术说明等,生成二维加工实施图样,用于指导多层的裁剪缝

线以及存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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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绗缝轨迹自动化生成技术

以多层加工图为基线,创建与现有自动化设备兼容的绗缝轨迹文件.对多层加工图样拾取内轮廓及

外轮廓,并对其进行偏移,生成可用于驱动电脑绗缝机的进行多层的缝制.

３　总　结

通过 “卫星多层隔热组件三维设计与制造技术”研究,建立多层设计及包覆规范,研发基于 Pro/E
的多层自动化包覆建模以及基于Pro/E的多层自动化展开技术软件,研制绗缝轨迹自动化生成技术,有

效提高了卫星热控多层设计与制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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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虚拟装配仿真方法优化技术研究

徐佳加　刘　瑶　姚　鹏　杨学斌

上海卫星装备研究所

摘　要　针对卫星整星虚拟装配仿真的效率低问题,在分析虚拟装配仿真延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

了一种卫星装配仿真方法优化技术.此方法包含仿真基础数据库的构建以及仿真过程实施优化方法.并

以 DELMIA 为应用平台,对某型号卫星进场仿真进行验证分析,验证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　卫星;虚拟装配仿真;仿真过程优化;DELMIA

０　引　言

卫星装配作为卫星 AIT的重要环节,其数字化程度直接决定了卫星全三维数字化装配的水平.基于

Pro/E三维模型的虚拟装配仿真是卫星装配工艺数字化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卫星数字化平台系统研制的

重要组成部分[１].由于装配工艺仿真具有良好的可视性、直观性等优势,使之逐步在各卫星型号广泛应用

和推广[２４].

通过虚拟装配进行仿真定义和分析,可实现对卫星 工装 工艺设计结果的综合仿真验证,充分地预测

卫星 AIT流程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反馈修正,从而完善工艺流程及工装设计方案,提高工人操作的

安全性、舒适性、操作开敞性.

然而由于卫星结构的复杂性、多样性,加之三维设计的应用,使得由此产生的庞杂信息导致其对应

产品数模十分复杂.同时,与产品对应的工装、工具、厂房等配套资源数模一般也十分繁杂,庞大的数

据直接增加了仿真的工作量,同时影响了软件运行的时间,造成仿真定义延迟,导致虚拟装配仿真效率

低下.

本文提出了一种卫星虚拟装配仿真方法优化技术,以解决目前卫星虚拟装配仿真中耗时长、重复劳

动量大、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以达到在保证卫星装配仿真定义完整性的前提下,缩短工作周期,提高

工作效率的目的.

１　装配仿真延迟分析

由于卫星结构的复杂性、多样性,加之三维设计的应用,使得由此产生的庞杂信息导致其对应产品

设计３D数模容量十分庞大.同时,与产品对应的工装、工具、厂房等配套资源数模往往也十分庞大,因

此在仿真实施阶段,造成效率低下,经总结,原因有:
(１)计算机硬件及相应软件配置

硬件性能的发挥水平直接影响了仿真的效率.现阶段仿真多采用图形工作站,一定程度提高了仿真

的流畅性.但硬件配置也并非越高越好,只需针对仿真软件本身的架构而确定,能完全支持仿真软件的

流畅运行即可,而且硬件配置价格比较昂贵,也难以无限制提高.
(２)仿真定义细节的完整性

一般来说,随着工艺过程和仿真定义时间的累加,仿真文件所包含的信息内容不断增加,仿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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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时间由工艺过程和仿真定义细节的细化完整程度决定,这些虽然直接影响仿真分析的效果,但是仿

真定义细节的完整程度直接决定了仿真的拟实程度,因此其调整的范围相对较小.
(３)卫星产品仿真数据的复杂性

由于卫星外形结构的复杂性和卫星产品零部件数量多,导致卫星仿真模型的数据相当庞大,装配仿

真调用的产品数据量也随着装配的逐级深入将呈几何级数增加,而且计算机中会存在大量冗余数据,因

此会在仿真初期对模型进行轻量化处理,但是为了虚拟装配仿真的拟实程度,和有效地进行仿真分析和

干涉计算,仿真模型不易过于简化或轻量化处理.
(４)仿真过程中大量构建的工装、工具

由于卫星型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涉及大量的仿真工装、工具需要构建,而在仿真阶段,工装、工

具的重复性建模工作占用大量的时间,导致仿真过程的阶段性暂停,直接影响了仿真的效率.
(５)仿真过程人机工程的重复定义工作

现阶段卫星总装仍多采用手工装配,因此需进行大量的人机功效仿真分析,然而仿真软件中虚拟人

的动作定义较为烦琐,且在装配仿真过程中,有大量重复性的人体位姿定义工作,增加装配仿真的工作

量.同时由于卫星装配复杂性,大量的分系统装配需多人协同完成,而进行仿真时,多人协同进行仿真

操作定义,易造成仿真软件的不稳定性,导致其崩溃,使得仿真工作停滞不前.
在以上几个原因之中,有些是受总装工艺要求、计算机技术条件等客观条件约束,可控的范围较小,

有些可以通过一些控制方法来提高仿真效率.本文主要采用虚拟装配仿真方法优化技术来提高仿真效率.

２　总体方案

虚拟装配仿真方法优化技术如图１所示,包括仿真基础数据库构建以及仿真过程实施优化方法两

方面.

图１　卫星虚拟装配仿真优化技术

(１)仿真基础数据库

构建仿真基础数据库主要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构建、整理和收集仿真基础数据,使数据库具备一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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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真时可从数据库直接索引,提高效率.本文仿真基础数据库包括工装工具库、人体位姿库.工装

工具库主要涉及总装过程中仿真工装工具资源信息,人体位姿库主要涉及总装过程中操作工人的人体属

性信息、实际装配操作中的人体姿态 (头部、颈部、手臂等)和任务动作 (搬运、螺接等).
(２)仿真过程实施优化方法

仿真过程实施优化方法主要是在仿真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方法,规范仿真实施,来提高仿真效率.
仿真过程实施优化仿真主要包括模型轻量化方法、仿真工艺结构层次划分方法、模型属性选择性动态加

载方法、仿真任务划分方法.

３　实施方案

３１　仿真基础数据库

３１１　工装工具库
工装工具库是将装配中常用的工具资源模型以文件的形式存储在库中,在虚拟装配中需要用工具进

行操作时,只需要从库中提取所需的工具模型,并将它放置在相应的位置,而不需要对工具重新进行建

模.工装工具库的构建及应用方法如图２所示.

图２　工装工具库的构建及应用方法

由于卫星总装操作的复杂性,直接导致所使用工装工具的多样性、庞杂性,因此工装工具库的结构

管理尤其重要,工装工具库的构建及应用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工装工具库内模型应分为三类进行储存,包括通用工具、通用工装、专用工装.

２)工装工具库内模型的参数与尺寸之间关系应齐备、准确.

３)工装、工具的建模方法有所不同.通用工具可采用参数化方法进行统一管理,采用预定义的办法

建立工具的几何尺寸及其相互关系,指定一组参数与几何尺寸及其相互关系相关联.而由于工装应用对

象不同,无法实现参数化建模,可根据应用型号进行分类统一管理.

４)工装工具库管理人员需定期对工装工具库中的数据进行检查,确保工装工具库的规范化,标准化.

３１２　人体位姿库
构建一个人体位姿库就是将定义好的人体位姿的属性中所存储的信息提取出来转存到人体位姿数据

库的过程.人体姿态库应用的本质就是将人体姿态数据库中的信息对象化的过程,它以属性的形式赋予

了新的实例,从而改变了该实例的原有属性,使新的属性满足要求.人体位姿库构建及应用方法如图３
所示.

人机仿真应该真实地反映装配操作的实际情况,只有基于现场实际的人体模型,才能有效地表达仿

真验证的效果,人体模型的参数选取的具体内容包括:

１)人体模型的构建须设定以下参数:人体的身高、性别、臂长、腿长、各关节角的范围、视野范围.

２)各参数值源于对单位操作人员进行统计后得出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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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人体位姿库构建及应用方法

３)对于特殊工位的操作,需要选取特定的人体模型,模型参数必须来源于具体进行特种作业的工作

人员的实际测量值.
建立人体位姿库的具体要求为:

１)确定对位姿进行存储的评判标准,包括操作的类型、使用的工具及操作的对象等.

２)规定人体位姿库的分组及命名规则,按重用的场景、工具的类型、操作的身体部位等进行分组和

命名.

３)确定重用场景与属性信息的对应关系,即针对不同的重用场景选择性地提取位姿信息、位置信

息、约束信息、视野信息、模型尺寸以及重用部位等属性.

４)人体位姿库管理人员需定期对人体位姿库中的数据进行规范化,标准化检查.

３２　仿真过程实施控制方法

３２１　模型轻量化处理方法
对虚拟装配仿真模型进行重组,如图４所示,将虚拟装配仿真模型划分为场景模型、产品模型以及资

源模型,这三类模型轻量化方法如下:
(１)场景模型

依据实际装配布局建立虚拟装配环境,如厂房或工位相关配套等.此类模型相对位置较固定,对其

特征属性要求较低,可减少其中圆柱体、多截面体的数量,只显示模型的外形以及模型内部各部分的相

对位置,而不包含模型本身的几何信息如边界线、面等,并将其中相对位置固定的模型存放为同一文件,
以降低冗余.

(２)产品模型

产品模型即虚拟装配仿真对象,包括卫星整星、大部件等.此类模型应保留模型本身的几何信息属

性,保证其表面外形特征,对数模进行抽壳处理,删除内部结构,并将有相对位置的部件存放在不同模

型节点下 .
(３)资源模型

资源模型即完成装配所涉及的工装、工具、人等模型.资源模型可保证其整体外形结构,删除资源

数模中不影响整体外形的细节结构,减少其中圆柱体、多截面体等的数量.

３２２　模型属性选择性动态加载
模型属性选择性动态加载就是在仿真过程中,对模型的属性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动态加载.装配仿

真调用的产品数据量随着仿真定义的逐级深入将呈几何级数增加,而且计算机中会存在大量冗余数据,
在整星级装配仿真过程中,会出现大量协同运动的产品、资源,在现有的计算机硬件能力支撑下,整星

级装配仿真难以实现.因此在仿真实施过程中,需对模型的相关属性信息进行选择性动态加载,以降低

仿真实施对计算机硬件的要求.
影响仿真实施的属性主要包括模型的运动属性、显/隐属性、人机仿真动作关联属性.选择性动态加

载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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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虚拟装配仿真模型重组

(１)运动属性动态加载

对仿真根据仿真定义工作量进行串行分解,各阶段仿真任务实施完成后,确认虚拟仿真状态,取消

此阶段模型与运动属性的关联关系后,实施下阶段的仿真定义任务.直至完成整个仿真任务,恢复所有

模型与运动属性的关联关系.
(２)显/隐属性动态加载

分阶段分析各个仿真实施阶段所需操作空间,梳理各阶段模型显/隐属性,隐藏不影响各阶段装配仿

真路线规划的模型.
(３)人机仿真动作动态加载

实施人机仿真定义涉及大量协同人机仿真运动,人机仿真是单个定义,在定义一个人机仿真时,取

消此人体模型与之前定义好的动作以及其余人体模型与所有动作的关联关系,定义实施完成后,恢复关

联关系.

３２３　虚拟装配协同并行仿真
目前虚拟装配仿真多采用单人单机串行工作的模式,耗时长、重复劳动量大、工作效率低下,采用

虚拟装配协同并行仿真可缩短工作周期[５７],提高工作效率.本文提出虚拟装配协同并行仿真,流程

如下:
(１)仿真模型处理

主要完成对卫星产品模型的处理,调用工装工具库及人体位姿库,构建仿真场景.
(２)仿真任务分解

依据 AIT流程,对仿真任务分解为多个任务单元,确定各个任务单元的初始状态及最终状态,形成

并行仿真的工作模式.
(３)仿真过程设计

完成仿真单元的仿真定义,仿真细节定义,形成装配过程仿真.
(４)仿真单元合并

完成各仿真任务单元的合并,形成完整的装配过程仿真,并消除合并过程中的各类异常.
(５)仿真过程分析

对仿真过程的仿真分析,发现或预测装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包括产品、工装及工艺设计等问题,

对设计、工艺进行反馈.

４　实例验证

为提高某型号卫星发射场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对型号的复杂发射场工艺流程进行仿真,能有效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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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型号在发射场内的流程.
发射场流程仿真为整星级仿真,仿真任务重,涉及星上负载和单机种类多,对计算机需求高,本次

仿真以DELMIA为应用平台,采用惠普顶级工作站Z８００,配置为１个 XeonX５６６７处理器,３２G内存,

１TB硬盘,WindowsXP６４ bit系统,NVIDIA QuadroFX５８００显卡,仿真软件为 DELMIA V５R１９
SP４ (６４ bit).

(１)采用传统方法进行试验分析

采用传统方法进行装配仿真试验,对仿真效率进行分析统计,见表１,可发现随着仿真定义数量的增

多,仿真文件逐渐增大.仿真时长同时随着增长,仿真定义的延迟时间也越来越久.

表１　仿真参数表

仿真文件大小/M 仿真时长/s 仿真定义延迟时间/s

２３４ ３０ １２

８２５ １１１ ２５

１７１ １８６ ５２

(２)采用优化技术进行装配仿真试验情况

按照优化技术方法,构建工装工具库,如图５所示.构建人体位姿库,如图６所示,并进行轻量化处

理.方式由 “单人单机,串行工作”优化为 “３人协作,并行开工”的协同工作方法,在仿真时进行模型

选择性关联,仿真文件分散为多个,延迟时间大大缩短.仿真效率显著提高,见表２.

图５　工装工具库

图６　人体位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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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种方式对比

类别 参与工艺人员 单人花费时间 总时间 节约时间

传统方法 １人 ２月 ２人月

优化方法 ３人 ０５月 １５人月 ０５人月

５　结　论

论文分析了卫星 AIT研制流程中进行装配仿真时产生仿真定义延迟的原因,提出了卫星虚拟装配仿

真优化技术,包含仿真基础数据库以及仿真过程实施控制方法,所提的方法在某型号卫星进场仿真中得

到了应用,提高了效率,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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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阵夹层结构承压性能研究

施丽铭　李林凌　张啸雨　周　浩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点阵结构由于具有较高的比强度、比刚度等优势,在航天航空等领域运用越来越广泛.针

对航天器承压结构轻量化的要求,本文基于点阵夹层结构开展了轴对称承压结构的研究.通过仿真计算,
对点阵夹层结构参数对结构承压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结合等效理论研究了承压结构的尺寸效应,
对不同尺寸结构的等效方法进行评价,提出了工程上可用的等效计算方法.本文结果可为点阵夹层承压

结构的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　点阵夹层结构;承压结构;等效弹性;尺寸效应;增材制造

０　引　言

三维点阵结构是新一代先进轻质超强结构形式,基于三维点阵的轻量化设计技术成为轻量化结构设

计领域的一个热点技术[１２].点阵结构由于其在刚度、强度、多功能设计等方面的突出性能,广泛应用于

各个领域.在航天领域,点阵夹层结构已经应用于支架、卫星结构等[３６],但这些结构都非密封结构.近

年来,增材制造技术发展迅速,能够有效解决复杂构件的制备问题,因此基于增材制造的密封结构成为

可能.传统的航天器密封结构,一般采用蒙皮加筋式结构或者壁板式结构,整体结构由多个部件焊接而

成[７].基于点阵夹层结构,密封舱可实现压力载荷与其他集中载荷的一体化设计,从而可实现重量的减

轻.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点阵的承压结构,通过分析确定了适合密封舱的胞元形式,并得到了不同的胞

元参数对结构整体性能的影响.同时,结合等效理论研究了承压结构的尺寸效应,对不同尺寸结构的等

效方法进行评价,通过对等效模型的对比计算得到了工程上的简化计算方法.

１　承压结构设计

承压结构一般为轴对称体,形状包括圆柱、圆锥、球形等,通常承压壳主结构占了结构重量的大部

分,影响承压壳应力大小的主要参数包括舱体压力、舱体直径及形状、承压蒙皮厚度等.根据薄壳理论,
对于圆柱或圆锥形承压结构,其蒙皮膜应力为

σθ ＝
kPR
δcosα

(１)

式中,σθ 为环向应力;k为安全系数;P 为内压;R 为内径;δ为壳体厚度;α为半锥角.
对于承压结构,由于需要承受内部的压力并保持密封,因此,采用点阵夹层壳的结构是较为合适的

选择.通过内外两层蒙皮来承受内压保证密封,内部填充点阵来提高刚度并传递载荷.
为了保证圆周方向各部位应力相同,承压结构圆周方向承压壳厚度相同,点阵夹层结构也应为轴对

称结构.为此,以圆柱结构为例进行设计,胞元选择由等腰梯形拉伸而成的六面体,胞元环状排列,如

图１ (a)所示.由于单个胞元接近立方体,目前常用且研究较多的点阵结构胞元为体心立方 (BCC),该

种胞元具有相对密度小、比刚度高等特点,应用最为广泛[８９].本文参照该形式建立适合圆柱面的胞元,
如图１ (b)所示.图中,圆柱壳厚度方向有n层点阵单元,r,R 分别为圆柱壳的内外半径,h为胞元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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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线方向的高度,l为单个胞元厚度及环向尺寸,d 为点阵的直径.
厚度方向上相邻两层胞元的截面形状相似,设放大系数为q,则有

q＝
n
R
r ＝

li

li－１
(２)

图１　胞元的排列及参数

因此可知,若承压结构的厚度远小于舱体半径,即 (R－r)≪R 时,放大系数q趋近于１,各层网格

大小基本相同,胞元趋向于体心立方.

设胞元厚度方向的平均大小为l
－ ,并与高度方向相同,则

l
－
＝h＝

∑
n

i＝１
li

n
(３)

胞元的相对密度为ρ
－ ,则

ρ
－ ＝ ３π

d
l
－

æ

è
çç

ö

ø
÷÷

２

(４)

为了反映单位面积夹层壳的重量,用δe 表示其等效厚度,则

δe ＝δo
２R

R＋r＋δi
２r

R＋r＋nρ
－l

－
＝δo

２R
R＋r＋δi

２r
R＋r＋

　
３πnd

l
－

２

(５)

式中,δi 、δo 分别为点阵夹层结构内、外层壳的厚度.

为了对点阵夹层结构承压舱结构的性能进行研究,建立一个柱段结构,其内径为ϕ４８０mm,高度为

４００mm,内外两层蒙皮厚度均为０８ mm,中间的点阵夹层为３层,总厚度为３０ mm,点阵直径为

ϕ０５mm.承压舱１/４圆柱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点阵夹层承压结构模型 (模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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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１选用的胞元为向心分布,并非标准立方体,在R/l
－
较大时趋近标准的体心立方 (BCC).为了

比较该种非标准胞元与标准胞元的特性,建立了由标准的体心立方胞元组成的模型２.两种模型胞元排列

方式对比如图３所示.模型２单个胞元大小为１０mm×１０mm×１０mm,其余尺寸、载荷条件等与模型１
相同.

图３　不同胞元排列方式

从图３可以看出,环形对称排列厚度方向上层数相同,且所有胞元均为完整胞元,而正交排列时胞元

与蒙皮的连接位置不同,边缘存在较多的非完整结构胞元,正交排列单元有两个互相垂直的对称面.

２　承压性能仿真分析

设模型１、模型２的结构材料、载荷均相同.结构材料为 Al合金,密度为２７×１０３kg/m３,弹性模

量为７０GPa,泊松比为０３.密封舱的载荷为内压载荷,大小为０１MPa,作用于内蒙皮内表面.采用

Abaqus进行建模,内外蒙皮采用壳单元,点阵结构采用梁单元.
对模型１进行有限元分析计算,计算结果如图４所示.蒙皮、点阵结构应力及位移分布均匀,最大

Mises应力为１８２MPa,位于内层蒙皮上,外蒙皮 Mises应力为１２６MPa,内外蒙皮的最大主应力均为

环形方向.点阵结构应力为－１２３MPa;内蒙皮位移为００６３mm,外蒙皮位移为００４９mm.

图４　点阵夹层承压结构有限元计算结果

模型２计算结果如图５所示,胞元正交布置的承压结构内蒙皮最大 Mises应力为３０１５MPa,最大

位移为０１８７mm.模型２较模型１应力和位移分别增大了６６％、１９６８％.该结果是由于在承压结构

厚度方向上,其刚度在不同位置有较大的不同,因此在刚度较弱的区域其变形就会增加,应力分布不

均匀.
因此,通过对比可发现:在基于点阵夹层结构设计承压结构时,本文提出的圆周对称的排列方式可

保持厚度方向上刚度的一致性,从而可保证应力和变形的均匀,提高材料的使用效率,减轻结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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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正交排列胞元计算结果

３　结构性能特性分析

为了得到点阵夹层承压结构性能特性,以模型１为基础,更改不同的参数,得到不同的模型,计算其

在内压载荷作用下的应力及位移分布.

变化的参数包括点阵直径d 、点阵大小l
－ 、内外蒙皮之间的点阵层数n 、蒙皮的厚度δi/δo, 得到不

同模型见表１.

表１　不同模型主要参数

编号 d/mm l
－/mm n δi,δo/mm

模型１ ０５ １０ ３ ０８

模型３ ０４ １０ ３ ０８

模型４ ０７５ １０ ３ ０８

模型５ １ １０ ３ ０８

模型６ ０５ ５ ３ ０８

模型７ ０５ ７５ ３ ０８

模型８ ０５ １０ ２ ０８

模型９ ０５ １０ ４ ０８

模型１０ ０５ １０ ３ ０６

模型１１ ０５ １０ ３ １

表１中各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如图６所示.图中横、纵坐标分别表示各模型相对于模型１的当量蒙皮

厚度及内蒙皮应力的变化情况,斜率为－１的虚线表示重量增加的速度与应力减小的速度相同,即结构承

压效率相同.虚线上方距离虚线越远效率越低,虚线下方距离虚线越远效率越高.
根据计算结果,结合图６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１)内蒙皮应力随点阵直径增加而减小,且随着直径增大,应力减小的效果越不明显,结构承压效率

降低越明显.

２)内蒙皮应力随点阵大小的增加而增加,结构承压效率升高,但存在最优点,不能一直增加.

３)夹层结构层数减小,内蒙皮应力也减小,结构承压效率升高,夹层结构层数是所有参数中唯一重

量减小应力也减小的参数.

４)蒙皮厚度增加,内外蒙皮应力均减小,结构承压效率升高.

５)外蒙皮的应力水平一般较内蒙皮的应力水平低,结构设计时,应尽量将除内压载荷之外的载荷如

惯性、其他集中载荷等通过外蒙皮进行传递,这样可提高结构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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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参数点阵夹层结构性能变化情况

４　点阵夹层结构的均匀化及尺寸效应

在实际模型分析中,一般建出所有点阵模型进行计算不可行,因此基于平均场均匀化理论进行简

化[１０].相对于微观尺度 (单个胞元尺寸),宏观尺度 (整体尺寸)足够大,两个尺寸可以独立并用两个坐

标系进行分别描述:全局坐标系x 和局部坐标系y, 两者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y＝
x
ϵ

(６)

式中,ϵ为反映胞元大小的参数.
对于一个单元胞元,它在局部坐标系y 中的微观应力场与宏观应力Σ 之间满足关系

Σ＝
１
Ω∫Ω

σ(y)dV＝‹δ(y)› (７)

式中,‹›表示平均运算符;Ω 表示胞元的范围.
同样,应变之间也满足关系

E＝
１
Ω∫Ω

ε(y)dV＝‹ε(y)› (８)

局部应变ε可以分解成两部分:平均值E 和波动部分ε∗ , 即

ε(u)＝E＋ε∗ (９)
所有胞元应变的波动部分ε∗ 平均值为０,即

＜ε∗ ＞＝０ (１０)
因此

u＝Ey＋u∗ (１１)
式中,u∗ 为波动位移.

当胞元各向都为弹性时,整体的行为也可以认为是弹性的.在这种情况下,Σ、E 存在关系

Σ＝C
－
∶E (１２)

式中,C
－

表示等效弹性矩阵.

同时,与单相材料相同,当不同材料结构在宏观上是各向同性的,C
－

可以由两个弹性常数位移确定,

如等效弹性模量E
－

和等效泊松比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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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均匀化的理论,针对点阵夹层结构计算其等效弹性矩阵C
－ .为了计算得到C

－ ,对一个给定的胞

元结构加载６次,每次应变张量E 只有一个分量设为固定值,其余分量保持为零,C
－
计算时采用 位移一致

边界条件 (KUBC)[１１],计算公式为

σ１１

σ２２

σ３３

σ２３

σ３１

σ１２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

c１１１１　c１１２２　c１１３３　c１１２３　c１１３１　c１１１２

c２２１１　c２２２２　c２２３３　c２２２３　c２２３１　c２２１２

c３３１１　c３３２２　c３３３３　c３３２３　c３３３１　c３３１２

c２３１１　c２３２２　c２３３３　c２３２３　c２３３１　c２３１２

c３１１１　c３１２２　c３１３３　c３１２３　c３１３１　c３１１２

c１２１１　c１２２２　c１２３３　c１２２３　c１２３１　c１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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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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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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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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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由于点阵结构存在尺寸效应[１２１４],对于夹层承压而言,其结构半径不同,其等效刚度也不相同.为

了确定点阵夹层壳结构的尺寸效应,建立如表２所示的一组模型,各模型除结构半径外,其余参数均相

同.胞元平均大小l
－
为１０mm,厚度方向为３层,点阵直径为０５mm,不同曲率模型如图７所示.

表２　不同曲率模型参数

模型序号 点阵参数 圆周半径r/mm r/l
－

模型１２

模型１３

模型１４

模型１

模型１５

模型１６

模型１７

模型１８

l
－

＝１０mm

d ＝０５mm

４８ ４８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７６ １７６

２４０ ２４

３０３ ３０３

３６７ ３６７

４３０ ４３

＋∞ ＋∞

图７　不同曲率模型

针对以上模型计算各模型的等效弹性矩阵C
－ ,矩阵中１方向为圆柱径向,２方向为圆柱环向,３方向

为圆柱高度方向.计算得到各模型刚度矩阵如图８所示,图中横坐标为点阵夹层结构的长径比r/l
－ ,图中

只给出了主对角线的数值,其余数值较小或为０未列出.当r/l
－
无限大,即夹层结构为平面时,等效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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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C
－

为

１０３２ ０４ ０４ ０ ０ ０
３５ ３７３３７ １６６ ０ ０ ０
３５ １６６ ３７３３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９７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７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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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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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曲率模型的等效弹性矩阵

通过以上计算结果可以发现:

１)蒙皮大幅度提高了点阵夹层结构面内方向的刚度,而厚度方向并没有提高,由点阵自身决定.

２)曲面结构夹层板的刚度矩阵随着r/l
－
的变化而变化,在r/l

－
＜１５时,变化较为明显,当r/l

－
＞２０

时,刚度数值逐步趋于稳定.

３)平面夹层板长宽方向的刚度相同,而曲面夹层结构圆周方向和轴向刚度不一致,但随着r/l
－
的增

加,两个方向刚度也越来越接近.

４)r≫l
－
时,曲面夹层板与平面夹层板的等效弹性矩阵C

－
基本一致,可采用由BCC胞元结构组成的平

板结构性能数据代替曲面结构,简化计算工作量.

５　基于等效理论的对比分析

根据上文结果,当r/l
－
较大时,圆柱形点阵夹层承压结构等效弹性矩阵与平面结构性能相当,现基于

平板等效弹性模量的数据对圆柱形点阵夹层结构进行等效计算.对于体心立方单元,点阵结构等效弹性

模量为

Eij ＝
３π
９

d
l

æ

è
ç

ö

ø
÷

２

E０ (１４)

式中,E０ 为点阵结构材料的弹性模量.
根据上式,得到模型１点阵结构对应的等效弹性模量为１０５７MPa,这与上节中得到的C１１１１ 基本相

当,说明了等效模量的可行性.基于该数据对模型１建立等效模型,并进行强度和自由状态下的模态

计算.
等效模型内压下强度计算结果如图８所示.计算得到等效模型内外蒙皮 Mises应力分别为１７３MPa、

１２４MPa,内外蒙皮位移分别为００６２ mm、００４７３ mm.该结果与模型１的计算结果误差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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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６％、１６％、３５％.该结果可以满足工程的使用要求,因此可使用等效模型进行点阵夹层结

构的强度计算.

图９　等效模型强度计算结果

６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向心布置的点阵胞元及排列方式,并基于该点阵胞元设计了一种可用于承压结构的

夹层结构.与正交布置的点阵胞元夹层结构相比,该结构可显著减小内压下结构的应力及变形.通过对

不同点阵参数下结构的强度计算,获得了夹层结构应力、位移等随点阵各参数的变化规律.基于均质化

理论对点阵夹层结构进行了等效,通过对等效弹性矩阵的研究,发现当承压结构内径远大于点阵大小时,
曲面点阵结构性能与BCC点阵结构性能相近,可用BCC点阵结构性能进行等效.通过对等效模型的强度

对比计算,验证了等效方法计算结果可信,满足工程使用要求.

参 考 文 献

[１]　GibsonLJ,AshbyMFCellularSolids:StructureandProperties,CambridgeUnivPress,Cambridge,１９９９,Chaps１ ３,９．
[２] SchaedlerTA,JacobsenAJ,TorrentsA,etalUltralightMetallicMicrolatticesScience,Vol３４,No６０５８,２０１１,pp９６２ ９６５．
[３] Xiaoyu Zhang,Hao Zhou, Wenhua Shi,etalVibration Testsof３D Printed Satellite Structure Made of Lattice Sandwich

PanelsAIAAJOURNAL:Vol５６,No１０,２０１８,pp４２１３ ４２１７．
[４] ZHOU H,etalLightweightstructureofaphase changethermalcontrollerbasedonlatticecellsmanufacturedbySLM,Chin

JAeronaut(２０１８)．
[５] VV Vasiliev,V ABarynin,AFRazinAnisogridCompositelatticestructures DevelopmentandaerospaceapplicationsComposite

Structures２０１２;９４:１１１７ １１２７．
[６] AAShapiro,JPBorgonia,Q N Chen,etalAdditiveManufacturingforAerospaceFlightApplicationsJournalofspacecraftand

rockets２０１６:１ ８．
[７] 陈同祥,张琳,赵长喜,等天宫一号整体壁板式密封舱结构技术 [J]．中国科学:技术科学,２０１４,４４:１５０ １６１．
[８] FanFL,FangDN,JingFNYieldSurfacesandMicro FailureMechanismofBlockLatticeTrussMaterialsMaterialsandDesign,

Vol２９,No１０,２００８,pp２０３８ ２０４２doi:１０１０１６/jmatdes２００８０４０１３
[９] IMaskery,NTAboulkhair,AOAremu,etalCompressivefailuremodesandenergyabsorptioninadditivelymanufactureddouble

gyroidlatticesAdditiveManufacturing１６(２０１７)２４ ２９．
[１０] Jos＇eSouza,AlexanderGrossmann,ChristianMittelstedtMicromechanicalanalysisoftheeffectivepropertiesoflatticestructuresin

additivemanufacturing,AdditiveManufacturing (２０１８)．
[１１] AboundiJMechanicsofcompositematerials:Unifiedmicromechanicalapproach [J]．NasaSti/reconTechnicalReportA,１９９１,９３

(１１):９８７ １００２．
[１２] DTQueheillalt,H N WadleyCellularmetallatticeswithhollowtrussesActaMaterialia５３２(２００５)３０３ ３１３．
[１３] DTQueheillalt,H N WadleyPyramidallatticetrussstructureswithhollowtrussesMaterialsScienceandEngineering:A３９７(１ ２)

(２００５)１３２ １３７．

３０５



[１４] GKOOISTRACompressivebehaviorofagehardenabletetrahedrallatticetrussstructuresmadefromaluminiumActaMaterialia５２
(１４)(２００４)４２２９ ４２３７

StudyonPressure bearingCapacityofLattice
TrussSandwichStructures

SHILi ming,LILin ling,ZHANGXiao yu,ZHOU Hao
BeijingInstituteofSpacecraftSystemEngineering

　　Abstract　Sincethelatticestructurehashighspecificstrengthandstiffnesss,itiswidelyusedin
aerospaceandotherfieldsForthelightweightrequirementsofspacecraft,theaxisymmetricpressurized
structureisresearchedbasedonlatticetrusssandwichstructuresTheinfluenceoflatticestructure

parametersonthestructuralpressure bearingefficiencyandthesizeeffectofthepressuredstructuresare
studiedbynumericalsimulationTheequivalentmethodfordifferentstructuresisevaluatedandavailable
inengineeringTheresultsofthispapercanprovideareferenceforthedesignofthelatticetrusssandwich

pressuredstructures．
Keywords　Latticetrusssandwichstructures;Pressurizedstructure;Equivalentelastic;Sizeeffect;

Additivemanufacturing

４０５



大型整机底板电源模块的布线方法

何秀芳　翟海艳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

摘　要　本文针对航天电子产品制造过程中,大型整机底板电源模块的引线整理困难、线束走向复

杂、绑扎要求高等问题,对大型整机底板电源模块复杂布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种布线技巧,该技巧

避免了因布线不合理而引起的返工返修.用其指导大批产品布线,大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关键词　焊接;绑扎;布线;整理

０　引　言

随着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处理器成为卫星有效载荷产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其供电的大型

整机底板电源模块也被广泛应用.大型整机底板电源模块结构庞大,整机布线的布线点多,连接关系复

杂,因此,电源模块与机壳的布线设计就成为大型整机设计的关键技术之一.本文以数据处理器整机为

研究对象,以满足系统安全可靠的布线为目标,设计了一种优化的整机布线方法.

１　技术难点

大型整机底板电源模块包含１块底板和若干块电源模块.电源模块紧固安装至底板上,并通过导线实

现与数据处理器的电气连接,如图１、图２所示.

图１　大型整机底板电源模块示意图

　　　　
图２　大型整机底板电源模块数据处理器示意图

通过焊接、布线,利用导线实现电气连接是航天电子产品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主要包括导线端头

处理、焊接、布线等工艺过程.通用的布线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大型整机底板电源模块布线操作流程图

由于电源模块多、结构复杂、布线点多、操作难度大,因此布线不合理将会影响后续的连接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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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装联、点胶等操作,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分机的电性能,而电源模块性能的优劣又对数据处理器有着

举足轻重的影响.

１１　搭焊时导线端头易出现故障

所谓搭焊,就是将搪锡后导线平行搭接在一起,导线不能触及对方的绝缘层,搭接长度为３５~５５
倍引线直径;如图４所示,焊接时焊料在两导线之间填充,导线轮廓可辨.从分析和经验来看,焊点处是

最薄弱部位,易受应力、多余物等影响,易出现故障.

图４　导线搭接示意图

１２　数据处理器电源模块布线难

布线最基本的原则是减少导线损耗,抑制导线间的相互静电耦合、电磁耦合.合理的布线不仅需要

达到设计师的电性能要求,同时还要考虑到工艺的合理性.
因此,数据处理器在布线时,一方面要保证引线在模块根部处不能受力;另一方面,模块引线较多,

错综复杂的布线不能遮挡机壳上的螺钉孔和通气孔;并且线束绑扎过程中不使用的单根导线需要进行合

理处理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操作者来说非常关键.

２　制定方案及措施

本文通过对该分机线束走向、先后顺序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工艺的合理性,兼顾设计师的电性能要

求,对导线采用了优化分组、交叉穿线、准确定位相向焊接的方法来实现整机的布线.

２１　避免搭焊时导线端头出现故障的操作技巧

因产品的特殊要求,每根引出线都需要搭焊导线,为了保证搭焊焊点的质量,按照图５所示的流程进

行搭焊前准备和搭焊操作:

图５　搭焊前准备工作流程图

搭焊时,为了避免搭焊时导线端头出现故障,提出了以下保障措施:
导线端头不应位于线束的弯曲部位或弯曲半径处;导线束内导线的搭焊端头应交错排列,保证线束

的外形增加最小;线束绑扎完成后其形状不应影响线束的外形、安装和功能;导线束内导线的搭焊应均

匀分散在导线束内,不应集中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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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６所示,本文采取了边绑扎线束边进行导线搭焊的方法,可以很好地控制线束的走向,引线不容

易交叉,以及可以很好地掌握线束的长度.对搭接导线要进行两层热缩套管绝缘保护.

图６　绝缘保护示意图

２２　解决数据处理器电源模块布线难的方案

由于整机底板中各个电源模块的引出线较多 (见图７),布线时容易造成引线根部受力、线束交叠、
导线互相缠绕等问题.

图７　电源模块示意图

２２１　整机底板电源模块引线整理
为了解决引线根部受力的问题,提出以下保障措施:在布线时每根引出线应理齐,尽可能布成一束

引出,引线与引线之间不能交叉,这样使整体看起来比较美观整齐;每根导线分别做好标记,避免造成

混乱;每根引线都需要成型,在成型过程中,应留有应力释放弧度,如图８所示.

２２２　导线束绑扎要求
为了解决导线布线困难的问题,提出以下保障措施:
严格控制导线的绑扎间距,导线束绑扎间距见表１;绑扎圈数一般为２圈,绑扎后导线束应平直稳

固,内部无交叉;绑扎时,松紧适宜,表面应光滑、不起皱,留有一定余量,使焊点不受力,导线的绝

缘层不受损伤,线束成型弯曲部位不应绑扎;将线束绑扎好后,使用斜口钳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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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电源模块引线成型示意图

表１　线束绑扎间距 (单位:mm)

线扎直径 扎线距离 绑扣圈数或热缩套管长度 长热缩套管间距

＜８ １０~１５ ５~８ ８~１５

８~１５ １５~２５ 连续绑扎 不允许

１５~２５ ２５~４０ 连续绑扎 不允许

＞２５ ４０~６０ 连续绑扎 不允许

２２３　线束中多余不焊接导线的处理方法
线束中多余不焊接的导线应留足够的距离,并用热缩套管单根封口,套管的长度每端应伸出导线区

域６mm 或４倍导线直径 (取较大者),在底板布线操作时绑入线束中并将双层热缩套管吹牢.绑扎中不

再使用单根导线的处理,如图９所示.

图９　单根导线的处理示意图

２２４　线束走向要求
线束走向在电性能允许的前提下,应使相互平行靠近的导线形成线束,以压缩导线布设面积,做到

走线有条不紊、外观上整齐美观,并与元器件布局相互协调.布线时应将导线放置在安全和可靠的地方,

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将线束固定于机壳上,保证线束结构牢固和稳定,耐振动和冲击.同时应有利于元器

件或装配件的查看、调整和更换方便.对于活动部位的线束,要具有相适应的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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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电路线束进行绑扎走线时,不能遮挡机壳上的螺钉孔和通气孔.线束过模块、底板边棱角处使

用３M 胶带保护,每隔１５~２cm 使用热缩套管绑扎.导线最小内侧弯曲半径应大于２倍导线外径;一般

线束内侧最小弯曲半径应大于３倍线束外径,如图１０、图１１所示.

图１０　单个模块线束走向示意图

　　
图１１　整体模块线束走向示意图

２２５　线束插入整机中要求
印制电路板上应留出足够的空间固定导线或线束.导线或线束不应叠加在元器件上,也不应从元器

件引线内侧、元器件下面穿过.印制电路板上导线或线束尽量不靠近尖角、金属零件、焊点、易摩擦等

部位,避免损伤.必要时,可对线束进行绝缘加固处理,如图１２、图１３所示.

图１２　线束穿过整机中示意图

３　实用案例

大型整机底板电源模块的布线技巧,已经运用到我们的生产过程中,目前采用此类方法已经完成了

大批量的生产,产品的合格率为１００％.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如图１４、图１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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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连接器对插后整机示意图

图１４　大型整机底板电源模块布线示意图

　　
图１５　大型整机底板电源模块导线布局示意图

４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大型整机底板电源模块的布线、导线束绑扎成型制作技术,确保了产品安装的准确

性、适用性以及一致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通过量体裁衣定制一套适合于产品的走线方式,
简化了布线操作,大大节约了导线资源杜绝浪费;保证了操作准确度,缩短了生产周期,确保了产品的

按时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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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导电胶 H２０E粘接效率的工艺方法

杨继勇　杨　阳　王利刚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

摘　要　在航天电子产品中,使用导电胶 H２０E粘接 RO４００３C基片工艺方法应用较为普遍.然而,
此工艺方法存在粘接过程耗时长、空洞率较高、粘接效率低等问题,给航天电子产品按时交付带来不利

影响.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针对导电胶粘接工艺进行优化,主要是从胶液含气量、涂覆方式、压块设

计三个方面展开.实践证明,优化后的工艺方法可以实现对粘接面空洞率的有效控制,将产品粘接合格

率从工艺优化前的６５％提升至９０％以上.
关键词　导电胶 H２０E;压块;空洞率

０　引　言

近年来,航天电子产品逐步朝着小型化、高可靠、长寿命方向发展,产品集成度、设计复杂性显著

提升,同时,为进一步提升产品性能,型号产品中引入了一系列新材料,对组装工艺提出了较高要求,
常规的焊接工艺逐渐难以满足产品的组装需求.与焊接技术相比,导电胶粘接技术优势有:１)固化温度

低,降低了组装过程中的热应力及应力开裂失效问题发生的概率;２)工艺过程简单;３)易于进行返修

操作;４)无铅,绿色环保等.近来,RO４００３C基片在高频下的低介电损耗而获得广泛应用,但由于受制

于器件热敏感性以及对微波信号传输的需求,RO４００３C基片主要采用导电胶粘接工艺进行组装.

１　导电粘接技术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案

据统计,２０１７年,使用导电胶 H２０E粘接 RO４００３C基片１０００余片,一次粘接合格率仅为６５％左

右.在返工过程中,需擦掉已涂覆在机壳和基片上的导电胶,并清洁机壳和基片,重新进行粘接,浪费

大量导电胶,使部分基片无法重复使用.同时,极大地延长了粘接时间,导致生产效率大幅度降低.由

图１可以看出,空洞率高导致的返修件占比为９３４７％.因此得到结论:空洞率高是造成 RO４００３C基片

一次粘接合格率偏低的主要症结.

图１　返修原因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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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１)在流焊过程中,RO４００３C基片受热变形,平整度不佳,造成基片

变形翘曲;２)配胶过程中使用画 “８”字型的方式进行搅拌,在胶液中混入了空气,使得胶液中气体含

量提升;３)使用手工涂覆方式,无法确保胶液均匀涂覆;４)在加热固化时,接地孔位置处的气泡受热

膨胀但无法实现有效排出.基于这一现象,对导电胶粘接工艺进行优化,使得粘接部位空洞率降低,接

地性能提升.
针对导电胶在镀银铝机壳上粘接RO４００３C基片工艺现状,提出下述工艺优化方案.
方案１:使用画 “米”字形的方式涂覆粘接 RO４００３C基片,固化时在基片表面放置压块工装,固化

前与固化后分别用X光机进行检验;
方案２:使用画 “鱼骨”的方式涂覆粘接 RO４００３C基片,粘接完成后,在基片上方接地孔位置处扎

孔,固化时在基片表面放置压块工装,固化前与固化后分别用X光机进行检验;
方案３:对配好的导电胶抽真空,设计导电胶涂覆漏板,使用漏板涂覆粘接 RO４００３C基片,固化时

在基片表面放置压块工装,固化前与固化后分别用X光机进行检验.

２　导电胶粘接流程

２１　粘接流程

导电胶粘接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粘接流程

２１１　器件焊接
选取图３所示的三种基片,按照图纸在基片上方对应焊盘位置处焊接阻容元件.

图３　三种基片

２１２　基片保护
为了防止在导电胶粘接过程中对 RO４００３C基片表面微带线及器件造成污染,在使用导电胶粘接之

前,需使用３M 胶带对元件面进行保护.

２２　粘接方案一

２２１　涂覆粘接
用描笔沾取少量胶液,采用 “米”字形涂覆法,将胶液涂覆在镀银铝合金盒体上,如图４所示.用镊

子拾取RO４００３C基片放置在 “米”字胶液上,用防静电镊子轻压基片表面进行小幅度摩擦,目的在于排

出胶液中的气泡,同时使得胶液在基片四周溢出,分别在机壳上粘接 A、B、C三种基片各一个.基片粘

３１５



接完成后,使用X光机对粘接部件进行检验.将RO４００３C基片放置在胶液上方并向下挤压时,气泡会随

胶液延伸方向向外排出.

图４　 “米”字形涂覆

２２２　压块工装设计
为提升有效粘接面积,降低气泡空洞率,在导电胶固化过程中应在 RO４００３C基片上方放置相应的压

块工装,以降低RO４００３C基片翘曲形变度.同时,在基片垂直方向上施加一定压力,有利于促进气泡的

排出.基于此,针对低噪声放大器组件中４００３C基片粘接工艺,设置了不同的压块工装,具体结构如图５
所示.

图５　几种基片压块工装

２２３　导电胶固化
按照２１节中的步骤,将 A、B、C三种基片分别粘接在机壳中,每种基片分别制备２个粘接组装件,

将一组组装件标记为 A１、B１、C１;另一组标记为 A２、B２、C２.在进行导电胶固化时,在 A１、B１、C１组

装件上方放置厚度为４mm 的压块工装;在 A２、B２、C２组装件上方放置厚度为５mm 的压块工装.设置

热台温度为１００℃,当热台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计时,固化时间为２h.固化操作结束后,使用 X光机对

每个基片粘接面进行检验.

２２４　结果分析
由表１可知,与样件１相比,固化过程中使用压块后,A、B两种基片粘接部位空洞率获得显著改

善.但是,对于 C 基片而言,改善效果不佳,固化后气泡分布依然集中在接地孔周边位置处.使用

４mm、５mm 的压块,对 A、B两种基片粘接效果改善相差不大.但是,对于C基片,５mm 的压块使用

效果稍优于４mm 的压块.主要原因在于:１)C基片长宽比较大,形变系数较高,因而,所用压块厚度

不足,无法实现对基片形变的有效控制.２)在胶液涂覆过程中,依然采用的是 “米”字涂覆法,致使胶

液挤压均匀性不好.３)在接地孔位置处,胶液中的气泡无法实现有效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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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X光检验结果

基片编号 固化前 固化后

A１

A２

B１

B２

C１

C２

２３　粘接方案二

２３１　涂覆
按照２２１~２２４节中的操作步骤,准备对C基片进行保护、配胶、清洁.在本小节中,主要通过

对C基片的粘接来展现导电胶涂覆工艺优化的结果,将 “米”字形涂覆法转变为 “鱼骨”涂覆法,目的

在于提升胶液挤压均匀性.涂覆方式详见图６.

图６　 “鱼骨”涂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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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固化
按照２２３节中的工艺进行基片粘接与X光检验.由上述２２４节分析可知,在C基片粘接过程中,

所设计的压块工装厚度不足,导致基片粘接效果不佳.因而,对压块工装厚度进行改进,设计了厚度为６
mm 的压块工装.在导电胶固化之前,为使得接地孔位置处的胶液能够有效排出,对接地孔位置处的３M
胶带进行扎孔.在导电胶固化时,将所设计的工装放置在C基片上,１００℃固化２h以后,用X光机对粘

接部位进行检验.

２３３　结果分析
从导电胶固化前后X光检验照片可以看出,粘接部位空洞率差异不大,能够满足粘接规范要求.但

是在这个胶液中还存在气泡现象.

(a)固化前 (b)固化后

图７　X光检验结果

２４　粘接方案三

２４１　配胶
在导电胶的配胶过程中,为使得胶液实现均匀混合,使用毛刷画 “８”字形的方式进行搅拌.然而,

该操作会导致胶液中混入空气,胶液含气量增加.在后续粘接过程中,采用挤压摩擦的方式不易于实现

对气泡的充分排出,最终导致粘接部位空洞率提升.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对导电胶进行抽真空处理,使

用SRO７０２载体焊接机在２０℃温度条件下抽真空,持续２０min.配胶完成后,使用X光机对抽真空前后

的胶液进行分析,如图８所示.

(a)胶液脱气前 (b)胶液脱气后

图８　X光检验结果

２４２　涂覆工装设计
为解决涂敷工具不合适的问题,从PCB板电装钢网印刷焊膏中获得启发,针对产品基片设计了导电

胶涂敷工装,漏板厚度为０１５mm,开孔尺寸同基片形状相同.但是,通过试验发现,导电胶涂敷完成

后,由于基片倒置且基片背面全部涂敷了导电胶,用镊子夹取较为困难,在夹取过程中镊子会触碰导电

胶.同时,在基片粘接后,导电胶溢出量较多,尤其在输入输出端两侧.因而,胶液固化后需要消耗大

量时间对溢出的胶液进行清除.为进一步解决问题,对涂敷漏板开口尺寸进行了内缩处理,非输入输出

端两侧各内缩０５mm,输入输出端两侧各内缩０８mm,工装结构如图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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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底座 (b)漏板

图９　导电胶涂覆工装

２４３　粘接
分别把三种基片放在工装底座上,通过定位销把漏板固定在底座,用毛刷蘸取适量抽真空后的导电

胶放置在漏板上,将刮刀呈成４５°角从上向下移动,使胶液完全涂覆在基片上.之后,在机壳中对应位置

处用毛刷涂覆约０１mm 厚的导电胶,涂覆面积约为粘接面的８０％左右 (见图１０).胶液涂覆完成后,用

镊子夹取基片放入机壳中小幅度摩擦,使基片四周胶液溢出长度大于基片边长的７５％.由于对导电胶进

行了抽真空处理,因而在基片粘接时不需要在接地孔位置处扎孔便可实现对粘接面气泡的排出.粘接好

的组装件使用X光进行检验.

图１０　导电胶工装涂覆

２４４　固化
固化时在基片上表面放置厚度为６mm 的压块工装,固化后用X光进行检验.

２４５　结果分析
从图１１的结果可知,将导电胶抽真空、使用漏板涂覆、在固化时使用专用压块工装这三种操作方式

相结合,可实现对粘接面空洞率的充分控制,使得有效粘接面积能够较好地满足规范要求.同其他工艺

相比,该工艺具有可靠性更高,有效降低人为涂覆操作的影响,使得导电胶粘接效率显著提升的优点,

具有较好的经济性.采用此方法对１２０个基片进行验证,发现其中５个基片空洞率不合格,通过验证此方

法一次粘接合格率为９５８％.因而,推荐使用该工艺进行导电胶粘接操作.

(a)固化前 (b)固化后

图１１　X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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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本文对比了三种导电胶粘接操作方法.通过分析可知,使用 “鱼骨”形涂覆与压块工装相结合的方

法进行操作,在导电胶固化以后,粘接面依然存在气泡.对涂覆方法与压块工装厚度改进以后,使用

“鱼骨”涂覆法进行导电胶粘接,在基片固化时使用６mm 的压块,可实现对粘接面气泡空洞率的较好控

制.但是,该方法受制于人为因素的影响,需要对胶液用量进行有效控制才能够获得较好的粘接效果,
因而,在操作人员正式操作之前,需要进行导电胶粘接练习,掌握胶液用量与涂覆方式以后才可上岗操

作,以致人工成本增加.通过对导电胶进行抽真空处理、使用漏板涂覆,固化时在基片表面放置厚度为

６mm 的压块工装的方式来进行导电胶粘接操作,粘接面空洞率较低,具有较好的粘接效果,使得导电胶

粘接效率显著提升,同时使得产品粘接合格率从６５％提升至９０％以上.该工艺操作方式较为简单,与个

人涂覆方式之间没有较大关联,可操作性较强,具有较好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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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轨空间遥感器热排散技术研究

于　峰　于　志　徐娜娜　赵振明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摘　要　随着高轨道高分辨率遥感技术的发展,遥感器电子设备功耗日益增大,且高轨空间热环境

更为复杂和恶劣,如何实现大功率电子设备热量排散成为限制遥感技术发展的瓶颈.文章分析了地球静

止轨道、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大椭圆轨道三类高轨遥感器空间热流特点,介绍了传统热排散设计和热控

资源计算方法,提出采用新型热控涂层、可变发射率智能热控涂层、可展开散热器等技术构建热控系统,

并对上述新技术的研究进展及在高轨遥感器上的应用前景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上述技术可有效解决高

轨遥感器散热能力和主动控温功耗不足的问题,提升复杂空间环境和多任务模式下遥感器的热适应能力.

关键词　空间遥感器;高轨;热环境;热排散

０　引　言

卫星热控制技术是控制卫星内部及外部环境热交换过程,使其热平衡温度处于要求范围内的技术,

它是航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１].空间遥感器 (简称遥感器)是遥感卫星的主要有效载荷,同样需要采用

热控技术来维持正常的工作温度[２].航天遥感器外部温度的波动范围为－１５０~１５０℃,而遥感器电子设

备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一般要求为－１５~５０℃,部分光学镜头和承力结构控温精度要求达到±０１ ℃,
且随着空间遥感应用技术的发展,遥感器电子设备功耗日益增大,遥感器任务也呈现出更高的复杂性和

多样性,因此,必须采用有效的热控制技术将电子设备工作产生的废热及时排出,同时减少发热设备对

高温度稳定性光机结构的影响.

工作于低地球轨道的高空间分辨率光学成像遥感卫星已经广泛应用多年,但其存在时间分辨率低、

重访时间长等不足.近年来,具有较高时间分辨率和较大成像幅宽的高轨空间遥感器成为各航天大国的

研究热点.不同于低轨遥感器,高轨遥感器所处的空间热环境更为恶劣和复杂,遥感器各面均可能受到

太阳照射,轨道周期长,且一般高轨遥感器工作模式要求其电子设备具备长期开机能力,这些均给遥感

器电子设备散热带来极大挑战,亟需新的热控技术和设计思路提高热排散效率,减少热控资源消耗.
本文分析了多种高轨空间热环境的特点,给出了传统高轨遥感器热排散设计的思路及资源计算方法,

重点介绍了在高轨空间遥感器散热设计中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热控新技术.

１　高轨空间热环境特点

太阳与航天器轨道面夹角 (以下称β角)的变化是表征航天器所处空间热环境变化规律的一个重要参

数,一般β角变化越大,外热流变化越复杂.我国发射的低轨道太阳同步遥感器较多,热控设计也较为成

熟,该轨道空间热流特点为:β角变化范围小,且恒定为正值或者负值,即太阳固定的从轨道的一侧照射,

因此±Y 侧有一侧长期不受太阳直射,非常适宜做散热面,＋Z 面虽然地球红外和地球反照外热流周期平

均值比其他表面大,但其受太阳直射外热流照射时间短,太阳直射外热流周期平均值小,也可用作布置

散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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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轨遥感器所处空间热环境与太阳同步轨道遥感器不同,本文分析了我国常用的地球静止轨道

(GEO)、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IGSO)、大椭圆轨道 (HEO)三种高轨轨道的外热流变化特点.高轨的地

球红外和地球反照很小 (大椭圆轨道近地点附近除外),因此高轨的外热流分析一般仅考虑太阳辐射

能量[３].
地球静止轨道遥感器位于赤道正上方,其轨道热环境与发射窗口无关,所有地球静止轨道遥感器所

处热环境一致.图１为地球静止轨道β角的变化曲线,β角极值出现在春分 (秋分)、夏至以及冬至三个日

期.图２为地球静止轨道三个极端日期下一轨内热流变化曲线.

图１　地球静止轨道β角变化曲线

图２　地球静止轨道外热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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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地球同步轨道遥感器热环境与发射窗口相关,不同的发射窗口其β角的变化不一致,以轨道倾角

１９６°为例,图３为不同RAAN角 (升交点赤经)时一年内β角的变化曲线.RAAN角为０时β角变化范

围越小,随着RAAN增加,β角变化范围增加,RAAN为１８０°时,β角变化范围最大,但不同角度下β角

的变化规律相似,仅幅值大小以及出现的时间不一致.以RAAN为９０°为例,图４给出了倾斜地球同步轨

道外热流变化情况.

图３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β角变化

图４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外热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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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椭圆轨道热流变化更为复杂,图５为某临界倾角大椭圆轨道五年内β角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

出,β角变化周期约为３２０天,且每个周期内β角的变化不完全相同.图６为β角几个极端日期下外热流

变化曲线.

图５　大椭圆轨道β角变化曲线

图６　大椭圆轨道外热流变化

从上述外热流的结果可以看出高轨遥感器所处空间热流变化有如下特点:１)不存在固定的背阴面,
各个方向均会出现太阳直射的情况;２)±Y 侧热流一个轨道周期内较为恒定 (地影区除外),随季节成周

期性变化,±Y 侧接收到的最大太阳辐射热流由β角的极值决定;３)±X 以及±Z 侧一个轨道周期内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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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剧烈,地球静止轨道以及倾斜地球同步轨道上述四个方向的变化较为规律,一轨内交替受晒,幅值

从０至一个太阳常数;大椭圆轨道热流变化极为不规律;４)轨道周期长,每个方向均会出现长期持续受

照以及长期持续不受照的情况.
结合上述外热流分析与遥感器工作模式可得出,高轨遥感器热排散设计存在如下难点:

１)遥感器各方向均会受到长时间太阳照射,且幅值较大,舱外散热面的散热效率低,大功率/低温

区的电子设备散热设计困难;

２)无太阳照射时也没有其他外部热流,遥感器所需低温补偿功耗大;

３)高轨遥感器具有监视范围广、时间分辨率高等优点,一般用于对目标进行持续观测,使得遥感器

电子设备工作时间长、热耗大,增加了散热设计的难度.
上述三方面难点导致高轨遥感器的热控系统需要更多的重量、空间、功耗等星上资源,这都将带来

发射成本的极大增加,部分型号已无法接受,因此,高轨遥感器热排散设计已逐渐成为制约高轨遥感技

术发展的一个瓶颈.

２　传统遥感器热排散设计方法

２１　传统热设计方法

遥感器工作时,电子学设备 (制冷机、焦面电路等)将产生大量废热,为了保证电子学设备的温度

不会太高,需要及时将产生的废热排散出去,传统热排散方法为将电子学设备热耗收集后传递至散热面,
散热面外侧喷涂低吸收发射比的热控涂层,通过散热面将热量辐射至空间环境.遥感器不工作时,为了

保证电子学设备温度不会太低,需要在适当的位置布置电加热器,进行低温补偿.
低轨遥感器一般将散热面设置在空间热流较小且稳定的 ±Y 面,但高轨遥感器各面均会受到太阳辐

射,单侧散热面的散热效率较低,因此一般会基于同一时刻各面不同时受晒的特点采用多面耦合散热的

方式提升散热效率;但对于一些大功率遥感器或者低温光学遥感器,多面耦合散热面下高温平衡温度仍

过高,则只能通过卫星姿态调整或遥感器自身转动使一面背向太阳,将其作为主要散热面.

２２　热控资源计算方法

热控资源计算主要指散热面面积和主动控温功耗的计算.首先根据空间热环境特点选择热流小且稳定的

面开设散热面,其次,综合考虑相机工作模式和散热面空间热流情况,选择内热源最大/空间热流最大/热控

涂层末期的组合作为高温工况,计算散热面面积,再选择内热源最小/空间热流最小/热控涂层初期的组合作

为低温工况,计算主动控温功耗.高温工况和低温工况下散热面的能量交换情况如图７和图８所示.

图７　高温工况散热面能量交换示意图

　　　　　　
图８　低温工况散热面能量交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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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工况下能量守恒

Qr－max＋Qsol－max＋Qinf－max＝Qrad－max (１)
低温工况下能量守恒

Qr－min＋Qsol－min＋Qinf－min＋Qcom－max＝Qrad－min (２)
其中

Qsol－max/min＝qsol－max/min×αBOL/EOL ×A
Qinf－max＝qinf－max×ε×A

Qrad－max/min＝σ×ε×A×(T４
max/min－３４)

式中,Qr－max/min 分别为相机不同工作模式下的最大/最小内热源功耗,qsol－max/min 分别为到达散热面的最大/
最小的太阳辐射强度,αBOL/EOL 分别为散热面涂层的初期/末期太阳吸收率,A 为散热面面积,qinf－max/min分别

为到达散热面的其他红外热流密度,如地球红外辐射,太阳帆板红外辐射及其他结构的红外辐射等,ε为

散热面涂层的红外发射率,Tmax/min 分别为确保电子器件工作温度对应的散热面最高/最低温度,冷空间温

度选取３K.
根据上式可得:

A＝
Qr－max

σ×ε×(T４
max－３４)－qsol－max×αEOL －qinf－max×ε

(３)

Qcom－max＝[σ×ε×(T４
min－３４)－qinf－minx×ε－qsol－min×αBOL]×A－Qr－min (４)

式中,Qr－min、Qr－max 取决于相机的工作模式,qsol－max、qsol－min、qinf－max、qinf－min 取决于相机所处的轨道

环境以及星上位置.对于高轨遥感器,无长期背阴面,因此qsol/inf－max 较太阳同步轨道要大,又由于高轨地

球红外以及地球反照能量近乎为零,且每个方向均存在长期不受照情况,因此qsol/inf－min 较太阳同步轨道要

小,因此对于高轨遥感器,相同内热源所需的散热面和低温补偿均更大.
式中ε、αEOL、αBOL 则取决于散热面热控涂层的设计,因此优化散热面热控涂层的有效发射率以及太

阳吸收率可有效减小星上资源.

２３　当前存在的问题

(１)热控涂层性能有待提升

热控涂层是用于调整固体表面热辐射性质从而达到对物体温度控制目的的表面材料.遥感器在轨运

行期间会受到多种空间辐射环境的作用,与低轨遥感器受原子氧侵蚀作用较为明显不同,高轨遥感器主

要受到高真空、紫外及带电粒子辐照等空间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热控涂层性能退化,主要表现在其

光谱吸收特性尤其是对太阳短波吸收率参数退化,一般表现为吸收率增大,红外发射率的退化相对缓

慢[４],太阳吸收率的增大会引起遥感器温度升高而无法工作.另一方面,高轨遥感器表面因带电离子的撞

击而充电,若表面是绝缘的,充电电位可达数千伏,到达一定电位后突然放电,会干扰遥感器工作,甚

至引起故障[５],因此,高轨遥感器选用的热控涂层必须具有防静电特性,且满足高轨空间环境作用下太阳

吸收率退化尽可能小.
目前常用于高轨遥感器的防静电热控涂层为 OSR (OpticalSolarReflector)和 ACR １防静电白漆

两种,研究表明[６],OSR和 ACR １防静电白漆在紫外、质子和电子综合辐照环境作用下的表面电阻率

都呈上升趋势,可满足高轨长寿命遥感器空间应用.但在应用中均存在一定的不足.１)OSR太阳吸收率

退化较小,在轨１５年太阳吸收率在０２~０２５间,但其实施性受限,不便于在形状复杂或小尺寸弧面结

构实施,如小型遥感器表面、遮光罩等部位;２)ACR １防静电白漆具有较好的复杂结构适应性,但经

受空间环境作用后,其氧化锌颜料结构破坏后会形成缺陷形成色心,聚合物降解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吸收

可见光的不饱和链基团,使聚合物材料及高反射颜料对太阳光产生吸收,从而引起热控涂层太阳吸收率

参数大幅上升[７],在轨１５年寿命末期太阳吸收率在０６左右.
因此研究高性能防静电热控涂层,进一步提升红外发射率,降低太阳吸收退化率是解决高轨散热问

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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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散热能力不足

空间遥感器在轨处于真空环境中,热辐射是遥感器向空间散热的唯一途径,电子设备工作产生的大

部分废热需传递至辐射器散出.小部分遥感器安装在卫星载荷舱内,可利用载荷舱结构外表面作为辐射

器,而大部分遥感器考虑装配便利性被安装在载荷舱外部,为了进一步减少遥感器与卫星平台结构间的

耦合,将辐射器直接安装在遥感器周边.随着我国遥感卫星的发展,遥感器电子设备的功率不断增大,
尤其是采用低温光学系统的红外遥感器,使用制冷机的台数和单台制冷机的功率越来越大,加之高轨空

间热环境较差导致散热面散热效率低,舱内遥感器可利用卫星结构与舱外遥感器周边结构的可作为辐射

器的有效面积已无法满足后续高轨高分辨率遥感器的散热需求,逐渐表现出散热能力不足的问题.
(３)主动控温功耗大

高轨遥感器在轨高低温工况接受到的外热流差距极大,高温下为实现热量的有效排散需开设较大面

积的辐射器,而低温工况又需完全利用主动控温功耗补偿外热流和遥感器不工作减少的部分热量.传统

热控涂层的太阳光谱红外发射特性固定,无法根据需要而变化,使得低温工况下需要消耗的主动控温功

耗极大,占用较大的星上资源.

３　新技术研究及应用分析

现有热控技术条件下,高轨高分辨率遥感器需要极大的热控重量和主动控温功耗需求,发展新型热

控技术满足散热需求,减少能源消耗成为高轨遥感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

３１　新型防静电热控涂层

热控涂层可以通过提高自身导电性能来达到防静电的目的,如在镜反射热控涂层外表面镀一层氧化

铟锡 (ITO)透明导电薄膜、在涂料型热控涂层中添加导电组分等[８].近年来,国内外航天机构对防静电

热控涂层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雷辉等人[９]研制出了ACR １G有机防静电热控涂层和KS １无机防静电热控

涂层,并开展了紫外/质子/电子综合辐照等性能测试,结果表明ACR １G和KS １热控涂层的体积电阻

率分布在１０５~１０６ Ωm 范围之间,具有较好的防静电性能,经原子氧辐照和综合辐照试验后太阳吸收

率分别退化至０４和０３,较 ACR １白漆有了较大提升.山东大学张文杰等人[１０]在传统 OSR上构建表

面微结构进行辐射特性优化的方法,在其表面构建一维矩形槽道光栅,并对光栅的结构尺寸进行了优化

设计,优化得到的微结构 OSR表面在５~１５μm 波段内的平均红外发射率由０８５提高到了０９６,而在

０２５~２５μm 波段内的太阳吸收率基本保持不变,增幅仅为０００２,折合微结构 OSR 散热效率提

高１２９４％.
在后续研究中,应继续开展提升 OSR和防静电白漆辐射性能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化研究,一方面立足

于卫星平台、大型遥感器平面和小弧度散热面需求,开展OSR紫外增反膜系研究,降低OSR的太阳吸收

比,减少高轨遥感器散热面对太阳辐射的吸收,同时开展微结构 OSR加工工艺及紫外减反膜系等研究,
提升材料的红外发射率和工程化水平,提高散热面的辐射散热能力;另一方面针对复杂遥感器外表面或

遮光罩等弧形结构,从空间环境特点出发,开展防静电白漆新型材料及空间环境耐受性研究,降低材料

末期的太阳吸收率.

３２　可展开辐射器

可展开散热辐射器是通过改变有效辐射面积来改变辐射散热量,实现温度有效控制的装置.需要安

装可展开散热辐射器作为补充手段,甚至是主要的散热路径.

国外对可展开辐射器技术研究起步较早,１９７７年,Leach和 Cox最早提出轻质变表面积辐射器[１１].

１９９９年,休斯空间与通信公司 (HSC)发射第一颗 HS７０２卫星,卫星平台装备了基于环路热管的可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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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辐射散热器,每块散热辐射器散热能力为８００W,采用环路热管作为传热部件,弹簧结构的金属管作为

柔性热关节,冷凝管道串联预埋在辐射板内形成散热辐射器[１２].２００６年,日本发射了工程试验卫星

ETS VIII,卫星平台上搭载可展开散热辐射器[１３],散热面尺寸１８m×０４９m,由铝蜂窝板加高导热碳

纤维蒙皮组成,热控涂层为 OSR.传热管路为储液器型的环路热管,系统在轨正常运行两年多时间.

Bertagne[１４]等 NASA工程师通过复合记忆变形合金和高导热热解石墨膜构成具有环境自适应的变形散热

辐射器.通过记忆合金歪曲闭合和展开实现辐射器有效散热面面积的变化.其结构示意图见图９.通过闭

合伸展,散热辐射器表面等效发射率可以在００４ (外表面)到０９１ (内侧面)之间自适应变化,理论分

析得到开启闭合之间的能量耗散比在１２∶１到３５∶１之间,具有很强的调节能量排散的能力.

图９　变形散热辐射器工作原理示意图

我国在２００２年前后已经在进行可展开辐射器原理样机的研制,结合风云三号的研制,对柔性回路热

管技术,可展开式热辐射器 (板)的安装、解锁、伸展和锁定技术以及柔性回路热管与辐射器的耦合技

术等进行研究[１５].２０１９年成功发射的东方红五号卫星安装了一套可展开式辐射散热器,发射时通过锁紧

装置固定在航天器表面,入轨后通过展开机构展开,传热通路通过泵驱单相流体回路,每块辐射器散热

能力超过１７００W,展开部位通过金属软管连接[１２].
通过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可展开散热辐射器虽然已经有了在轨应用,但局限在基于环路热管和流体

回路相耦合的可展开辐射器技术路线,该技术路线可展开散热辐射器重量较重,展开机构较为复杂,且

一般为一次展开,无法做到随环境的自适应动作.而随着深空探测任务的开展,为了保证航天器在复杂

环境变化下温度水平,热控系统需要具备开启闭合之间的能量耗散比优于１２:１的自适应调整能力[１６].

记忆合金耦合的重复可展开辐射器是未来自适应散热辐射器的一个极具前景的发展方向.

３３　可变发射率智能热控涂层

发射率可变智能热控涂层可根据需要主动/被动调节发射率,从而提高遥感器温控系统的自适应功

能.高轨遥感器所处空间热环境较为恶劣,受到的太阳辐射变化大,且持续时间长,对基于可变发射率

智能热控涂层的散热技术需求更为迫切,对温度精度要求更高的高轨遥感器主动控温功耗的优化更为明

显.根据发射率变化的原理,可变发射率智能热控涂层分为热致变色智能热控涂层、电致变色智能热控

涂层.
(１)热致变色热控涂层

日本,加拿大等航天大国都积极开展热致变色热控涂层的相关研究,日本对掺杂锶和钙的钙钛矿型

锰氧化物的研究最为成熟,２００２年,NEC有关研究人员采用Sol Gel法在ZrO２基底上制备出薄膜形式

的掺杂锰酸镧,发射率变化在０４左右.一些热致变色材料的发射率变化范围已经接近实用程度,但是存

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太阳吸收率高达０８６~０．８９,针对这一问题,Shimazaki等人采用多膜层设计,在

不降低其半球发射率的同时将 La０８２５Sr０１７５MnO３的太阳吸收率从０８９降低到０２１,大大提高了其实用

性[１７].加拿大主要开展了 VO２热致变色材料的研究.MPB公司开发出 VO２/SiO２/VO２多层膜结构式智

能型热控器件,目前发射率最大变化范围为０３８~０７４,太阳吸收率为０３２.国内的南京理工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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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兰州物理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为国内开展热致变色热

控涂层研究的主要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主要开展的掺杂锰酸镧类热致变色材料的系统研究,采用固相反

应法、溶胶凝胶法等进行制备,发射率变化可达０４７左右[１８].同时,开展了降低太阳吸收率的研究,利

用电子束蒸发法在热致变色材料表面沉积多层薄膜,有效将热致变色材料的太阳吸收率从０７８降低

至０２７[１９].
(２)电致变色热控涂层

美国较早即开展了电致变色热控涂层相关研究,１９９９年 Nebraska Lincoln大学的 Hale和 Woollam
采用直流磁控溅射法制备了 WO３电致变色器件[２０].２００６年 NASA 在ST ５卫星上,对 Ashwin Ushas
公司研制的电致变色薄膜器件进行了飞行验证,其发射率变化量大于０５[２１２２];２００７年美国在 MidStar卫

星上,对美国EclipseEnergySystems公司的电致变色薄膜器件进行了飞行验证,该器件采用了全无机材

料,空间稳定性更高,并且具有较宽的红外工作波段.经过测试,该器件从着色状态变化到漂白状态时

其发射率可以从００６变化到０７７[２３].兰州物理研究所何延春等人２００７年采用直流反应磁控溅射方法,

以金属钨为靶材,在玻璃上制备 WO３薄膜,制备了 WO３/ITO/Glass简易电致变色器件,透过率平均变

化达到５０％,具有较好的变色性能[２４２６]. 电子科技大学的吴姗霖等采用电化学聚合法在ITO玻璃上制备

得到了柔性电致变色材料,材料本身在８~１４μm 波段范围内的最大红外可变发射率为０４１１,并制成了

ITO导电膜、沉积有聚苯胺的有机滤膜、吸附了电解质的滤纸和ITO 导电膜叠的封装器件,但器件的响

应时间和循环可逆性变差[２６].
后续应结合遥感器工作温区,开展相变点在－５０~０℃范围内热致变色涂层的研究,并通过外侧膜系

设计进一步降低太阳吸收率,提升工程化水平;同时,在确保电致变色器件发射率变化幅值的基础上,
通过调整器件结构、厚度、配比、浓度等参数,进一步提升器件等效红外发射率幅值,并开展抗紫外辐

照、抗原子氧等空间环境适应性验证.

４　结　论

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高轨遥感器使用较多的地球静止轨道、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大椭圆轨道三种空

间热流特点,得到高轨遥感器不存在固定的背阴面、±Y 侧热流一轨较为恒定但随季节成周期性变化、轨

道周期长、每个方向均会出现长期持续受照以及长期持续不受照等空间热流变化规律.结合相机工作模

式和空间热流特点,提出了新型热控涂层、可展开辐射器、可变发射率智能热控涂层等热控技术,对国

内外该技术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总结;通过与传统热排散技术对比,上述热控技术可有效解决高

轨遥感器散热问题,对散热面面积和主动控温功耗起到很好的优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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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ofHeatDissipationTechnology
forHighOrbitRemoteSensor

YUFeng,YUZhi,XUNa na,ZHAOZhen ming
BeijingInstituteofSpaceMechanic& Electricity

　　Abstract　Withthedevelopmentofthetechnologyforhighorbitandhighresolutionremotesensor,

theheatsourceoftheelectronicequipmentsareincreasingHeatdissipationbecomesthebottleneckforthe
developmentoftheremotesensorduetothecomplicationofthehighorbitheatenvironmentInthispaper
theheatenvironmentcharactersofgeostationaryorbit (GEO),inclinedgeosynchronousorbit(IGSO)

andhighlyellipticalorbit (HEO)areanalyzed,thetraditionalheatdissipationdesignandthethermal
resourcecomputingmethodareintroducedThethermalsystemiscomposedusingthefrontierthermal
controltechnologysuchasnewthermalcoating,variable emittanceintelligentthermalcontrolcoating
anddeployableradiatorTheapplicationprospectofthesefrontiertechnologyusingonthehighorbit
remotesensorisalsoanalyzedTheresultsindicatethatthefrontiertechnologycansolvetheinsufficient

problem ofthe heatdissipation capability andthecompensatory powerandimprovethethermal
adaptabilityofremotesensorunderthecomplexthermalenvironmentandmultitask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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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封倒装焊器件百微米焊点极限应力评估

文惠东　樊　帆　张代刚　谢晓辰　王　勇

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摘　要　高密度陶瓷封装倒装焊器件的焊点尺寸呈现逐步减小的趋势,典型 FPGA、CPU 等产品的

焊点尺寸已降低至１００μm 以下,带来了一系列的可靠性问题.为了满足倒装焊器件在复杂热/潮湿环境

下的应用需求,必须针对１００μm 焊点的互连可靠性开展全面评估.本文以陶瓷封装菊花链倒装焊器件为

研究对象,开展温度循环、高温存储、强加速稳态湿热 (HAST)等极限应力评估试验,通过电连接、超

声扫描 (C SAM)、电子扫描显微镜 (SEM)等手段对底部填充胶以及焊点界面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器件在经历１０００次温度循环、３８４小时 HAST后发生电连接异常,底部填充胶未见分层与空洞,分

析发现焊点在近芯片侧发生开裂,而在经历２６００小时高温存储后,电通断测试以及超声扫描均合格.以

上结果对于促进百微米焊点的陶封倒装焊器件的应用具有显著的意义.
关键词　倒装焊;极限应力评估;温度循环;高温存储;强加速稳态湿热

０　引　言

倒装焊封装技术采用芯片上阵列排布的凸点实现芯片与外壳的机械与电气互连,具有信号传输距离

短、互连密度大、可靠性高等优点,迎合了微电子封装技术更高密度、更小尺寸、更快处理速度、更高

可靠性和更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实现高性能、高可靠器件封装的有效手段[１３],在军用和宇航用电子元器

件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倒装焊封装结构及工艺极为复杂,涉及多种金属、非金属材料,不同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热学性能差

异极大,其结构不合理或工艺存在缺陷都会导致器件的可靠性下降,易造成焊点微裂纹、电化学腐蚀、
材料分层等可靠性缺陷,严重影响了倒装焊器件的可靠性及其使用寿命,因此如何提高其可靠性就成为

研究重点.

近几年,我国在倒装焊器件可靠性研究的评价方法、仿真分析、失效检测以及机理研究等方面已取

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可靠性评价方法方面,张永华等人[４]提出了基于温度、湿度和机械等环境应力

的可靠性试验方法,详尽分析了各种评价测试方法能够暴露的可靠性问题及其评价标准;在仿真分析方

面,肖小清等人[５]采用塑性形变模型、蠕变形变模型等四种模型对焊点的疲劳寿命进行了计算分析,认为

焊点的可靠性与寿命与芯片的几何模型及材料参数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失效检测方面,李含等人[６]制定了

一套从非破坏性到破坏性的试验方案,通过时域反射计 (TDR)测试、X射线 (X ray)检测、超声扫

描显微镜 (SAM)和光学显微分析等手段实现了失效焊点的准确定位.刘俊超[７]提出了一种基于模态分

析的焊点缺陷检测方法,通过仿真分析和实验研究对倒装焊焊点开裂缺陷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焊

点开裂会引起样片模态振型的变化和共振频率的下降,证明了倒装焊焊点开裂缺陷可以通过样片的模态

特征如模态振型、共振频率等来进行识别,为焊点的缺陷检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在机理研究

方面,例如文献 [８]对陶封倒装焊器件的可靠性进行了评估与研究,试验项目包括温度循环、高温存储

以及 HAST等,该文献对比分析了底部填充工艺对焊点互连可靠性的影响,但该文中涉及的器件存在焊

点尺寸较大、数量较少的问题,评估结果无法适用于更高性能的倒装焊器件;文献 [９]和 [１０]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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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点成分和焊点中金属间化合物 (IMC)比例对焊点热疲劳可靠性的影响,构建了细间距倒装芯片组装的

有限元模型,探讨热循环奈件下微焊点的累积损伤与疲劳寿命.
以上研究成果的研究均是围绕大尺寸焊点倒装焊器件,并不适用于１００μm 焊点的倒装焊器件.因

此,为保证１００μm 倒装焊器件的可靠性,急需对倒装焊器件进行极限应力评估,明确器件正常工作状态

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分析其失效机理与失效模式,以指导倒装焊封装工艺的质量提升.

１　试验方法及材料准备

１１　样品准备

样品准备需要的原材料包括菊花链陶瓷外壳、菊花链芯片、倒装焊焊球、助焊剂、底部填充胶等.

设计了一款菊花链验证陶瓷外壳,外引出端的数量是１７６４,在倒装焊区域包含３５条链路,倒装焊盘的直

径为１０５μm,焊盘的数量为４５８６个;菊花链芯片的厚度为７７５μm,含有４５８６个 UBM,UBM 的位置

与外壳的焊盘位置一一对应,UBM 采用 Ti Cu Ni结构,每层结构的厚度分别是０１μm/５μm/２μm,

UBM 的直径是９０μm;倒装焊焊球采用９０Pb１０Sn成分 (液相线温度为３０２℃),焊球的直径为１００μm;

助焊剂为水溶性助焊剂,可以承受３００℃以上高温;选用某款环氧基底部填充胶,填充有SiO２ 颗粒.

１２　试验方法

首先在菊花链芯片上进行凸点制备,实现９０Pb１０Sn焊球与芯片 UBM 的互连,然后将植有凸点的芯

片蘸取助焊剂,采用贴装设备倒装在菊花链外壳上,并采用热风回流焊的方式进行焊接.为了保证焊接

质量,回流焊的峰值温度需达到３３０℃以上,并在３０２℃的液相线以上保持９０s以上.回流之后进行清

洗,将助焊剂残留清洗干净,并对器件进行底部填充工艺,填充之后即可进行极限应力评估试验.每个

试验项目包含５只器件,每个试验节点完成后将器件取出,进行电连接测试以及超声扫描,若出现电连接

异常或底部填充分层等情况,则通过SEM 手段进行进一步分,极限应力评估的条件如表１所示.

表１　极限应力评估试验条件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温度

循环

GJB５４８B ２００５

方法１０１０

　试验条件C,－６５~１５０℃,１００次

　如未发生失效,继续上一项试验,直至失效

高温存储
GJB５４８B ２００５

方法１００８

　试验条件C,１５０℃,１００h

　如未发生失效,继续上一项试验,直至失效

HAST GB/T４９３７４ ２０１２

　试验条件 A,(１３０±２)℃干球,(８５±５)％相对湿度,１２４℃湿球,２３０kPa,持

续９６h

　如未发生失效,继续上一项试验,直至失效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极限温度循环

倒装焊器件在组装及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历高低温热循环,由于外壳与芯片间、焊点与外壳或

芯片间的热膨胀系数不同,在热循环环境中焊点承受周期性机械应力与应变,会使焊料中形成大量晶体

缺陷,并形成回复与再结晶,对焊点的微观组织产生重大影响,进而直接影响着焊点的可靠性.因此研

究热循环条件下焊点微观组织的变化对研究焊点的可靠性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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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显示,当温度循环次数≤５００次时,随着温度循环次数的增加,单个链条阻值变化较小;当

温度循环次数＞７００次时,链条阻值呈现逐渐增大趋势,并且在温度循环次数≥１０００次时,阻值发生急

剧变化.通过对菊花链条的分布进行分析,失效多位于芯片边缘,随着温度循环次数的增加,失效链路

逐渐向芯片内部延伸.对１０００次温度循环后样品进行超扫检测,并未发现明显的底部填充胶分层或空洞

现象,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１０００次温度循环后超扫示意图

对失效链路进行切片制样,失效焊点SEM 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１０００次温度循环后失效焊点SEM 示意图

由图２可以看出,裂纹整体位于焊点的近芯片一侧.裂纹在焊点最外侧焊料基体和IMC之间的界面

上萌生,随后扩展进入IMC附近焊料中,沿着焊料与 UBM 平行的方向扩展,并同样在焊料基体和IMC
界面处穿出焊点.通常而言,裂纹形成于累积塑性应变能密度最高的位置,并向低的位置扩散.由金属

学原理相关理论知识分析可知,UBM 界面处位错聚集以及附近焊料中易发生动态回复与再结晶是导致裂

纹萌生和扩展的主要原因.
对７００次和１０００次焊点界面的IMC进行测量,并与温度循环前IMC厚度进行对比,每种情况下测

量１０个点,得到１０个IMC厚度值,芯片侧IMC变化趋势见图３,外壳侧IMC变化趋势见图４.
由图３和图４可以看出,温度循环试验后,芯片侧与外壳侧IMC均出现明显增长,经计算IMC的厚

度与温度和时间的平方根呈线性增长.界面间的元素的扩散会导致IMC厚度增加,同时造成IMC成分和

结构发生变化,过厚的IMC呈脆性,强度变差,为焊点内裂纹的萌生和扩展提供了通道.当处于温度循

环载荷时,脆而硬的IMC层与焊料的变形量差值很大,导致IMC层与焊料的界面处产生剪切应力,焊料

蠕变导致裂纹的产生.此外,随着焊点尺寸的减小,会导致焊点的高度降低,进一步缩短了原子的扩散

距离,加剧了IMC微观组织和成分的变化,使得焊点承受着更大的应力应变,加剧了焊点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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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温度循环试验芯片侧IMC变化趋势

　　　　
图４　温度循环试验外壳侧IMC变化趋势

２２　极限高温存储

高温存储试验是应用于电子产品中最普遍的一种可靠性试验,主要模拟和评估产品在高温工作环境

中的可靠性,并对产品在常温工作条件下的可靠性起到加速作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预测产品在常温

工作条件下可能遇到的可靠性问题.
试验结果表明,随着存储时间的延长,链条的阻值变化较小,存储时间达到２６００小时时未出现阻值

明显变化现象.选取２６００小时存储样品,切片后制样,任选一个焊点进行SEM 观察,如图５所示.

图５　２６００小时高温存储后焊点SEM 示意图

对１７００小时和２６００小时后焊点界面的IMC进行测量,并与存储前IMC厚度进行对比,每种情况

下测量１０个点,得到１０个IMC厚度值,芯片侧IMC变化趋势见图６,外壳侧IMC变化趋势见图７.

图６　高温存储芯片侧IMC变化趋势

　　　　
图７　高温存储外壳侧IMC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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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６和图７可知,高温存储试验后,芯片侧与外壳侧IMC均出现明显增长,相较于温度循环载荷,

IMC的生长速度更快,这是由于高温对金属元素的扩散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与温度循环载荷相比,焊点

在高温存储条件下承受的应力与应变相对较小,焊料基体和初始界面的IMC中的缺陷也相对较少,因此

在经历２６００小时高温存储后仍未发生失效.

２３　极限HAST

强加速稳态湿热试验 (HAST)是通过施加严酷的温度、湿度和偏置条件来加速潮气穿透外部保护材

料 (灌装或密封)或外部保护材料和金属导体的交接面.此试验应力产生的失效机理通常与８５℃,８５％
RH 稳态湿热度偏置寿命试验相同.

结果显示,当 HAST时间小于３８４小时时,菊花链路的阻值未发生明显变化,仅表现为电路焊盘颜

色变化,而随着 HAST时间的进一步延长,菊花链路的阻值发生了显著变化.对３８４小时 HAST后的样

品进行超扫检测,并未发现明显的底部填充胶分层或空洞现象,这表明所选底部填充胶具有优良的耐湿

性能,如图８所示.

图８　３８４小时 HAST后超扫示意图

对失效链路进行切片制样,失效焊点SEM 如图９所示.

图９　３８４小时 HAST后失效焊点SEM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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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９可以看出,焊点失效的原因是在近芯片侧及近外壳侧均出现了裂纹,且裂纹均始于IMC位置,
部分裂纹延伸至焊点内部,并在焊点另一侧的近界面处穿出.在 HAST试验中,样品主要受到温度应力

及湿气两方面的作用,由于各个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不一致,在热应力作用下不同材料的连接处会产生应

力集中现象,如果承受的应力水平超过其中任何一种材料的屈服强度或断裂强度,便会导致裂纹的萌生

和扩展,虽然底部填充胶未发生分层现象,但是这种应力现象仍然存在.相较于单纯的温度应力,在湿

度应力加持下,封装体内部的水汽压力快速升高,膨胀加剧,因此即使在IMC生长相对不明显、脆性变

化较弱的情况下,因IMC层与焊料的交界面处剪切应力而产生的微小裂纹仍会急剧生长,造成裂纹延展.

３　结　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百微米焊点陶瓷封装倒装焊器件在极限温度循环、极限高温存储、极限 HAST等环

境下的可靠性,通过电通断测试、超声扫描、SEM 等分析手段对电路的状态及失效情况进行了分析,得

到如下结论:
对于极限温度循环,可靠应力设计极限为－６５~１５０℃,器件在１０００次循环后发生失效,失效模式

为焊点在近芯片侧产生裂纹,主要是由于在温度应力下引起的疲劳失效,IMC脆化导致裂纹.
对于极限高温存储,可靠应力设计极限为１５０℃,器件在２６００小时后测试均合格,与温度循环载荷

相比,焊点在高温存储条件下承受的应力与应变相对较小,焊料基体和初始界面的IMC中的缺陷也相对

较少,因此未发生失效.
对于极限 HAST,可靠应力设计为 (１３０±２)℃干球, (８５±５)％相对湿度,１２４℃湿球,２３０kPa,

持续９６小时.失效模式为焊点在近芯片侧及外壳侧产生裂纹,失效机理主要是由于在温度应力下引起的

疲劳失效,IMC脆化导致裂纹或分层延展,同时湿度的加持,使得内部蒸汽压变大,加剧了IMC的生长

和裂纹或分层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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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StressAssessmentof１００μmSolder
JointsofCeramicFlipChipDevices

WEN Hui dong,FANFan,ZHANGDai gang,XIEXiao chen,WANGYong
BeijingMicroelectronicsTechnologyInstitution

　　Abstract　Solderjointsizeofhigh densityceramicpackageflip chipdevicesisgraduallyde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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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oftypicalFPGA,CPUandotherproductshasbeenreducedtobelow１００microns,whichbringsa
seriesofreliabilityproblemsInordertomeettheapplicationrequirementsofflip chipsoldereddevicesin
complexhot/humid environments,athorough evaluation must be conductedfortheinterconnect
reliabilityof１００ micronsolderjointsInthispaper,ceramicdaisychainflip chipdeviceswereadopted
forlimitstressassessmentoftemperature cycling,high temperaturestorage,highlyaccelerated
temperatureandhumiditystresstest(HAST ),andelectricconnection,C modescanningacoustic
microscope(C SAM )andscanningelectronmicroscope(SEM)wereusedtoanalyzetheunderfilland
interfacegrowthofsolderjointsTheresultsshowthat:devicesfailedatelectricconnectionafter１０００
temperaturecyclesand３８４hoursofHAST,nodelaminationandvoidsweretested,andsolderjoints
crackedonthesideofthechip,whileelectricalconnectiontestandultrasonicscanarequalifiedafter２６００
hoursofhightemperaturestorageTheresultshavesignificantmeaningforpromotingtheapplicationof
ceramicpackageflip chipdeviceswith１００ micronsolderjoints．

Keywords　 Flip chip;Limitstressassessment;Temperature cycling; Highly accelerated
temperatureandhumiditystresstest(HAST);High temperature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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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火箭发动机离心式双组元喷嘴仿真研究

安国琛　李仁俊　王　辉　臧月进　字贵才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

摘　要　为了研究不同的切向孔排布方式对气液掺混的影响,采用 VOF方法对三种采用切向孔的离

心式双组元喷嘴进行流场仿真.本文得到了三种喷嘴的内流场结构,出口截面煤油体积分数分别为０３１、

００４１、００４３.氧气切向孔排布在喷嘴上部时掺混效果更好,通过氧气射流在喷嘴内旋转流动可以加速

煤油掺混.本文的研究方法通过算例校验,计算结果符合客观规律,可以为液体火箭发动机喷嘴设计提

供依据.
关键词　液体火箭发动机;离心式双组元喷嘴;数值模拟

０　引　言

在航天领域,离心式喷嘴作为一种压力雾化装置广泛应用于液体火箭发动机.作为推力室头部的重

要组成部分,离心式双组元喷嘴通过切向孔或螺旋型流道等方式使推进剂组元旋转流动,流动过程中实

现推进剂组元的掺混、雾化.喷嘴的雾化特性直接影响推力室内的燃烧效率、燃烧稳定性,此外推进剂

组元的分布特点也影响推力室的型面设计、热防护设计.
周立新等人[１]基于单流体的概念对离心式喷嘴内的气液两相流场进行仿真,得到液膜与气涡共存的流

场结构;王国辉等人[２]采用 VOF方法研究一种小尺寸复杂结构的旋流式喷嘴压差与流量的关系;王凯等

人[３]采用 “CoupledLevelSet＋VOF”方法模拟离心式喷嘴内部流动过程;刘娟等人[４]研究出口扩张角、
等直段长径比等结构参数对流量系数、液膜厚度以及雾化锥角的影响;陈晓东等人[５]研究不同背压下的液

体离心喷嘴内液膜厚度;杨立军等人[６]研究敞口型离心喷嘴结构参数及工况参数对动态特性的影响;邱庆

刚等人[７]研究中空离心式喷嘴的气液两相流动;于亮等人[８]结合大涡模拟与流体体积法模拟离心式喷嘴内

部流动;陈慧源等人[９]研究了气液界面随时间的变化;岳明等人[１０]研究压降对离心式喷嘴内的气液两相

流动的影响.
本文采用 VOF方法对三种采用不同切向孔排布的煤油/氧气离心式双组元喷嘴进行流场仿真,主要

研究不同的切向孔排布对掺混效果、流场结构的影响,进而得到该种类型喷嘴的设计依据.

１　算例校验

对论文[９]中的喷嘴结构进行流场仿真,以其作为校验算例.网格如图１所示,采用结构化网格.采用

VOF方法捕获气液界面,湍流采用k epsilon模型,计算方法采用SIMPLE算法.切向孔入口设置为纯

液相的质量入口,单个切向孔流量００５８g/s.喷嘴出口为压力出口,设置为１０１kPa.
图２中喷嘴内部的压力从中心到边缘逐渐增大,图３中液膜呈现旋转向下的流动状态.按液相体积分

数０３作为气液分界面,所得的液膜厚度约０４９mm,与校验算例一致.本文采用的 VOF方法可准确反

应气液掺混过程.图４为出口截面液相体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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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网格划分

　　　
图３　速度云图及流线图

　　　　
图２　压力云图

　　　
图４　出口截面液相体积分数

２　网格划分及边界条件

２１　网格划分

三种喷嘴结构如图５所示,１号喷嘴为煤油切向孔,２号喷嘴为氧气切向孔.喷嘴由两个煤油切向孔、

两个氧气切向孔、旋流室、出口等直段组成.燃料入口直径１mm,氧气入口直径３mm.喷嘴尺寸如图６
所示.L１ 为燃料入口轴线到喷嘴顶部的距离,L２ 为氧气入口轴线到喷嘴顶部的距离.网格划分如图７所

示,切向孔为非结构网格,旋流室、出口等直段、外流场采用结构网格.

图５　喷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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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喷嘴尺寸

图７　网格划分

２２　边界条件及模型

氧气切向口入口为质量入口,单孔流量５０g/s;煤油切向孔入口为质量入口,单孔流量２５g/s.外场

设置为压力出口,压力为３MPa.采用 VOF方法计算两相流,湍流采用k epsilon模型,计算方法采用

SIMPLE算法.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Ⅰ型喷嘴流场分析

图８中煤油由位于顶部的两个煤油喷孔喷入,由流场中部旋转向下流动.图９中煤油体积分数０３的

等值面呈现倒置的锥面,等值锥面内的煤油体积分数高于０３.图１０中两股氧气流喷入流场后流向不同,
一股喷入流场后直接旋转向下,一股先向喷嘴顶部流动而后旋转向下并与另一股氧气流形成螺旋状流场.
图１１中根据煤油的分布特点,喷嘴流场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氧气喷孔所在平面之前的流场中煤油分布

集中,体积分数多在０７以上;氧气喷孔所在平面之后的流场中煤油氧气掺混明显.图１１ (b)中煤油体

积分数较高的区域向左侧偏,原因在于氧气喷入流场后其中一股向上旋转流动将煤油射流压向图中流场

左侧.图１２速度云图中速度较高的区域处于图９中等值锥面以外,流场中心流速较慢.图１３中氧气及煤

油喷孔附近压力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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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煤油流线 图９　煤油体积分数０３等值面

(a)氧气喷嘴Ⅰ流线　　 　　　 (b)氧气喷嘴Ⅱ流线

图１０　氧气喷嘴流线

(a)全流场煤油体积分数　　　　 (b)对称面煤油体积分数

图１１　煤油体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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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速度云图 图１３　压力云图

３２　Ⅱ型喷嘴流场分析

图１４中煤油喷入后先旋转向上至喷嘴顶部后由流场中心旋转向下.结合图１５,煤油喷出喷孔后贴壁

流动,在旋转上升的过程中快速掺混,在一圈内煤油体积分数即降低至０３以下,因此图１６中仅在煤油

喷口及上游壁面附近煤油体积分数较高.图１７、图１８中流场中心为低速低压区域.图１７中黑色线为煤

油流线,煤油流线处于高速区域,其内部为低速区域.

图１４　煤油流线 图１５　煤油体积分数０３等值面

图１６　煤油体积分数 图１７　速度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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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压力云图

３３　Ⅲ型喷嘴流场分析

图１９、图２０显示出煤油喷入后在旋转流动过程中迅速掺混.图２１ (a)中煤油在旋转流动的过程中

体积分数在沿煤油流动方向遇到的第一个氧气喷口前降低至０３以下.图２１ (b)中煤油体积分数仅在出

口处高于０５,随后在氧气喷口处被气流卷至流场内部且体积分数降至０３以下.图２２、图２３中压力、
速度分布与Ⅱ型喷嘴基本一致,流场中心低速低压.

图１９　煤油流线图 图２０　煤油体积分数０３等值面

图２１　煤油体积分数云图

１４５



图２２　压力云图 图２３　速度云图

３４　三型喷嘴对比分析

图２４中三型喷嘴出口截面的煤油分布呈现不同的特点.Ⅰ型喷嘴煤油体积分数最大约０３１,煤油在

类似圆形的区域内集中分布;Ⅱ型喷嘴煤油体积分数最大约００４１,煤油体积分数由截面中心向外升高且

有明显的突变,体积分数００３以上的区域呈环状贴壁分布;Ⅲ型喷嘴煤油体积分数最大约００４３,煤油

体积分数也呈现由截面中心向外升高的特点,与Ⅱ型不同的是高体积分数区域未连成环形,煤油分布更

均匀.

图２４　出口截面体积分数云图

图２５中取喷嘴对称面绘制速度云图,速度大小为垂直于对称面的速度分量.Ⅰ型喷嘴中流体的旋转

速度在氧气喷入以后迅速增大到约７０m/s至１４０m/s.与图１１、图９对比,Ⅰ型喷嘴流场低转速区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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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场内煤油体积分数高的区域及０３体积分数等值面分布一致.氧气喷入后通过高速旋转加速煤油掺混,

Ⅰ型喷嘴中低转速区域延伸至喷嘴出口,部分煤油通过低转速区域直接流出流场,流场因为氧气流进入

晚而导致旋转不充分,进而在图２４ (a)中形成煤油体积分数最高达到０３１的掺混不均匀区域.

图２５　垂直于对称面的速度云图

Ⅱ型、Ⅲ型喷嘴速度云图均呈现对称的两半,两侧流向不同,即整个流场均高速旋转流动,靠近壁

面及中心区域转速较慢,高转速区域内气液两相流转速约１２０m/s至１９０m/s,旋转速度最大的位置出现

在出口等直段及氧气喷入位置.综上所述,氧气喷入后的高速旋转流动能够有效加速煤油掺混,因此氧

气先于煤油喷入时掺混效果更好.
图１５、图２０中煤油体积分数等值面均呈现贴壁的半圆形管道,且均终止于在氧气喷口位置.对比图

１５、图２０中煤油体积分数为０３的等值面,Ⅲ型煤油是煤油体积分数降低至０３以下时煤油流动行程最

短的.综上所述,煤油喷入流场后与氧气射流相遇前的行程越短,掺混效果越好,因此煤油、氧气切向

孔共平面时煤油体积分数降低最快.

４　结　论

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三种不同切向孔排布方式的离心式双组元喷嘴的气液两相流,得到的主要结论

如下:

１)采用 VOF方法研究三种喷嘴的流场结构,可视化揭示了气液掺混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并通过算

例校验验证其可靠性,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来研究离心式双组元喷嘴的流场结构,为液体火箭发动机推

力室头部设计提供依据.

２)完成三种具体喷嘴结构所对应的流场结构及出口截面的气液掺混效果分析.本文研究工况下Ⅰ
型、Ⅱ型、Ⅲ型喷嘴的出口截面煤油体积分数最大分别为０３１、００４１、００４３.

３)对比三种不同切向孔排布方式的仿真结果,以出口截面气液分布更均匀为目标,氧气切向孔排布

在喷嘴顶部有利于气液掺混,氧气喷入后可以通过高速旋转流动加速煤油掺混.氧气切向孔可以排布在

煤油切向孔之前或者两者共面,两者共面的情况下煤油射流喷入后掺混更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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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StudyonTwo component
SwirlInjectorofLiquidRocketEngine
AnGuo chen,LIRen jun,WANGHui,ZANGYue jin,ZIGui cai

ShanghaiElectro MechanicalEngineeringInstitute

　　Abstract　VOFwasusedtosimulatetheflowfieldforthreekindsoftwo componentswirlinjector
withphasecuttingholesTheeffectofdifferenttangentialholelayouton gas liquid mixing was
studiedTheinternalflowfieldstructuresofthreekindsofnozzlesareobtainedinthispaperThevolume
fractionsofkeroseneattheoutletssectionwere０３１、００４１and００４３,respectivelyWhentheoxygen
tangentialholeisarrangedintheupperpartoftheinjector,themixingeffectisbetterThemixingof
kerosenecanbeacceleratedbyrotatingtheoxygenjetintheinjectorTheresearchmethodinthispaperis
verifiedbyanexample,thecalculateresultsaccordwiththeobjectivelawandcanprovidethebasisforthe
designofliquidrocketengine．

Keywords　Liquidrocketengine;Two componentswirlinjector;Numerical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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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高强聚乙烯绳力学性能影响试验研究

李　博１,２　张　征１,２　王立武１,２　竺梅芳１,２

１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进入、减速与着陆技术实验室

摘　要　文章对高强聚乙烯绳在不同环境温度下的力学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首先通过在环境试验

箱中安装夹具,分别在－３０~－９０℃以及３０~１４０℃的环境温度下,对高强聚乙烯绳进行了强度测试,
获得了其对应的断裂强度.之后又对分别经历６５℃与８０℃贮存２~１８０天的高强聚乙烯绳,在恢复常温

后进行了断裂强度的测试.试验结果显示,环境温度－３０~－９０℃时,高强聚乙烯绳的断裂强度无明显

变化,但较常温下有所上升;环境温度３０~１４０℃时,高强聚乙烯绳的断裂强度随温度升高呈下降趋势.
另一方面,在经历最长１８０天的６５℃高温贮存并恢复常温后,高强聚乙烯绳的断裂强度虽有一定下滑,
但仍满足标称断裂强度要求;而在８０℃贮存４０天以上并恢复常温后,高强聚乙烯绳的断裂强度开始出现

明显下滑.文章认为高强聚乙烯绳存在一个介于６５℃与８０℃之间的临界贮存温度,超出临界贮存温度

后,贮存时间对高强聚乙烯绳力学性能的影响不能忽视.
关键词　高强聚乙烯绳;环境温度;力学性能;试验

０　引　言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是继碳纤维、凯夫拉两大高强纤维后的又一高性能纤维[１],其分子量一般在

１００万以上,主链结构规整,键能强[２],力学性能较好的同时还具有较好的稳定性[３].

高强聚乙烯绳是一种由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制成的高强度绳索.其具有抗屈服能力好、耐磨损、
比强度高、耐腐蚀性好、断裂韧性和能量吸收性能好的优点,在航天回收、军事防护、海洋工程、体育

用品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４５].

但目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存在玻璃化温度和熔点低 (约１４７℃)的不足[６],其在高温环境下的力

学性能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Rodriguez等人[７]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织物复合材料和芳纶织物复合

材料的应变率效应进行了研究;熊杰、萧庆亮等人[８]通过试验手段研究了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力学性能

的应变率效应和温度效应;刘晓艳[９]对包括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在内的８种柔性高性能纤维的光热稳定

性进行了研究.
断裂强度是纤维材料最重要的力学性能指标,本文以高强聚乙烯绳为研究对象,对其在不同环境温

度下的断裂强度进行了试验研究,并根据试验结果分析了高温贮存经历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力学性

能的影响.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牌号为２５ ３５０PE 绳,由海蓉特种纺织品公司生产,其在室温下标称断裂强力为

３４３０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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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试验装置与连接方式

试验装置包括材料拉伸试验机与环境温度箱.试验中使用抗拉强度高、摩擦系数小的绳子断裂强度

测试的专用夹具,采用图１所示的缠绕方式将试验材料连接于材料拉伸试验机上[１０].

图１　试验中高强聚乙烯绳绳端固定示意图

１３　试验方法

(１)低温断裂强度测试

１)将材料拉伸试验机夹具安装在环境温度箱中;

２)如图１所示将３８m 左右的２５ ３５０PE绳两端缠绕在夹具上,关闭环境温度箱,使试样、夹具

置于封闭状态;

３)液氮制冷至测试温度点,保温１０min后启动材料拉伸试验机完成测试.
(２)高温断裂强度测试

１)将材料拉伸试验机夹具安装在环境温度箱中;

２)如图１所示将３８m 左右的２５ ３５０PE绳两端缠绕在夹具上;

３)温箱加热至测试温度点,保温５min后启动材料拉伸试验机完成测试.
(３)高温贮存后断裂强度测试

１)将材料放置在设定温度的环境温度箱中后进行一定时间的贮存;

２)从环境温度箱中取出材料,并在常温下放置２４h以上;

３)如图１所示将３８m 左右的２５ ３５０PE绳两端缠绕在夹具上后,启动材料拉伸试验机完成测试.
上述测试中拉伸速度均为１００mm/min.

２　试验工况设置

试验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了获得高强聚乙烯绳在较宽温度范围的力学性能,本次试验共设

置了－９０~＋１４０℃共计１８个温度节点下的试验工况,足以包络纺织材料常见应用场合的环境温度范围.
第二阶段,在完成了上述１８个试验工况的测试后,又根据航天回收系统常见最高在轨贮存温度,选

取了６５℃和８０℃两个温度进行高强聚乙烯绳在高温贮存后力学性能的测试.该部分试验根据６５℃与

８０℃ 的贮存温度与２~１８０天的贮存时间,共设置了２３个试验工况.
上述每个试验工况均进行不小于３次的有效测试取平均值.

３　试验结果分析

３１　高、低温性能测试

２５ ３５０PE绳在－９０~１４０℃温度范围内的断裂强度曲线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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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温度下２５ ３５０PE绳断裂强度

由图２可知,在－３０~－９０ ℃低温环境下２５ ３５０PE 绳的断裂强度显著增加,相较常温下 (以

１８℃ 时的断裂强度为准),普遍增加１２１％以上,普遍超出标称断裂强度２２８％以上;但在环境温度低

于－３０℃ 之后,高强聚乙烯绳的断裂强度相对稳定,不再随环境温度的降低而增高.在＋５０~＋１４０℃
高温环境下２５ ３５０PE绳的断裂强度均低于标称断裂强度,且随环境温度的升高基本呈线性下降,至环

境温度１４０℃时,断裂强度已下降至６６０N,仅为标称断裂强度的１６％.当环境温度继续上升时,超高分

子量聚乙烯纤维已达到熔融状态,已没有再研究其力学性能的必要.

显然,高强聚乙烯绳在低温环境下力学性能较好,相比常温下有明显增强;而在５０℃以上的高温环

境下,高强聚乙烯绳的力学性能随环境温度的升高迅速下降,耐高温性能较差.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耐高温性能较差的原因与其分子结构有关.不同于芳香族聚酰亚胺或芳香族

聚酯纤维,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的分子长度较长且较为柔曲、缠结[１１],往往需要通过数十倍的热拉伸,

使柔性的大分子沿纤维轴向充分伸直,以提升力学性能[１２].高温下受拉伸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的

分子链在纤维方向上发生滑移[６],发生滑移处仅靠少数缚结分子连接,显著影响了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的力学性能.
文献 [６]显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短暂暴露于低于熔融温度的高温并恢复常温后,将不会造成

任何严重的力学性能损失.但目前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在高温环境下长期贮存后力学性能的相关研

究目前还较少.

３２　高温贮存后性能测试

第一阶段试验研究后发现,２５ ３５０PE绳在高温环境下力学性能明显下降,这极大限制了高强聚乙

烯绳在航天领域的应用.但对航天器回收系统而言,其往往是在轨贮存期间经历一定时间的高温环境后,
回收阶段在接近常温的环境温度下展开工作,此时高强聚乙烯绳的力学性能还有待研究.

在第二阶段试验中,结合航天回收系统工作特点,对高强聚乙烯绳经高温贮存并恢复常温后的力学

性能进行了研究.
(１)６５℃贮存

２５ ３５０PE绳在６５℃温度下贮存２~１８０天并恢复常温后的断裂强度曲线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２５ ３５０PE绳在６５℃贮存最长１８０天的过程中,其恢复常温后的断裂强度虽然比贮存

前有所下降,但始终大于标称断裂强度,且波动范围较小,无持续下降的趋势.相较而言,高强聚乙烯

绳在６０℃环境下直接应用时其断裂强度已降至３１７５N,显著小于其在６５℃环境下贮存１８０天并恢复常

温后的断裂强度－３６３２N.这说明在５０~６５℃的环境温度下,高强聚乙烯绳虽然断裂强度有所下降,但

当恢复常温后,其断裂强度仍能恢复至正常范围内.即高强聚乙烯绳可以在经历６５℃以内环境温度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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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６５℃贮存不同时间后高强聚乙烯绳断裂强度曲线

期贮存并恢复常温后,可以正常使用.
这说明与在６０℃环境温度下直接进行拉伸不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在６５℃贮存最长１８０天后,

其分子链并未发生明显滑移,大分子仍处于伸直状态,故而力学性能没有明显下降.
(２)８０℃贮存

２５ ３５０PE绳在８０℃温度下贮存２~１８０天并恢复常温后的断裂强度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８０℃贮存不同时间后高强聚乙烯绳断裂强度曲线

由图４可知,在８０℃环境温度下的贮存过程中,前４０天内恢复常温后高强聚乙烯绳的断裂强度波动

幅度不大,始终大于其标称断裂强度.但在贮存超过４０天之后,高强聚乙烯绳恢复常温后的断裂强度随

贮存期的增长呈持续快速下降,至贮存１８０天时,其恢复常温后的断裂强度已降低至１７７６N,仅为标称

断裂强度的５２％.
另一方面,在８０℃环境温度下贮存９０天并恢复常温后,高强聚乙烯绳的断裂强度已降至２５１３N,

显著小于其在８０℃环境下直接应用时的断裂强度－２９８９N,这说明在８０℃环境下贮存超过４０天后,高

强聚乙烯绳纤维已开始受到不可逆的损伤,且损伤的程度随着贮存时间的增长不断增强.即高强聚乙烯

绳在８０℃以内环境温度下贮存４０天并恢复常温后,可以正常使用.但在８０℃环境温度下贮存超过４０天

后,即使恢复常温也无法再次正常使用.
这说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在８０℃贮存４０天后,其分子结构或形态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之后随着

贮存时间的增长,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分子结构或形态的破坏程度逐渐加剧.当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

维恢复常温后,其力学性能受不可逆的分子结构或形态变化影响,出现了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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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分析结论

根据６５℃与８０℃长期贮存对高强聚乙烯绳力学性能影响的不同,可初步判断,对于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纤维而言,存在一个临界贮存温度.当温度高于临界贮存温度时,高温贮存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力学性能的影响开始随着贮存时间的增长逐渐得以显露.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高强聚乙烯绳断裂强度测试研究了使用温度及贮存温度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力学性能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１)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对低温环境有良好的适应性,低温环境下其力学性能有所增强;

２)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在高温环境下力学性能明显下降,不适合应用于环境温度较高的场合;

３)高温贮存时,贮存温度与贮存时间均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恢复常温后的力学性能有一定影

响,当贮存温度未达到临界贮存温度时,贮存时间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力学性能的影响较小;当贮

存温度达到临界贮存温度后,贮存时间逐渐开始影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的力学性能.
由于时间、精力所限,本文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有待后续研究:

１)高强聚乙烯绳断裂强度测试时未对其断裂伸长率、弹性模量等参数进行测试;

２)未能找出高温贮存时,贮存时间开始影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力学性能的临界贮存温度;

３)未能对超出临界贮存温度后,贮存温度与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性能开始出现下降的临界贮存时

间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研究;

４)未能明确超出临界贮存温度后,贮存时间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力学性能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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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MechanicalPropertiesofHigh strength
PolyethyleneRopesatDifferentTemperatureby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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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paperresearchesthemechanicalpropertiesofhigh strengthpolyethyleneropesat
differenttemperatureFirstly,withinstallingfixturesinanenvironmenttestcabinet,thestrengthtests
ofhigh strengthpolyethyleneropesat－３０~－９０ ℃ and３０~１４０ ℃ arerealized,andtheresultof
strengthtestsarereceivedThen,afterrestoringinacabinetat６５℃and８０℃for２~１８０days,aseries
ofhigh strengthpolyethyleneropesaretestedforbreakingstrengthTheresultindicatesthat,compared
withat１８℃,thebreakingstrengthofropesgoesupat－３０~－９０℃,whilethebreakingstrengthof
theropesgoesdownat３０~１４０ ℃Ontheotherhand,afterrestoringinacabinetat６５ ℃for２~１８０
days,thebreakingstrengthofropescanstillachievethetargetofbreakingstrengthinthetestsat１８℃．
Butafterrestoringinacabinetat８０℃formorethan４０days,thebreakingstrengthofropesgoesdown
obviouslyinthetestsat１８℃Thewriterbelievesthatthereisacriticaltemperaturein６０~８０℃,that
whenthestoragetemperatureexceedsthiscriticaltemperature,theinfluenceofstoragetimeonhigh
strengthpolyethyleneropescannotbeignored．

Keywords　High strengthPolyethyleneRopes;Temperature;MechanicalProperties;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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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ATIA二次开发的串列翼无人机参数化建模

马朋宝　佟　明　张大发　王世岭

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

摘　要　为提高串列翼无人机总体设计的效率,本文以 “弹簧刀”无人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基于

CATIA 二次开发的参数化建模.本文基于 VB程序,提出了无人机模型的 CATIA 二次开发设计流程,
研究了CATIA 二次开发的基本方法和开发流程.计算实例表明,通过本文的方法,实现了无人机三维建

模的快速化,可为无人机气动外形设计提供CAD模型.
关键字　无人机;参数化;CATIA 二次开发;外形设计

０　引　言

无人机的外形设计是无人机总体设计的重要内容,对后续气动性能有直接的影响.但在无人机设计

的选型阶段,需对不同的方案进行研究,外形的参数也因此经常需要修改.为此,快速建立无人机几何

外形成为一个重要课题.CATIA软件在航空航天有着广泛的应用,其可通过二次开发实现自动化建模,
因此本文选用CATIA二次开发实现无人机参数化建模.

本文以 “弹簧刀”无人机为研究对象,在CATIA环境下以 VB为开发工具,进行几何外形全参数化

建模,建立无人机模型.

１　无人机三维模型特征参数化

“弹簧刀”无人机是美国开发的小型串列翼无人机,有着体型小、易携带的特点,装备小型弹头后便

成为一款操作简便的单兵巡航导弹.
对无人机的外形进行参数化建模,其主参数设计如图１所示.

图１　无人机参数图

图１的参数定义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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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无人机模型参数定义

序号 参数 定义

１ R１ 头部钝化半径

２ L１ 机身 (不包含头部、尾部)纵轴长度

３ CR１/２ 机翼根弦与梢弦的弦长

４ PX１/２ 前/后机翼站点X 向位置

５ PY１/２ 前/后机翼站点Y 向位置

６ D 头部球体球心距离机身的距离

７ B 机身对称面垂直方向长度

８ H 机身纵剖面垂直方向长度

９ WL１/２ 前/后翼机翼半展长

１０ L２ 尾部长度

２　基于VB的CATIA二次开发

CATIA二次开发主要有两类方法:进程内访问[１３]和进程外访问.进程内访问是指脚本和CATIA在

同一进程内运行,即由 CATIA 的脚本引擎来解析执行脚本中的操作命令.进程外访问则是通过 OLE
(ObjectLinkingandEmbedding)自动对对象进行访问.由于进程外访问的二次开发更灵活,应用也更为

广泛,而基于VB的CATIA二次开发,可以结合CATIA本身提供丰富的函数,实现CATIA几乎全部的

造型功能,简单方便,应用广泛[４５].本文通过 VisualBasic,结合CATIA本身提供丰富的函数,进行了

无人机几何外形参数化建模.在程序界面输入模型相应参数,实现参数化几何模型的生成.通过调节设

计参数,程序会实现参数化模型的更新.其中设计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CATIA二次开发设计流程

２１　机翼建模

２１１　读取Excel数据
实现读取Excel源程序如下所示,其中 “//”后内容为对关键内容的注释:

SetXlsObj１＝ExcelApplication
SetXlsBook１＝XlsObj１WorkbooksOpen(fname)

SetXlsSheet１＝XlsBook１Worksheets(＂Sheet１＂)

i＝１
WhileCells(i,１)＜＞＂＂//数组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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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axis(i)＝ Cells(i,１)

　　yaxis(i)＝ Cells(i,２)

　　i＝i＋１
Wend

以上程序通过XlsBook１Worksheets()方法获取Excel工作表,并将Excel中两列数据赋值到xaxis,

yaxis数组中,为点坐标建模提供数据.

２１２　点坐标建模和样条线建立
实现点坐标建模及样条线源程序如下所示:

Fork＝１Toi
SetoPoint１(k)＝oHSFAddNewPointCoord(XA,YA,ZA)//输入坐标法建立点元素

oBodyInsertHybridShapeoPoint１(k)//在实体特征中插入点元素

oPartInWorkObject＝oPoint１(k)//零件当前工作对象设定

oPartUpdate//零件更新

Nextk
SetoSpline１＝oHSFAddNewSpline()//创建新样条线

oSpline１SetSplineType０//样条属性为０:三次样条线

oSpline１SetClosing０//样条线关闭属性０:起始端闭合

Fork＝１Tonum
SetoRef１(k)＝oPartCreateReferenceFromObject(oPoint１(k))

oSpline１AddPointWithConstraintExplicitoRef１(k),Nothing,１＃,１,Nothing,０＃
Nextk

以上程序通过循环插入样条线的控制点建立二维翼型,根据以上程序建立翼型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机翼翼型建立

２２　机身建模

２２１　实体建模
本文中无人机的实体建模涉及点、直线、圆、球和参考面等的建立,而通过选择参考元素和模型属

性,可以建立不同的实体.以下通过三点法参考面建立实例说明:

Setref１＝oPartCreateReferenceFromObject(pot１)

Setref２＝oPartCreateReferenceFromObject(pot２)

Setref３＝oPartCreateReferenceFromObject(pot３)

DimplaAsHybridShapePlane３Points
Setpla＝oHSFAddNewPlane３Point(ref１,ref２,ref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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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odyInsertHybridShapepla
oPartInWorkObject＝pla
oPartUpdate

以上程序通过三点法创建了参考面,定义了参考系,进而再实现其他实体建模.

２２２　特征建模
无人机三维模型的建立涉及扫略、拉伸、填充、多截面曲面、裁剪等特征的建立.特征建立主要是

由方法、参考元素和特征属性决定的,以下通过建立曲面填充特征实例说明:

DimoFill１AsHybridShapeFill
SetoFill１＝oHSFAddNewFill()

DimReffill１AsReference
SetReffill１＝oPartCreateReferenceFromObject(oSpline１)//填充曲线参考定义

oFill１AddBoundReffill１//填充曲线属性定义

oFill１Continuity＝１
oFill１Detection＝２
oFill１AdvancedTolerantMode＝２
oBodyInsertHybridShapeoFill１
oPartInWorkObject＝oFill１
oPartUpdate
SetoFill１＝oHSFAddNewFill()

以上程序通过选取填充曲线的方法及相关方法属性的定义,实现了填充曲面特征的建立.
本节对无人机建模的机翼建模、机身建模进行了介绍,开发了无人机参数化建模程序,实现了无人

机自动化建模.

２３　无人机参数化建模计算实例

本节应用上述所述参数化模型和编程语言进行计算实例验证,图４为无人机参数化建模程序界面图.
通过表２参数的输入,建立如图５所示几何模型.

图４　无人机参数化建模程序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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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无人机外形参数

序号 参数 参数值/mm

１ R１ ３０

２ L１ ３６０

３ CR１/２ ６０/６０

４ PX１/２ ９０/３６０

５ PY１/２ ６０/６０

６ D ４０

７ B ６０

８ H ６０

９ WL１/２ ３００/２８０

１０ L２ ４０

图５　无人机生成外形图

３　结　论

本文对 “弹簧刀”无人机进行了参数化外形特征建立,提出了无人机模型二次开发流程,实现了基

于CATIA二次开发的无人机参数化建模.无人机模型采用模块化搭建,全参数化设计,保证了设计空

间,提高了设计效率,验证了CATIA二次开发技术的可行性.
应用CATIA二次开发可以快速准确地对无人机进行建模,通过对程序的集成可以为后续的 CFD、

CAE计算与优化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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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器用功能一体化吸波材料的研究进展

邓瑞翔１　张　科１,２　张　涛１　于　云１　章俞之１　宋力昕１

１中国科学院特种无机涂层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２中国科学院大学

摘　要　本文针对目前航天器用吸波材料轻质高强、宽频高吸收以及多功能复合的应用需求,综述

了航天器用功能一体化吸波材料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了材料型吸波材料和结构型吸波材料的特点及

应用场景,阐明了结构型吸波材料是实现航天器用功能一体化吸波材料的优选方案.重点介绍了中国科

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基于设计 制备 应用考核的研发体系,在光学透明雷达吸波材料和兼具良好隔热功

能的可见 雷达兼容吸波材料这两类航天器用多功能一体化吸波材料方面良好的研究和应用进展,并展望

了航天器用功能一体化吸波材料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吸波材料;多功能;空间材料;多波段吸波;热控

０　引　言

随着各类航天器的广泛应用和各国对外太空资源争夺加剧,各国多采用发射航天器来获取更大的制

胜权.然而,航天器的运行轨道固定且长时间受到太阳光的照射,因而极易被探测、跟踪、侦查和监视,
因此,航天器的安全面领着日益严峻的威胁.目前,针对航天器的监视和侦察手段包括雷达探测和光学

探测[１].
雷达观测一般采用脉冲精密测量雷达或相控阵雷达.地基雷达由于受到地面杂波、大气损耗以及自

身功率和工作波长的限制,一般很难实现对远距离小型目标的探测;天基雷达由于不受地球大气的影响,
侦察能力优于地基雷达.

光电望远镜是光学探测的主要设备,由望远镜和光电探测器组成.光电望远镜能收集空间物体的反

射光谱,作用距离远,能够对中高轨道上的航天器实施探测.光学测量在卫星的探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雷达探测的局限性进行了弥补,也是目前更新空间目标数据库高轨道航天器的主要手段.

在航天器探测手段不断进步的大背景下,研究航天器隐身技术对于打破现有的攻防格局,提高航天

器系统的生存能力和工作效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除了外形设计隐身之外使用吸波材料是卫星外形隐身最重要的手段.与一般场景使用的吸波材料不

用,航天器上所使用的吸波材料由于包覆在航天器外表面,长时间暴露在空间环境中,必须具备良好的

空间环境稳定性.空间环境威胁主要包括长时间的紫外辐照、原子氧侵蚀、高能质子和电子辐照,以及

空间碎片的撞击等[２].与此同时,航天器外包覆着各类热控材料.为最大限度地降低包覆或涂层材料给航

天器增加的额外载荷,兼具吸波功能、热控功能和良好空间环境稳定性等多功能的吸波材料应运而生,
并在众多重要领域广泛应用.

本文结合相关应用需求,综述了国内外功能一体化吸波材料的研究现状,着重介绍了本课题组在光

学透明雷达吸波材料和兼具良好隔热功能的可见 雷达兼容吸波材料方面的研制进展.

１　吸波材料的分类

按照吸波材料设计和实现形式,根据吸波材料中是否含有人工单元结构,吸波材料可以大体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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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即材料型吸波材料和结构型吸波材料.
材料型吸波材料是指依赖于材料的本征电磁特性来实现阻抗匹配和能量损耗的一类吸波材料.材料

型吸波材料主要通过设计材料成分配比、晶体结构、组织结构来调控电磁波吸收.根据损耗机制,材料

型吸波材料可分为介电损耗型 (如碳化硅[３])、磁损耗型 (如铁氧体[４])和欧姆损耗性 (如导电碳材

料[５]).图１给出了几类典型的材料型吸波材料的吸波性能,可以看到,利用超薄厚度的材料型吸波材料

实现超宽频吸收仍存在很大的挑战.

图１　典型材料型吸波材料的吸波性能

结构型吸波材料也称吸波超材料,它是由亚波长尺寸的 “人造谐振单元”组合而成的人工材料,最

早由 Landy等人[６]于２００８年首次提出.超材料具备天然材料所不具备的电磁响应特性.超材料的性能取

决于单元结构和入射电磁波的相互作用.合理的 “人造谐振单元”设计可以对超材料的等效电磁参数进行

调控.超材料的出现为吸波材料的设计提供了全新的思路[６８].
吸波超材料通常由介质材料、频率选择表面和金属背板组合而成,如图２所示.频率选择表面即为所

设计的亚波长尺寸的 “人工原子”.这种吸波材料的工作性能取决于人工结构对入射电磁波的调控作用,
合理地设计人工亚波长单元的形状和尺寸可以调控吸波材料的匹配特性和损耗特性.吸波超材料一般工

作原理为:当电磁波进入到吸波超材料内部时,所有的电磁波将被金属背板全部反射,反射电磁波与入

射波相互叠加,若此时在叠加后电磁波电场最强的位置存在一阻性损耗屏,在磁场最强的位置引入磁损

耗,则可以对电磁能量进行有效的损耗.同时,若介质材料本身存在明显的磁损耗和介质损耗特性,电

磁波也将在介质材料内部进行损耗.根据介质材料的特性,合理地设计人工亚波长单元的形状和尺寸可

以有效地缩减吸波材料的厚度、拓宽吸波材料的吸收频带.

图２　吸波超材料的结构示意图

材料型吸波材料和结构型吸波材料各有优势,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从使用的角度来说,材料型

吸波材料可以以涂料形式涂敷在物体表面使用,适用于任意形状的物体表面,且容易满足小型化使用条

件;而结构型吸波材料通常是固定或包覆在目标物体表面,结构过于复杂的物体表面不适合使用.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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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角度来说,材料型吸波材料通过调控材料的成分和微观组织结构来实现特定的吸波性能.因此,材料

型吸波材料极大地依赖于材料的本征属性,而且不同性能的影响因素会相互牵制甚至背道而驰,不利于

实现复合功能.结构型吸波材料是人工设计的单层或多层结构,亚波长尺寸的人工周期单元结构 (也称

人工谐振单元)的构建是其设计的核心.这种基于人工结构的吸波材料更容易实现 “宽、薄、轻、强”
的性能目标,且通过融入人为设计因素,通过组合合适的材料和人工谐振单元,更易于实现多功能一

体化.
本课题组基于超材料的设计思想,多年来致力于功能化吸波材料的研制与应用研究工作,目前建立

了成熟的设计 制备 应用考核研发体系,针对光学透明雷达吸波材料和兼具良好隔热功能的可见 雷达兼

容吸波材料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２　光学透明吸波材料

航天器上光学部件 (如太阳电池板、光学探头等)所使用的吸波材料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吸波材

料要具备良好的吸波性能;另一方面,吸波材料要同时具备较高的可见光透过率,以保证光学部件维持

正常工作.
近年来,具有光学透明性的微波吸收器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受Salisbury和Jaumann吸波结

构的启发,研究人员首先采用了整个透明导电膜来实现光学透明的吸波材料[９１２].然而,由于四分之一波

长的限制,大厚度或窄带宽都无法满足应用需求.随后人工周期结构被引入开发光学透明吸波材料.

Chen等人[１３]基于随机编码方法,设计了具有宽带低反射率的超薄透明超表面.尽管反射明显减少,但透

过的大部分能量造成了电磁波的二次散射.同时,利用水的电磁特性,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水

基透明吸波超材料[１４１５].但是,受密度大、流体特性和工作温度范围窄的限制,水基透明吸波材料在实

际应用中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实现 “轻” “薄” “宽吸收”不足的问题,研究人员基于超表面的设

计开展了大量工作.Zhang等人[１６]提出了一种具有周期性 “风车形”超表面的吸波材料.该材料可以吸收

８３~１７４GHz波段的微波能量并透射可见光.Hu等人[１７]还报道了一种由直立式闭环谐振器组成的光学

透明吸收体,它可以在三个窄带中实现近乎完美的吸收.
本课题组以石英玻璃为基材,已开展多年超薄超宽带透明吸波材料的设计与制备研究工作,目前能

实现多种超薄超宽带透明吸波结构设计并通过实验测试.相关研究成果的性能参数如表１所示.图３给出

了四层光学透明吸波材料的实物照片和实测结果.结果表明,该光学透明吸波材料能够在整个 ２~１８
GHz频段内实现优于１０dB反射衰减,可见光波段的透过率整体高于７０％.

表１　上海硅酸盐所开发的石英基透明吸波材料的性能参数

类别 １０dB吸波频带/GHz 厚度/mm 可见光透过率

四层 ２~２０ １３２ ７０％

三层 ２４~１８ ９１ ７５％

两层 ４~１８ ６２ ８０％

该透明吸波材料使用温度范围宽,具有优异的耐高温、耐热震性能,膨胀系数低.同时,该类基材

耐酸性腐蚀,光学性能优异,能透过紫外线,可见光和红外线,同时硬度高、抗磨损性能突出,能在复

杂的空间环境下稳定工作.同时,由于石英材料良好的空间环境稳定性,该透明吸波材料可同时作为航

天器太阳电池板的保护层.
为满足轻量化和超薄特性要求,本课题组设计并制备了以有机玻璃为基材的透明宽频透明吸波材料.

有机玻璃基材的透明吸波材料的优势在于,其密度小、质量轻,有机玻璃的密度仅为１１８g/cm３,应用

于隐身物体表面时不会引入较大的附加载荷.同时,这类吸波材料具有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尤其是抗

冲击的能力较优.此外,有机玻璃基材的可见光透过率高,能达到９２％.该宽频透明吸波材料厚度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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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制的２~１８GHz超宽频光学透明吸波材料的实物照片与实测结果

４mm,能在整个６~１８GHz频段实现大于９０％的吸收,其最大反射衰减可达２３dB.制备所得到的透明

吸波材料在整个可见光频段的透过率能达到６０％以上,最大透过率在５５０nm 波长处可达７８％.同时,

通过在有机玻璃基材表面进行了特殊处理,该材料能具备良好的空间环境稳定性.

进一步地,本课题组设计并制备了一种柔性宽频透明吸波材料,其厚度仅４mm[１９].图４所示的实测

结果表明,该柔性透明吸波材料不论是在弯曲还是平铺状态下,均能在整个 ６~１６GHz频段实现大于

９０％的吸收;同时,实验评价了该吸波材料在 TE和 TM 极化条件下,以及０°至６０°斜入射条件下的吸波

性能.结果表明,该吸波材料均能保证良好的吸波性能.实验结果与仿真设计结果保持了高度一致.同

时,该透明吸波材料实测可见光透过率最高能达到８０％.通过模拟真实使用场景,实验将该透明吸波材

料置于太阳能电池上评价其对太阳电池片光电转换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覆盖了该透明吸波材料后,

太阳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绝对值仅下降了１％,表明该材料具备较好的实用前景.

图４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制的柔性透明吸波材料的实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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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热控一体化吸波材料

随着探测手段的多样化和功能集成化,热控一体化的多波段兼容吸波材料应用需求日益增加.Yang
等人[２０]发现,BaTiO３/聚苯胺和 BaFe１２O１９/聚苯胺复合材料在红外和微波波段均具有高吸收率.类似地,

Hosseini等人[２１]开发的 SrTiO３/BaFe１２O１９/聚苯胺吸波材料能够在１０~４０μm 和８~１２GHz范围内同时

具备高吸收特性.
本课题组经过多年攻关,针对航天器用吸波材料应用需求,成功研制了一种兼具微波吸收、可见光

吸收与隔热功能的柔性宽频吸波材料 (以下简称 “柔性一体化吸波材料”),如图５所示.
该柔性一体化吸波材料包覆在航天器外表使用,能够在整个８~１８GHz波段实现优于１０dB 的反射

衰减,在可 见 光 波 段 的 吸 收 率 整 体 高 于 ９６％.该 材 料 自 然 状 态 下 的 厚 度 为 ２４ mm,面 密 度 为

０１７g/cm２.同时,经过系统的空间环境地面实验考核表明,该柔性一体化吸波材料能够通过真空紫外

辐照试验 (剂量约 ５×１０５J/cm２)、原子氧辐照试验 (剂量约 ６×１０２３atom/m２)和高低温老化试验

(－１９６~２００℃,２００次循环),具备良好的空间环境可靠性,能够满足中低轨航天器上不低于一年的使

用寿命要求.
同时,本课题组设计研制了一种超轻超宽频的多波段兼容吸波柔性包覆材料设计.该吸波材料可在

２~１８GHz波段实现不大于１０dB 的反射衰减,可见光波段的吸收率整体高于９６％,并同时具备良好的

隔热性能.同时,该超宽频柔性包覆吸波材料的设计面密度小于 ０１g/cm２,综合性能显著优于同类

材料.

图５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制的一种兼具微波吸收、可见光吸收与热控功能的柔性宽频吸波材料的实物照片和实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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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展望

本文综述了航天器用多功能一体化吸波材料的功能需求和国内外研究进展.重点介绍了本课题组近

年来基于设计 制备 应用考核的研发体系,在光学透明雷达吸波材料和兼具良好隔热功能的可见 雷达兼

容吸波材料方面取得的良好进展.介绍了具备宽频吸收、轻质超薄以及良好的空间环境稳定性等优点的

多功能一体化吸波材料.
航天器用吸波材料未来值得进一步开展研究的方面包括:１)进一步考核航天器用吸波材料的空间材

料稳定性,评价在综合空间环境老化试验后材料吸波性能的退化情况.通过工程化应用与试验工作,建

立更完备的航天器用吸波材料数据库.２)面向更具体的需求,开发轻质和具有良好空间环境稳定性的航

天器用集成式热控 吸波一体化材料,通过航天器外各类涂层的协同设计,实现一体化包覆,降低航天器

包覆材料的整体重量、厚度和装配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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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ircharactersareillustratedItsdemonstratedthat metamaterial microwaveabsorberi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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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频激光雷达测量技术及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

刘　柯　缪寅宵　朱　浩　郭天茂　宋金城　郭力振　张容卓

北京航天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

摘　要　介绍了调频式激光雷达、调频连续波测距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关键技术,介绍了国内外调频

激光雷达的研究现状,详细介绍了目前激光雷达三维扫描测量技术在国内外航空航天等先进制造领域的

应用现状,并展望了该测量技术未来的研究发展趋势.

关键词　调频式激光雷达;调频连续波测距;三维扫描测量;先进制造

０　引　言

调频激光雷达测量技术属于仪器科学与技术领域,是一种高端几何量精密测量技术,能够解决大型

复杂零部件几何参数测量精度低、测量速度慢的问题[１].以往对大型零部件几何参数的测量主要依靠激光

跟踪仪、摄影测量技术以及大型三坐标测量机等.激光跟踪仪工作时需要将反射靶球作为合作目标放置

在被测零件表面,在一些操作者无法放置反射靶球的场合不能工作;摄影测量技术需要在被测工件表面

粘贴反光标志点,并且其测量范围和测量精度相互制约,为了在进行大型零部件测量时获得较高的精度,

需要在多站位多次测量,效率较低,且无法应用于测量人员和设备无法靠近的场合;大型三坐标测量技

术虽然精度高,但只能进行单点测量,测量效率低,并且无法获得零部件三维形貌信息.相比之下,调

频激光三维形貌测量技术具有测量范围大、精度高、非接触、非合作目标、扫描速度快、自动化程度高

等特点,在解决火箭燃料储箱加工误差分析、大型飞机装配精度评价、船舶潜艇螺旋桨制造精度评估、

风力发电机叶片制造误差测量等超大尺寸表面三维形貌快速精密测量、大型设备整机装配测量、人工无

法到达的特殊现场条件下的几何参数测量等问题时有显著优势,具有其他仪器不可替代的作用.

１　调频激光雷达工作原理及关键技术

１１　调频激光雷达工作原理

调频激光雷达自身建立球坐标系,通过扫描的方式对目标进行测量,如图１所示.坐标系原点位于方

位、俯仰扫描轴的交点.测量时,目标与原点之间的距离R 由激光测量得到,角度坐标由测距光束的方

位角 (Hz)和俯仰角 (V)来表示[２].通过二维扫描即可获得被测目标表面各点的空间球坐标.利用球

坐标与直角坐标之间的转换关系,就可以在直角坐标系下得到被测目标各点的三维坐标.距离测量采用

调频连续波 (FMCW)激光测距技术,有效提高了距离测量精度.

激光雷达测量得到目标的球坐标 (R,Hz,V),将球坐标转化到直角坐标系即可得出目标点的三维

坐标值 (x,y,z)

x＝Rsin(V)cos(Hz)

y＝Rsin(V)sin(Hz)

z＝Rcos(V)

ü

þ

ý

ï
ï

ï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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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激光雷达测量坐标系示意图

为了方便测量,激光雷达扫描仪中通常配有两种激光.一种用作指示当前扫描的位置,通常为可见

光;一种为测量激光.常用的测量激光通常选用１５５０nm 波长的激光.该波长的激光已经广泛应用于激

光通信领域,相关技术、器件成熟,对人眼安全,而且在空气中衰减较小.测量光和指示激光通过调焦

光学系统耦合后出射.对于不同距离的被测目标,通过调焦使测量光在目标表面汇聚,提高信噪比.精

密伺服三维扫描系统驱动扫描反射镜,改变测量激光的出射方向,通过扫描对目标进行测量,其结构原

理如图２所示.

图２　激光雷达测量系统原理结构

１—扫描反射镜;２—伺服马达;３—俯仰角度光栅;４—方位角度光栅;５—调焦透镜组;６—透镜调节装置;７—CCD相机;

８—分光镜;９—基准光纤组;１０—光耦合器;１１—红光激光器;１２—红外光激光器;１３—处理电路

１２　调频激光测距工作原理

调频激光测距原理如图３所示.可调谐激光器在调制信号的控制下,发出频率连续变化的测量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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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测量激光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参考光,另一部分通过光学系统出射至被测物体[３].

图３　调频激光测距原理示意图

激光器经过调制后,其输出光频率与时间的关系为:

f (t)＝f０＋ (B/T )t (２)
式中　f０——— 激光的中心频率;

B——— 调制带宽;

T——— 调制周期;

t——— 时间.
激光器在t０时刻发出的光频率为f１,经过时间τ后从目标返回,在这一时刻,激光器发出的光频率

为f２,即参考光的频率为f２.测量光与参考光之间存在频率差,叠加干涉后得到拍频信号IF.发出的测

量光频率和返回后的频率与时间的关系如图４所示.

图４　线性调频连续波信号拍频原理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测量距离与拍频信号IF的频率之间为一一对应的关系,其大小为

fIF＝τ２B
T

(３)

τ为激光飞行时间,因此目标与测量系统之间的距离可以表示为

R＝
Tc
４BfIF (４)

式中,c为光速.通过精确测量拍频信号的频率fIF,即可测的距离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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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调频激光雷达所涉及的关键技术

１３１　连续波线性调频激光器设计技术
线性连续调频激光器作为线性调频连续波激光测距系统的发射源,其性能直接影响距离测量的精度.

根据线性调频连续波激光测距系统的测量原理,其调谐范围Ω 与测量固有误差ΔR 成反比,如下式所示

ΔR＝cη/２Ω (５)
式中,c 为光速,η为信号细分数,可见调谐激光器的调谐范围是线性调频连续波激光测距系统绝对距离

测量精度的关键性指标.波长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器按结构划分主要有外腔半导体激光器,多电极半导体

激光器,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等.外腔半导体激光器具有很窄的激光线宽,较高的输出功率,较宽的调

谐范围,并且具有很宽的连续无跳模范围,因此可以作为线性调频连续波激光测距系统的激光光源.

１３２　高灵敏光电探测元件及接收电路设计技术
为实现对非合作目标的精确测量,需要设计高放大倍数、低噪声的接收电路.一般接收普遍使用

APD 作为感光探测器,APD 体积较小,内部雪崩使得光电流增益大幅提高,暗噪声较小,可以提高探测

信噪比,使得作用距离大幅提升.经调研,国外星载激光探测系统使用的 APD 探测灵敏度为国内能够购

买到型号的５倍左右,而且通过先进的微电子技术,在敏感元件内部集成了局部主动温控系统,具有极

佳的光电探测性能和环境适应性,为后续的电路设计降低了难度,在噪声水平控制技术上优于国内,或

者说在同样的激光能量水平上可以实现几倍的探测距离.因此,在关键的核心元器件来源及接收电路的

设计上,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１３３　调频信号的非线性校正技术
调频激光测距系统要求激光器输出的频率与时间成线性变化,而且线性度越好,测量精度越高.由

于实际激光输出频率与调制信号存在非线性,调频信号的非线性测量校正技术是决定线性调频连续波激

光测距系统能否实现高精度测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技术.目前主要的非线性测量校正方法有光谱仪

测量校正方法、光路采样测量校正方法、信号处理拟合测量校正方法.其中光谱仪测量校正方法可称为

硬件检测校正法,可直接对激光器输出波长进行测量,后两种都是通过光路中的拍频信号来反算激光输

出频率,属于间接测量方式,其测量与校正方法的校正能力有限.如何通过非线性测量校正实时补偿调

频信号,提升拍频信号解调有效分辨率,是调频激光雷达研究中的核心关键技术.

２　调频激光雷达测量技术国内外研究及应用现状

２１　调频激光雷达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用于大尺寸构件自动化测量的激光雷达的生产厂家主要是美国的 Metris公司 (现已被日本

Nikon收购),其生产的激光雷达系列产品有 MV２２４、MV２６０、MV３３０、MV３５０等,其中典型的 MV２６０
激光雷达的性能参数见表１.

表１　MV２６０激光雷达性能参数

型号 MV２６０

测量范围 １~６０m

空间坐标测量不确定度 １０＋１０μm/m

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的支持下,北京航天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开展了高精度调频激光

雷达研究,针对航天、航空、核电、高铁、船舶等领域大型结构件形状位置公差测量需求,攻克了大范

围窄线宽线性调频激光产生、线性调频激光测量信号高精度解调及线性连续调频激光器非线性实时校正

等关键技术,研发的高精度激光雷达扫描仪成功应用于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等国家重大型号中,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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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平台箭体对称度测量等多项现场测量难题.
研制的调频激光雷达测距范围１~５０m,水平测角范围±１８０°,垂直测角范围±４５°,距离测量精度在

２m 处可达００２mm,５０m 处可达０３mm,水平角和垂直角度测量不确定度U＝１″,测量速度１０００
点.经第三方异地测试表明,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技术水平,仪器外观如图５所示.

图５　国产调频激光雷达样机

２２　调频式激光雷达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现状

由于目前市场上调频激光雷达产品只有日本 Nikon一家,造成仪器价格昂贵 (单台价格在５００万以

上),也使得调频激光雷达作为一种高端仪器,在世界各国总量并不多,其应用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等重

点科技领域,其典型应用如下.

２２１　激光雷达在大尺寸零部组件空间几何参数测量中的应用
俄罗斯航天局采用 Metris调频激光雷达 MV２２４作为测量手段,目前拥有的激光雷达的数量为 １１

台.在航天大型件的几何参数测量中的应用主要有天线展开的金属面的测量,在金属表面布置１０００００个

点进行实际测量;以及天线的水平角和俯仰角等几何量的测量[４].其工作效率高于经纬仪系统、激光跟踪

仪以及摄影测量系统.图６为实际天线表面形变的检测实例,检测结果如图６所示.在室外环境１０℃的

条件下在半径为５００mm 的天线表面布置１００００个点进行测量,所用到的工具球 (转站)为８个测量模

式.测量得到较高的精度,均方误差为０８３mm.每一片段的变形量测量误差为０７８mm.

图６　天线表面形变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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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雷达作为一种自动化非接触测量方案还被用于空间卫星表面反射镜蜂窝状零件表面的形变测量,
如图７所示,该激光雷达设备由 METRIS公司提供,型号为 MV２２６.

图７　反射镜表面结构测量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激光雷达用于航天飞机外储箱的测量,被测量的外储箱的长度为４７m,
直径为８５m.采用 MV２２６激光雷达测量外贮箱表面变形,如图８所示.

图８　外储箱表面点云以及测量结果

在航空大尺寸零件测量领域,激光雷达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欧洲空客公司使用激光雷达对 A３８０反

推系统的质量进行检测.使用单个激光雷达对 A３８０反推系统的蒙皮表面进行型面检测,检测时间为６０
分钟.检测时将反推系统安装在具有多自由度的升降车上,使用升降车完成多角度反推系统的检测,如

图９所示.

图９　激光雷达反推系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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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公司将激光雷达用于检测７８７机身段蒙皮,如图１０所示,通过检测机身段表面４００００的点比较

这些点实际位置与理论位置的偏差.在检测时使用３台激光雷达,共需花费６小时时间.波音公司曾使用

激光跟踪仪完成相同的检测任务,以便于跟激光雷达进行效率的比对,结果共花费８小时,使用４台激光

跟踪仪,有２８个人参与测量.

图１０　激光雷达安装布局图以及点云测量结果

SpiritAerosystems公司应用 MV２６０激光雷达系统检测机头蒙皮外形,如图１１所示,目标是利用激

光雷达的自动测量功能检测蒙皮上的１２００个表面点 (从CAD模型选取),从而缩减流水线的检测时间.
在检测时将 MV２６０固定在某个位置,将机头放置在一个可以旋转的型架上.通过旋转型架使得蒙皮得到

全部测量.测量结果表明使用激光雷达设备和SA软件使得整个流水线的检测时间缩减７０％,测量精度远

好于原有的测量工艺,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从原有４人减少到１人.

图１１　机头蒙皮外形雷达测量和多角度蒙皮测量结果

日本三菱重工将激光雷达 MV２２６应用于７８７复合材料机翼盒段结构检测,７８７翼盒段由日本三菱重工生

产,相比以往飞机波音７８７机翼翼盒采用CFRP复合材料,被检测的机翼翼盒跨度达６０m,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波音７８７机翼翼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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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音公司利用激光雷达进行７８７机翼蒙皮切割测量.图１３为７８７机翼蒙皮生产在线３D测量现

场,通过将２台激光雷达放置在水切割龙门架上以便边切割边测量,从而在检测时形成自动化闭环系统.

图１３　蒙皮制造过程中的检测

波音公司利用激光雷达进行７８７机翼蒙皮切割测量时应考虑设置公共点的数量和位置,以便使得多台

设备和多个位置测量结果保证在同一坐标系中合并运算.为减少测量数据统一过程中的误差,设置了２０
个公共点.使用不涨钢柱支撑公共点,使用SA (SpatialAnalyzer)软件中的 USMN 功能,此功能可帮

助操作者将所有测量点统一在同一个坐标系中.使用激光雷达有如下优点:

１)激光雷达的使用使得７８７机翼蒙皮的切割实现了自动化测量,并且此系统工作稳定;

２)激光雷达系统测量三维数据与龙门架控制系统实现了数据自动交换,形成一个闭环系统;

３)此项技术为实现一些大型复杂部件的三维自动化测量提供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
空客公司使用激光雷达对空客 A３８０机翼进行检测,与波音７８７类似,空客 A３８０的机翼也是采用复

合材料制成.在检测时使用由１台 MV２６０激光雷达组成的系统检测 A３８０机翼的定位孔和曲面结构.从

传统的激光跟踪仪检测工艺转变成激光雷达工艺为空客公司节省７０％的时间,大大缩短了检查时间,如

图１４所示.

图１４　A３８０机翼测量

另外,空客公司还使用激光雷达作为最终测量手段来检测机身段上的连接点和机身内部的多个关键

点.在进行这项测量之前,曾尝试使用摄影测量的方法,在完成相同的测量任务下,摄影测量消耗２０个

小时,并投入了２个操作人员,而激光雷达花费不到１个小时的时间,操作人员为１人.因此空客公司毅

然决然地采用激光雷达作为 A３８０机身段的检测手段,如图１５和图１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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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激光雷达检测

　　　　　
图１６　摄影测量检测

２２２　激光雷达在数字化装配定位测量中的应用
在美、俄等航天航空发达国家,基于调频激光雷达的测量技术已发展多年,在航天航空领域总装测

量中已得到良好的应用.

２００８年,NASA将 MetrisMV２６０激光雷达用于固体火箭助推器与火箭的对准装配以及固体火箭助

推器与航天飞机的对准装配,提高了装配精度和装配效率[５],应用现场如图１７和图１８所示.

图１７　美国航天飞机 图１８　用于装配的激光雷达

欧洲空客公司大量使用激光雷达完成飞机装配检测,如德国汉堡工厂在 A３８０ 机身对接中,使用

MV２６０激光雷达精确测量对接的链接位置,并使用了 Brunson公司的可升降支架,SA 软件的测量结果

显示了垫片的实际位置以及偏差,如图１９和图２０所示.

图１９　激光雷达机身段对接 图２０　SA软件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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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些单位也引进了一些调频激光雷达设备,包括北京航天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西安飞机制造

厂、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中国卫星制造总厂等.北京航天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开展了 LR２００型激光雷达

测量应用研究,开发了多测量系统坐标系转化靶标,并应用在卫星产品的装配、网状天线装配面型、位

置公差测量中;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也引进多台美国 Metris公司生产的 MV３３０激光雷达,开展了

卫星总装测量研究与应用.

２２３　国产调频激光雷达在大型运载火箭垂直装配现场测量中的应用
北京航天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使用自研的调频式激光雷达完成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首飞前现场测试

任务.在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过程中,按照新 “三垂”方案进行总装、测量和转运,其中 “垂直测

量”环节,通过使用高精度激光雷达扫描仪对箭体轮廓进行快速高密度点云扫描测量,并通过数据拟合、
与设计模型进行比对分析,完成助推级与芯级对称度、支撑臂支点水平度及在发射坐标系中的精确定位

等测量分析任务,解决了航天重大型号首飞前现场的计量测试难题.测量现场及扫描点云轮廓如图２１和

图２２所示.

图２１　国产激光雷达应用于大型运载火箭垂直装配现场测量 图２２　国产激光雷达应用于大型运载火箭垂直装配测量结果

　　 　

３　调频激光雷达研究发展趋势

作为一项新技术,调频激光雷达研究应用中也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软件对点云数据处理速度较慢,
大型零件要多次转站测量,对作业人员要求较高,设备体积大使用不便等.今后调频激光雷达的研究和

发展方向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进一步优化系统硬件,提高激光雷达扫描仪的测量速度、精度以及系统可靠性;完善软件功能,
提高点云处理速度和精度,拓展应用领域.

２)设计软件接口,与其他测量系统,如惯组、GPS、自主移动平台等深度融合,扩展设备功能,实

现扫描点云数据的自动拼接,提高工作效率.

３)仪器小型化、接口化网络化,使其更容易与工业机器人、无人机整合,使其能够在先进制造、复

杂环境智能测量等领域发挥更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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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随着国家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计划的推进实施,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的理念深化融入各行各业,工业

４０、智慧工厂也不断建设发展,目前代表非合作目标大尺寸测量最高水平的调频激光雷达测量技术,以

其精度高、效率高、功能强的技术优势,以及国产化激光雷达成熟后的成本、服务优势,将在航空航天

等先进制造领域得到更加广泛的普及应用;高端制造行业的应用需求也将促进国内外调频激光雷达研究

向着小型化、智能化、网络化的趋势发展,与先进制造、智能制造的发展结合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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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ModulatedLaserRadar
MeasurementTechnologyandApplicationinthe

Field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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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Li zhen,ZHANGRong z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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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basicworkingprinciplesandkeytechnologiesofFrequency Modulated (FM)Laser
RadarandFMcontinuouswave(FMCW)rangingareintroducedTheresearchstatusofFMradarathome
andabroadisintroducedThecurrentapplication status oflaserradar３D scann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inadvanced manufacturingfieldssuchasdomesticandforeignaerospaceisintroduc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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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酰亚胺复合基板耐原子氧表面改性研究

谷红宇１　许文彬２　吕少波１　李昊耕１,３　章俞之１,３　张　涛１　宋力昕１,３

１中国科学院特种无机涂层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２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３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与光电研究中心

摘　要　聚酰亚胺复合基板是航天器太阳电池翼的关键部件,但存在于低地球轨道的高活性原子氧,

使暴露在外的聚酰亚胺表面发生强烈的氧化与侵蚀,直接导致航天器部件功能失效.本论文基于我国低

轨航天器对耐原子氧聚酰亚胺复合基板的应用需求,采用硅烷化表面改性技术对聚酰亚胺复合基板开展

了耐原子氧防护研究,着重讨论了其耐原子氧性能,并对表面改性后的组成进行了分析,同时考核了其

空间环境适应性能.研究结果表明,硅烷化表面改性聚酰亚胺复合基板经过原子氧总累积量７８３×
１０２２atom/cm２ 地面模 拟 试 验 后,平 均 质 量 损 失 率 约 为 ０２３％ 左 右,耐 原 子 氧 性 能 优 异.除 此 之 外,

３M６１０胶带粘贴法测试原子氧防护层无明显脱落,－１００~＋１００℃温度范围１０００次冷热循环后无明显

裂纹,具备优异的结合力和耐冷热交变性能.
关键词　聚酰亚胺;原子氧;表面改性

０　引　言

太阳电池翼是很多在轨航天器的唯一能源,是航天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应用场景与需求,航天

器会选用包括刚性或柔性在内的不同太阳电池翼方案.然而,不论刚性还是柔性太阳电池翼,聚酰亚胺

薄膜都因其优异的综合性能,应用在了电池翼基板的关键部件中,是保证在轨航天器正常工作不可或缺

的材料[１２].

然而,在低地球轨道 (Lowearthorbit,LEO)空间环境中存在大量高活性的原子氧 (Atomic
oxygen,AO)[３],对暴露在太阳翼外表面的聚酰亚胺产生了强烈的氧化与侵蚀.以公认的原子氧对未经

防护措施保护的聚酰亚胺的侵蚀速率３０×１０－２４cm３/atom 进行计算[４],５０μm 厚的聚酰亚胺薄膜在LEO
环境中暴露３个月左右将被全部剥蚀,造成严重的质量损失和性能衰退,可直接导致航天器部件失效.因

此,面对原子氧的空间环境威胁,提升聚酰亚胺对原子氧的耐受性对保障空间飞行器在LEO的正常工作

来说至关重要[５７].

目前,提升聚酰亚胺的原子氧耐受性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分别为体材改性和增加表面防护涂层[８].

体材改性通过在聚酰亚胺的分子结构中引入特定元素或基团,赋予了聚酰亚胺基膜耐原子氧的功能.然

而,这种整体改变聚酰亚胺的组成结构的方法对聚酰亚胺基体原有力学性能影响较大,且难以形成连续

致密的原子氧惰性结构[９１０].采用表面防护涂层的方法能够把聚酰亚胺基体的优异性能与涂层自身的防护

性能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同时也是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防护方法[３,１１１２].但是,在加工、储运和复杂空

间环境多因素协同作用的使用过程中,因涂层本身的脆性及与基底粘附性、匹配性差等原因,容易产生

脱落、裂纹等缺陷,导致原子氧从缺陷处加速掏蚀基体聚酰亚胺,引起装备失效.
为了解决表面涂层与基体的结合性问题,表面化学改性通过化学键合的方式在聚酰亚胺表面层植入

Si基团,形成Si基团含量由表向里递减的梯度渐变层,并转化为Si氧化物实现原子氧防护,兼具体材改

性结合力好和表面涂层不影响聚酰亚胺基体性能的优点,成为制备耐原子氧聚酰亚胺的重要技术.中国

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基于量子化学计算与实验结果,开发了湿法硅烷化表面化学改性新技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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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化学法在聚酰亚胺表面/亚表面植入Si基团的梯度渐变层,形成了附着性强、耐热循环的空间环境因素

的稳定表面.本论文即针对以该技术研制的耐原子氧聚酰亚胺复合基板进行研究.

１　样品及测试

１１　聚酰亚胺复合基板及其表面改性

本论文采用的柔性基板结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图２为经湿法硅烷化表面化学改性后的聚酰亚胺基

板,其外观和改性前无明显变化.

图１　航天器柔性太阳翼基板结构组成图

图２　表面改性后的聚酰亚胺复合基板

１２　测试取样及测试方法

本论文用来测试的样品裁样区域如图３所示的左下、中心和右上区域,分别标记为１＃、２＃、３＃.
本研究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结合X射线能谱分析对样品的表面形貌和组成进行分析,采用３M６１０胶带粘

贴法测试原子氧防护层附着力,采用真空 紫外辐照设备进行了真空紫外辐照试验,采用高低温度循环设

备进行了冷热交变试验.

图３　表面改性聚酰亚胺复合基板测试取样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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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表面改性层材料性能

使用扫描电镜结合X射线能谱分析分别对三个样品进行组成分析,结果表明:原子氧防护层表面硅

含量分别为１１０at％、１１４at％、１０５at％,Si深度大于６００nm.其典型的表面能谱图和Si深度分

布图分别如图４和图５表示.

图４　表面改性聚酰亚胺复合基板的 X射线能谱图

图５　表面改性聚酰亚胺复合基板表面Si深度分布图

３M６１０粘贴试验表明,粘贴后未见明显脱落,SEM 测试Si含量未见明显降低.此外,经１００次 (弯
折半径０５mm)弯折试验后,SEM 测试表面无明显裂纹.

图６　表面改性聚酰亚胺复合基板粘贴试验后表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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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试验

本研究中地面原子氧模拟试验原子氧累积剂量为７８３×１０２２atom/cm２,相当于空间站１５年在轨辐照

剂量.原子氧暴露试验后,对试样的质量损失进行了测试.３ 个试样的质量损失率分别为 ０３５％、

０３１％、００２％,图７以１＃表面改性试样为例给出了表面改性后聚酰亚胺基板的质量损失与 Kapton型

聚酰亚胺每平方厘米的理论质量损失随累积剂量的变化曲线对比.结果表明经湿法硅烷化表面改性后聚

酰亚胺复合基板具有优异的耐原子氧性能.另外,在原子氧试验过程中也发现表面改性后聚酰亚胺基板

不耐硬物磨损,对此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也开发了相应的抗原子氧耐磨涂层以及修补用耐原子

氧防护涂层.

图７　原始聚酰亚胺以及表面改性后的聚酰亚胺复合基板在原子氧地面模拟试验的质量损失随累积剂量的变化曲线图

除原子氧效应外,航天器在低地球轨道中运行还会受到紫外线、冷热循环等其他空间环境效应的影

响.对于空间紫外辐照的影响,本研究使用真空紫外辐照地面模拟设备对表面改性聚酰亚胺复合基板紫

外辐照条件下的质量损失进行测试分析,测试剂量达到了３０００ESH.测试结果表明,经新湿法活化硅烷

化工艺处理的大聚酰亚胺复合板在经受 UV 辐照后无明显的质量损失.除了紫外辐照的影响,对于有表

面防护的聚酰亚胺还需要重点考虑其耐冷热交变的能力.航天器表面温度的变化范围约为－８０~８０ ℃
(热循环,每天约１６次),这种热交变过程可能会引起材料的热疲劳,影响其性能,对材料与原子氧之间

的相互作用产生不良影响.本研究利用高低温试验箱对表面改性聚酰亚胺复合基板的耐冷热交变性能进

行了地面模拟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在－１００~＋１００ ℃范围内,经过１０００次冷热循环后,试样无裂纹,

表面改性聚酰亚胺复合基板具有优异的耐冷热交变性能.

４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中经湿法硅烷化表面改性后聚酰亚胺复合基板表面形成了复合Si的梯度层,在使基板具有优

异的耐原子氧性能的同时,也具备良好的耐紫外辐照及耐冷热交变的能力,有望应用在低地球轨道航天

器的表面.未来的研究重点将集中在大面积表面改性基板的研制,及提高改性效果一致性与改性质量的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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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polyimidecompositesubstrateisthekeycomponentofsolararrayofspacecraft,but
hasbeensufferedintenseoxidationanderosionduetothehighlyactiveatomicoxygen(AO)inthelow
earthorbit (LEO),whichleadtothefunctionfailuresInthis paper,based on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of Chinas LEO spacecraftfor AO resistantpolyimidecompositesubstrate,the AO
resistancepropertiesofsurfacesilanizationmodifiedpolyimidecompositesubstratehasbeenemphatically
discussedandstudied,andthecompositionaftersurfacemodifiedhasbeenanalyzed,togetherwiththe
assessmentoftheadaptiveperformanceofspaceenvironmentTheresultsshowthattheaveragemass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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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ofthesurfacesilanizationmodifiedpolyimidecompositesubstrateisonly０２３％ after７８３×１０２２

atom/cm２fluenceofAOingroundsimulationtestInaddition,thereisnoobviousfalloffoftheAO
resistantlayerafterthe３M６１０tapeadhesiveexperiment,noobviouscracksafter１０００timesthermal
cyclingbetween－１００~＋１００℃,whichrepresentexcellentadhesionandcold/hotresistanceproperties．

Keywords　Polyimide;Atomicoxygen;Surface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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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纶/聚氨酯复合材料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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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介绍了柔性充气展开结构和缓冲气囊等承力层常用的高强芳纶材料.对一种芳纶/聚氨

酯复合材料室温下的强度及缝合效率进行了测试,后续又进行了高低温试验、湿热试验、热循环试验、

辐照试验、串行试验及折叠/贮存试验.在每项试验后,对材料的力学性能均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表

明,不同的环境试验均能引起材料的强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比例大约在５％~２３％之间.芳纶材

料覆膜后缝合效率可以提高到７５％左右.后续若用到芳纶/聚氨酯复合材料作为柔性充气结构的承力层,

在强度设计时,需考虑产品的使用环境和材料的缝合效率,对原材料的强度进行一定的补偿,或提高相

应的设计系数,避免由于材料的强度不足出现意外.

关键词　空间充气展开结构;缓冲气囊;涂覆芳纶绸;湿热;辐照

０　引　言

航天器体积 (或空间)需求与运载器整流罩容积之间的矛盾始终伴随着航天技术及工程实践的发展,

解决这一问题的直观思路包括研制自展开结构、在轨组装以及在轨制造.这些方法在低轨和深空探测飞

行器、月球基地、火星基地等的研究和应用中都有体现.柔性充气展开结构是一种新型空间舱体结构,

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利用有限的上行运载体积,获得较大的在轨空间,而且重量轻、成本低,在轨道空间

站和未来的深空探测中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在轨成型为大型空间舱体.美、欧等都广泛开展了充气

舱体结构技术研究.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８日,比格罗公司的BEAM 柔性充气舱段在国际空间站上成功展开,在

随后的２年里,NASA和比格罗公司将对BEAM 的空间碎片防护性能、辐射防护能力、热防护设计、结

构与机构寿命、长期飞行的密封性能等进行测试验证.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空间柔性充气舱和月

球基地柔性充气舱也成为目前亟待研究的技术之一.

柔性充气舱舱体材料的设计和选择是研制的关键,是保证系统性能的主要因素之一,囊体材料按功

能大致为五部分:１)最内侧气密层;２)三层防刮层和气密冗余防护层结构;３)织物承力层,可以承受

气囊结构四倍充气压差;４)用于保护气囊防护微流星体和空间碎片撞击的多层复合陶瓷纤维防护层以及

用于阻拦碎片的芳纶层,防护层之间采用泡沫材料对防护层间的空隙进行填充;５)多层绝热层和原子氧

防护层.

另外在回收领域,为满足航天发射需求的日益增长、降低发射成本,无损回收并重复使用已成为目

前航天器研制追求的目标之一,而柔性气囊作为着陆缓冲装置在航天器无损回收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我国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成功无损回收的新一代载人飞船返回舱和正在研制的可重复使用卫星均采用柔性气

囊作为其着陆缓冲装置.另外波音公司研制的 “乘员航天运输－１００”飞船和 NASA 研制的CEV 飞船也

采用柔性气囊作为其着陆缓冲装置,上述柔性气囊无一例外均采用高强芳纶绸作为其囊体承力材料.

在各种柔性充气展开结构的研制中,根据柔性舱体或缓冲气囊大小及承压能力的不同,舱 (囊)体

承力层通常由芳纶 (Kevlar)带编织或者由高强芳纶绸布缝制而成.

本文针对一种强度规格的芳纶/聚氨酯复合材料,对其室温力学性能及缝合效率、热试验及辐照试验

后的力学性能、折叠/贮存后的力学性能以及在真空中的材料挥发性能,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进行测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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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芳纶/聚氨酯复合材料的耐环境适应性进行研究,对工程应用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１　材料的选定

１１　柔性充气结构对材料的需求分析

无论是空间柔性充气展开舱体结构,还是缓冲气囊,对承力材料有共同的需求目标.

１)质量轻:要求选用的材料质量越轻越好;

２)拉伸强度高:要求材料强度高,以承受舱体接近１atm 的压力载荷;

３)撕裂强度高:为了能够耐受长期在轨或着陆缓冲过程的各种冲击,要有良好的抗撕裂扩展能力;

４)环境适应性:要求在高、低温或一定的辐照环境下,均能保持良好强度性能;

５)弯曲/折叠后能够保持强度:在展开前,柔性充气展开结构要被紧紧地折叠打包,因此需要在多

次弯曲/折叠后能够保持良好的强度性能.
在备选的材料中,Vectran纤维和芳纶纤维均是符合要求的性能优良的高强纤维.芳纶纤维的拉伸强

度和弹性模量高,断裂强力为８８９cN,初始模量为４７５８cN/dtex,同时由于热膨胀系数小,伸长率较

低,其制品不容易变形.芳纶纤维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２７５３℃,起始分解温度为４４７９℃,具有良好的

耐热性能,而且芳纶纤维的应用技术成熟,价格低廉,是作为柔性舱体或气囊承力层的首选材料.

１２　选定材料的设计参数

本文研究的芳纶绸布的设计参数为:

１)组织类型:平纹;

２)织物幅宽:≥１５m;

３)重量:≤２４０g/m２;

４)密度:经向≥１００根/１０cm,纬向≥１００根/１０cm;

５)断裂强力:经向≥９０００N/５cm,纬向≥９０００N/５cm;

６)断裂伸长率 (参考值,不作为评判依据％):经向≥５,纬向≥５.

２　室温力学性能及缝合效率研究

芳纶绸布试制出来后,对其组织类型 (实测:平纹)、重量 (实测:２３８g/m２)、幅宽 (实 测:

１５１m)、密度 (实测:１１１根/１０cm)进行了检验,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制作经、纬向试验件各５个,
室温下对其力学性能进行了测定,试验数据见表１.随后利用绸布的经向材料,采用包缝形式进行搭接缝

合,模拟产品制作过程中不同样片之间的缝纫,共制作了４条试件,试件共缝纫５行缝线,缝线采用同种

纤维制成的芳纶线,对缝合效率进行了测定,试件结构见图１,试验数据见表２.

表１　室温力学性能

序号
断裂强力/ (N５cm－１)

经向 纬向

１ ９１２０ ９３００

２ ９３４０ ９５８０

３ ９２８０ ９５００

４ ９３６０ ９５７０

５ ９３９０ ９６００

平均强力 ９３５０ ９５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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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覆膜芳纶绸的缝合形式示意图

表２　未覆膜绸布缝合力学性能

序号 断裂强力/ (N５cm－１) 缝合效率

１ ４９２１６ ５９４４％

２ ４６４９２ ５６１５％

３ ４８５３６ ５８６２％

４ ４８７７４ ５８９１％

平均强力 ４８２５５ —

平均缝合效率 — ５８２８％

测试结果标明,由于芳纶纤维表面光滑,且织物密度比较稀疏,导致芳纶绸的缝合效率仅为

５８２８％,缝合效率偏低.在不增加织物重量、即不提高织物密度的情况下,为提高缝合强度,拟在芳纶

绸布单面复合一层聚氨酯 (TPU)薄膜,通过薄膜增加纤维之间约束,达到提高缝合效率的目的.热塑

性薄膜具有很好的机械强度及光学性能、表面极具光泽并有很好的透明性,其最大的优点是压缩永久变

形低,在温度高达７０℃的条件下压缩永久变形为２０％,具有较高的拉伸强度和撕裂强度,加工性能好,
在自然状态下外表光亮且不透明,耐候性也特别好.

拟定的在涂覆聚氨酯薄膜后绸布重量增加为４０g/m２.覆膜前后材料外观对比如图２所示.

图２　材料表面微观形貌照片

覆膜后材料重量介于２７８~２８０g/m２,满足预定的要求.对覆膜材料进行了强度检测,后又采用图１
的缝合形式对经向材料进行了缝合强度试验,试验结果分别见表３、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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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涂覆芳纶绸本体力学性能

序号
断裂强力/ (N５cm－１)

经向 纬向

１ ８３９８ ７８４６

２ ８３５６ ８３５４

３ ８０７２ ７６９８

４ ８６９２ ７６９８

５ ７８７４ ７５６６

平均强力 ８２７９ ７８３２

表４　涂覆芳纶绸缝合部力学性能

序号 断裂强力/ (N５cm－１) 缝合效率

１ ６２４２６ ７５４０％

２ ６１１７８ ７３８９％

３ ６５３３６ ７８９１％

４ ６２６８８ ７５７１％

平均强力 ６２９０７ —

平均缝合效率 — ７５９％

试验结果标明:芳纶绸布覆膜后材料强度降低约９％,但缝合效率由５８２８％提高到７５９％,缝合后

强度由未覆膜时的４８２５５N/５cm 提高到覆膜后的６２９０７N/５cm,覆膜对缝合强度提升效果明显.因

此后续的高低温、辐照及折叠等试验均采用涂覆聚氨酯薄膜的芳纶绸进行研究.

３　不同试验后的性能研究

３１　高、低温力学性能

高温＋６５ ℃ (±３ ℃),到温保温１５min后,在＋６５ ℃ (±３ ℃)下进行强度测试,测试结果见

表５.

表５　涂覆芳纶绸高温力学性能

序号
断裂强力/ (N５cm－１)

经向 纬向

１ ６６０４ ８０８０

２ ７７０４ ７７５２

３ ６７４４ ７３４４

４ ７４００ ７５８０

５ ６３２０ ８０８０

平均强力 ６９５４ ７７６７

低温－３０℃ (±２℃),到温保温１５min后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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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涂覆芳纶绸低温后力学性能

序号
断裂强力/ (N５cm－１)

经向 纬向

１ ６５１４ ６９４８

２ ６１６０ ６４９４

３ ６０７２ ７１１４

４ ６８２６ ７０５０

５ ６２９０ ６７３４

平均强力 ６３７２ ６８６８

试验结果标明,经过高低温后,涂覆芳纶绸的强度均有所下降,其中高温下强度最高下降约１６％,
低温最高下降约２３％.

３２　湿热试验

经相对湿度为 (８５±５)％,温度为４０℃ (±２℃),连续１０８０h的湿热试验后进行力学性能测试,
测试结果见表７.

表７　涂覆芳纶绸湿热试验后力学性能

序号
断裂强力/ (N５cm－１)

经向 纬向

１ ７１０８ ７４３４

２ ８００８ ７２０２

３ ７６１８ ７１４０

４ ８６２８ ７６７８

５ ７９８０ ７６８０

平均强力 ７８６８ ７４２７

试验结果表明,湿热环境引起的涂覆芳纶绸强度下降约５％.

３３　热循环试验

在高温６５℃ (±３℃)、低温－３０℃ (±３℃),进行３００次热循环试验后进行力学性能测试,测试

结果见表８.

表８　涂覆芳纶绸热循环试验后力学性能

序号
断裂强力/ (N５cm－１)

经向 纬向

１ ８０３８ ８３５０

２ ６９６６ ８０３０

３ ８０８４ ７７３８

４ ８３５６ ７６７６

５ 夹持不当、断裂数据异常 ８０８２

平均强力 ７８１８ ７９７５

试验结果表明,热循环引起的涂覆芳纶绸强度下降约１０％.

３４　辐照试验

辐照试验采用 Go６０,电离总剂量为１０krad,辐照后进行力学性能测试,测试结果见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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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涂覆芳纶绸辐照试验后力学性能

序号
断裂强力/ (N５cm－１)

经向 纬向

１ ８１３８ ８３５０

２ ８２８５ ８０３０

３ ８１８４ ８２３８

４ ８３５６ ８３７６

５ ８２７７ ８１８２

平均强力 ８２４８ ８２７５

试验结果表明,辐照对材料的力学性能无明显影响,几乎不会引起材料强度下降.

３５　串行试验

依次进行湿热试验 [温度 (３０±２)℃、相对湿度 (９５±５)％、连续放置４８h,热循环 (高温６５℃
±３℃)、低温－３０ ℃±３ ℃、３００次、到试验温度后均保持５min],总剂量辐照试验 (累计总剂量

１００００rad (Si)),试验后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见表１０.

表１０　涂覆芳纶绸串行试验后力学性能

序号
断裂强力/ (N５cm－１)

经向 纬向

１ ７８８６ ８２９６

２ ８４８０ ６３４４

３ ７９２２ ８１５４

４ ７６６６ ８２０４

５ ７３９２ ７９５８

平均强力 ７８７０ ７７９２

试验表明,串行试验后涂覆芳纶绸强度下降约５％.

３６　折叠/贮存试验

试样对折后装入真空密封袋中,抽真空后常温贮存６０天,进行力学性能测试,测试结果见表１１.

表１１　涂覆芳纶绸折叠/贮存试验后力学性能

序号
断裂强力/ (N５cm－１)

经向 纬向

１ ７０１８ ７５００

２ ７３４２ ７５９８

３ ７１８２ ７６３４

４ ７１６０ ７２２２

５ ７１８４ ６６９４

平均强力 ７１７７ ７３３０

试验表明,折叠/贮存试验后涂覆芳纶绸强度下降约１３％.

３７　真空中材料挥发性能

对材料在真空中的挥发物进行测试,真空总质损 (TML)、可凝挥发物 (CVCM)及水蒸气回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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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VR)测试数据见表１２.

表１２　真空挥发物试验结果

总质量损失 (TML)/％ 可凝挥发物 (CVCM)/％ 水蒸汽回吸量 (WVR)/％

３２８ ００５ １８２

分析认为:涂覆芳纶绸由于是单面覆膜,在覆膜生产过程中需使用胶粘剂,胶粘剂在热真空条件下

挥发释放而脱离材料表面,使涂覆芳纶绸的总质损偏高.

４　结　论

对于柔性充气展开结构通用的芳纶/聚氨酯复合绸布材料,本文对其室温时的力学性能及缝合效率进

行了测试,随后进行了各种环境试验,在每项试验后对其力学性能均进行了测试,试验结果表明,不同

的工作环境均能导致芳纶织物的强度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大约在５％~２３％.覆膜后,芳纶绸

布的缝合效率约为７５％.型号研制中在设计由芳纶绸布制成的柔性充气结构时,其结构强度一定要考虑

由缝合效率或使用环境造成的强度损伤,避免由于强度设计不足而出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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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Performanceofa
Kevlar/PolyurethaneComposite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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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paperresearchesontheperformanceofakevlar/polyurethanecompositefabric,which
arecommonlyusedinairbagsandotherflexibleinflatablestructuresFirstly,aseriesofstrengthtestson
thefabric andits stitching pieces are realizedAccording to the results,after composited with

polyurethane,thesutureefficiencycanbeimprovedto７５％,whichisreallyremakbalThen,aseriesof
encironmentaltestsliketemparaturetests,dampheattests,thermdtestsandirradiationtests,s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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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sand folding storagetests are realized on different pieces ofthefabricAfter undergoing
enxironmentaltests,thosepiecesoffabricaretestedforbreakingstrengthTheresultindicatesthat,

comparedwithnormalconditions,thebreakingstrengthoffabricpiecesgoesdownfor５％~２３％depands
ondifferencesoftestsSoitsuggeststhat,theenvironmentalexperienceandsutureefficiencyofkevlar/

polyurethanecompositefabricscannotbeignoredAndwhendesigningproductswiththisfabric,the
designfactormustbeimprovedtokeepthesfetyofproducts．

Keywords　Spaceinflatablestructure;Landingairbag;Fabircofkevlar;Dampheat;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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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化驱动的串列翼无人机气动外形优化设计

马朋宝　佟　明　张大发　王世岭

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

摘　要　为提高串列翼无人机总体性能,本文以某型无人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气动外形优化设

计.本文首先完成了串列翼无人机的参数化建模,并基于 CATIA 二次开发进行了建模自动化,基于

ICEM、Fluent完成了流场计算自动化.本文采用动态 Kriging代理模型,建立了串列翼无人机气动性能/
结构质量的多目标优化流程,并在Isight优化平台进行了各模块的集成,对无人机进行了外形优化.优化

实例中升阻比提升了９７％,机翼质量减少了３３％.该计算实例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气动外形优化策略的

有效性.
关键词　参数化驱动;气动外形优化;多目标优化;串列翼无人机

０　引　言

近年来,串列翼飞行器由于其诱导阻力低、结构刚度强等优点,得到了越来越广泛应用.串列翼的

机翼大小,会直接对气动性能产生影响,而其位置的变化,则会对机翼间不利气动的干扰等气动特性产

生影响.串列翼机翼的优化设计可有效缩短飞行器的设计周期,提高设计效率.
国内外针对气动外形优化做出了大量研究,Reddy等人对翼梢进行了多目标优化[１].HStone等人则

对串列翼无人机进行了多目标优化[２].文献 [３]对箱型机翼进行了气动优化.YeongminJo等人则是以

巡航的气动性能为优化目的,对变弯度柔性机翼进行了优化设计[４].
气动外形设计不仅影响着气动性能,也直接影响飞行器结构质量.Kieboom 等在气动外形研究中,

将结构质量也作为一个目标函数[５],通过机翼质量公式等估算公式,分析机翼等外形对结构质量的

影响[６].
本文基于多目标优化设计方法,利用Isight软件搭建了串列翼无人机气动性能的自动优化设计平台.

基于动态代理模型技术,在保证计算结果可靠的前提下,解决了CFD计算周期长的问题.基于物理规划

和混合优化算法,对机翼的位置和大小等控制变量进行了气动特性相关的优化设计.

１　基于CATIA二次开发的串列翼无人机参数化建模

在无人机外形设计阶段,需要对不同的方案进行研究,外形的参数经常需要不断花费大量的时间进

行修改.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基于CATIA二次开发的串列翼无人机建模方法.

１１　串列翼无人机参数化建模

某型无人机是美国开发的小型串列翼无人机,对其外形进行参数化建模,其主参数设计图如图１
所示.

图１中的参数定义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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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无人机俯视图及侧视图

表１　无人机参数化模型参数定义

序号 参数 定义 参数 定义

１ R１ 头部钝化半径 D 头部球体球心距离机身的距离

２ L１ 机身 (不包含头部、尾部)纵轴长度 B 机身对称面垂直方向长度

３ CR１/２ 机翼根弦与梢弦的弦长 H 身纵剖面垂直方向长度

４ PX１/２ 前/后机翼站点X 向位置 WL１/２ 前/后翼机翼半展长

５ PY１/２ 前/后机翼站点Y 向位置 L２ 尾部长度

１２　基于CATIA二次开发的建模自动化

本文基于CATIAV５Automation自动化对象编程,进行了串列翼无人机参数化建模,其设计流程如

图２所示.

图２　CATIA二次开发设计流程

１３　无人机参数化建模实例

本节应用上文所述参数化模型和编程语言进行实例验证,自动生成的串列翼无人机外形图见图３.

２　CFD流场计算及其自动化

在串列翼无人机外形优化过程,需不断对优化的模型进行流场计算;在CFD流场计算流程中,网格

的划分和流场的计算极其复杂且耗费时间.针对该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脚本语言编程的串列翼无人

机流场计算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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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串列翼无人机外形图

２１　流场计算验证算例

OneraM６是经典的CFD验证翼型,其计算条件为:Ma ＝０８３９５,攻角α ＝３０６°,侧滑角β＝０.
应用ICEM 对其进行结构网格划分,Fluent则选取SSTk w 湍流模式进行模拟.沿机翼展向不同位置处

翼剖面上计算所得压强系数分布与实验值的比较如图４所示.

图４　η＝０２、η＝０９０处压力系数图

由图４可以看出计算值与实验值比较吻合,说明本文采用的流场计算仿真方法具有较高的精度.

２２　基于脚本语言编程的流场计算自动化

本文的CFD流场计算包含ICEM 网格划分、Fluent流场计算,本文采用rpl命令流实现ICEM 网格

划分自动化,应用jou脚本文件实现对Fluent的流场计算自动化,具体流程见图５:

１)rpl命令流文件将CATIA的stp格式模型应用ICEM 进行网格划分;

２)jou脚本文件将ICEM 生成的 msh网格文件应用Fluent进行流场计算;

３)采用bat批处理文件进行流程自动化.

图５　流场计算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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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动态代理模型的多目标优化策略

３１　基于动态代理模型的优化策略

在进行气动外形优化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气动分析系统进行大量的调用,若直接采用CFD流场计算

方法进行迭代优化,将会耗费大量时间.针对上述问题,采用 Kriging代理模型解决 CFD流场计算耗时

长的问题.

Kriging代理模型是一种估计方差最小的无偏估计模型,能够利用大量均匀分布的样本点,拟合非常

复杂的模型.
基于代理模型的多目标优化存在以下问题:１)代理模型优化收敛过程慢或收敛于局部最优解;

２)样本点数量的选取不合适,样本点数量选取过少,代理模型的预测与实际模型存在误差;３)样本点

选取过多,建立代理模型时间过多;多目标的优化中目标难以权衡.
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一套基于代理模型的优化策略:采用散布性好的拉丁超立方采取样本点建

立 Kriging代理模型,采用全局优化算法遗传算法和局部优化算法SQP算法对代理模型进行优化,采用

拟合精度高的动态混合加点策略优化模型,采用物理规划方法进行多目标优化,最终实现基于代理模型

的气动外形优化.

３２　串列翼无人机外形优化设计问题描述

３２１　串列翼无人机几何模型
图３建立的串列翼无人机参数化外形,其基准外形及设计变量的变化范围见表２.

表２　串列翼无人机设计变量及变化范围

参数名称/mm 设计参数 下限 基准值 上限

前翼站点 X向位置 PX１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５

后翼站点X 向位置 PX２ ３７５ ３８０ ３８５

前翼站点Y 向位置 PY１ ５０ ５５ ６０

后翼站点Y 向位置 PY２ ５０ ５５ ６０

前机翼半展长 WL１ ３００ ３３０ ３４０

后机翼半展长 WL２ ３００ ３２０ ３４０

其中,参数PX１、PX２、PY１、PY２、WL１、WL２ 分别为无人机外形优化的设计变量X１、X２、X３、

X４、X５、X６.

３２２　气动模型
串列翼无人机气动模型主要是飞行器巡航段的气动性能.无人机飞行高度１００m,巡航攻角α＝４°,

其优化目标为升阻比最大,气动单学科数学模型为

find:X１,X２,X３,X４,X５,X６

max:CL/CD

st :Ximin ＜Xi ＜Ximax　i＝１,,６
　 　CL ＞０９CL０

(１)

式中,Ximin、Ximax 分别为各个设计变量的下限与上限,CL０ 为基准参数状态下的升力系数.

３２３　机翼结构质量模型
本文参考航天飞机机翼质量估算公式中机翼结构和支撑结构的质量[７]

mw ＝１０５６６×０７５
mL(UPF)bstSexp

１０９(t/c)(Crexp)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０５８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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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１０５６６、０７５、０５８４、１０９ 为经验因子,mL、UPF、t/c、Crexp 分别为无人机着陆质量、极限载荷

因子、翼型相对厚度、机翼翼根弦长.bst 、Sexp 分别为机翼半展长、机翼浸湿面积.当翼型确定后,机翼

的浸湿面积与机翼半展长成正比关系.因此,机翼质量mw 与b１１６８
st 成正比关系.机翼结构质量单学科的

数学模型为

find:X５,X６

min:msum
st:３００≤X５ ≤３４０
　　 ３００≤X６ ≤３４０

(３)

式中,msum 为前后单侧机翼质量总和.

３２４　基于物理规划的多目标优化模型
根据气动模型、机翼结构质量模型可知:升阻比越大越好,偏好类型为 Class２ S;质量越小越好,

偏好类型为Class１ S.根据飞行器气动/结构质量优化模型建立偏好结构示意图,其中目标函数f１ 为无

量纲数,目标函数f２ 单位为kg.表３为气动外形多目标优化设计的偏好结构.

表３　气动外形多目标优化设计的偏好结构

目标函数 偏好类型
偏好区间边界值

gi１ gi２ gi３ gi４ gi５

f１ Class２ S ６４ ６８ ７４ ８２ ９０

f２ Class１ S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８

在无人机外形的优化设计中,设计目标的偏好函数仅有 Class１ S (越小越好)和 Class２ S型 (越
大越好),最终可得到综合偏好函数F. 因此,串列翼外形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为

find:X１,X２,X３,X４,X５,X６

min:F(X)＝log１０
１
２

[f１(CL/CD)＋f２(msum)]

st :Ximin ＜Xi ＜Ximaxi＝１,,６
　　 CL ＞０９CL０

　　 gi ＜gi５(Class１ S)

　　 gi ＞gi５(Class２ S)

(４)

式中,gi５ 为可接受范围的边界值.本文采用的收敛准则[８]如下所示

|yk
min－yk－１

min|
yk

min
≤ζ１ (５)

|f̂(x∗
k )－f x∗

k( )|
|f(x∗

k )|
≤ζ２ (６)

式 (５)为最优性准则,式中yk－１
min 和yk

min 代表第k次迭代过程前后的样本点中目标函数的最小值,用于

反应目标函数最优解的改善程度,取ζ１ ≤０００１.式 (６)为近似精度准则,式中f̂(x∗
k )和fx∗

k( ) 分别代

表第k次迭代中最优解及最优解处的真实目标函数,用来保证代理模型优化结果的可信度,取ζ２ ≤００１.

３３　串列翼无人机外形优化过程

３３１　基于 Kriging代理模型的外形优化设计

Isight是一款面向性能和质量的数字化设计环境,可集成 CAD/CFD 等模块并进行自动化优化计

算[９１１].本文按照串列翼无人机外形设计的优化结构,建立优化流程,集成代理模型、CFD 计算模型、
质量估算公式和物理规划程序,实现无人机气动外形/结构质量的多目标优化设计.其集成后的组织结构

如图５和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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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无人机优化流程

图６　Isight集成框架

３３２　优化结果分析
图７为优化过程中综合偏好值变化曲线,表３为优化结果对比.

图７　优化过程中综合偏好值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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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优化结果对比

参数名称 设计参数 优化前 优化后

前翼站点X 向位置/mm PX１ １００ ９５２６

后翼站点X 向位置/mm PX２ ３８０ ３７５４９

前翼站点Y 向位置/mm PY１ ５５ ５５７９

后翼站点Y 向位置/mm PY２ ５５ ５４２８

前机翼半展长/mm WL１ ３３０ ３００７８

后机翼半展长/mm WL２ ３２０ ３２９５０

升阻比 CL/CD ６６０ ７２４

总质量/kg msum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８

总偏好 F ２１５１２ １６４１０

优化前后的无人机外形如图８、图９所示.

图８　优化前 (左)、后 (右)的无人机侧视图

图９　优化前 (左)、后 (右)的无人机俯视图

从表３可以看出,经过气动外形迭代优化后,前、后机翼X 向位置分别向头部移动４７４cm、４５１
cm,前机翼Y 向位置下移,后机翼Y 向位置上移,前机翼展长变小,后机翼展长变大,无人机升阻比提

升了９７％,同时机翼质量减少了３３％.该结果表明,经过气动外形优化后,串列翼无人机的气动性能

和质量均有提高,也验证了串列翼无人机外形优化设计方法的有效性.

４　结　论

本文基于CATIA二次开发,实现了对复杂无人机外形进行建模;基于脚本语言编程的流场计算自动

化,实现了快速准确的无人机CAD模型流场计算自动化;基于代理模型的优化策略,有效应用于对无人

机外形进行优化设计.优化仿真案例证明了优化策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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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demWingUAVAerodynamicShape
OptimizationDrivingbyParametricModel

MAPeng bao,TONG Ming,ZHANGDa fa,WANGShi ling１

SystemsEngineeringResearchInstitute

　　Abstract　Inordertoimprovetheoverallperformanceoftandem wingUAV,thispapertakesa
certainUAVastheresearchobject,andcarriesouttheaerodynamicshapeoptimizationdesignInthis

paper,theparametric modelingoftandem wing UAViscompleted,andthe modelingautomationis
carriedoutbased on CATIA secondary development,andtheflow fieldcalculation automationis
completedbasedonICEM andfluentInthispaper,thedynamicKrigingsurrogate modelisusedto
establishthemulti objectiveoptimizationprocessofaerodynamicperformance/structuralqualityof
tandemwingUAV,andtheintegrationofvariousmodulesiniSIGHToptimizationplatformiscarriedout
tooptimizetheshapeofUAVIntheoptimizationexample,theliftdragratioisincreasedby９７％,and
thewingmassisreducedby３３％Thenumericalexampleverifiestheeffectivenessoftheaerodynamic
shapeoptimizationstrategyproposedinthispaper．

Keywords　Tandem wing UAV;Aerodynamicshapeoptimization;Parameterized modeling;the
secondarydevelopmentofCATIA;DynamicKrigingsurrogat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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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轨有效载荷可重复锁紧与释放装置设计与分析

李　意１　郭东文２　杨　哲１

１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２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摘　要　具有重复连接与分离特性的有效载荷锁紧装置可有效提升在轨有效载荷的应用效能.提出

一种曲柄滑块锁紧机构和电磁力相结合的卫星重复锁紧与释放装置,并分别对装置中的关键部组件———
具有支撑与弹射作用的支撑座和曲柄滑块锁紧机构进行结构优化设计,分别对装置锁紧和释放过程进行

仿真分析,研究卫星锁紧及分离过程的运动学特性.研制锁紧装置原理样机并对其进行实验研究,分析

设计指标与实际测试指标之间的符合度,验证设计和分析方法的正确性.

关键词　在轨操作;连接与分离;有效载荷;结构优化

０　引　言

随着在轨任务的多样化及复杂化,具有单次锁紧与释放功能的卫星锁紧装置已经不能满足在轨复杂

操作及未来天地往返任务中对卫星多次重复锁紧的需求,具有大承载、低冲击、可重复连接与分离的卫

星锁紧装置是未来空间任务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世界各航天强国在空间有效载荷连接与分离领域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可供借鉴的成果.在空间舱段连接与分离方面,国内外成功应用的空间舱

段连接与分离装置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锥 杆式连接锁定装置[１,２],另一类是异体同构周边式连接锁定

装置[３６].在机械臂重复连接与分离领域,加拿大研制的 SRMS末端执行器[７,８]、美国轨道快车计划中的

三叉式重复连接与分离装置[９]、欧洲研制的机械臂 (EuropeanRoboticArm,ERA)系统[１０]等可有效实

现对目标物体的重复连接与释放.针对诸如卫星之类的在轨飞行器连接与分离,欧空局、日本以及美国

的 ORC公司分别研制了对应的连接与分离装置,实现了飞行器的在轨重复锁紧与释放[１１１３].除此之外,

相关研究机构还提出利用电磁力来实现柔性重复连接与分离,该技术在在轨服务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

景[１４１６].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可知,现有在轨可重复连接与分离装置主要用于舱段对接等大型航天器的连

接与分离,具有较高的对接精度,但这些装置均需要特定的接口且体积和质量偏大、结构也较为复杂,
在通用性、可扩展性等方面研究的还不充分.为满足未来越来越多的在轨重复连接与分离及天地往返式

卫星的需求,有必要针对卫星等在轨有效载荷开展具有小型化、轻量化、可扩展特点的重复连接与分离

装置的研究,进一步扩大其在未来在轨服务领域的应用范围.

１　功能需求及性能指标

１１　功能需求

微纳卫星可重复锁紧与释放装置在整个作业流程中要满足如下功能需求:

１)发射阶段:对卫星进行可靠锁紧,保证整个装置的刚度与基频;

２)在轨阶段:实现对卫星的可靠解锁,并可使卫星以一定的初始速度被弹射出去;

３)在轨阶段:保证对执行完预定任务的卫星实现多次重新导向、锁紧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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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返回阶段:对卫星实现可靠锁紧,保证卫星返回阶段的结构安全.

１２　性能指标

本文中被锁紧卫星的尺寸为４００mm×４００mm×４００mm,卫星质量为３０kg.可重复锁紧与释放装

置设计完毕后,需要满足的技术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锁紧释放装置技术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值

１ 锁紧后包络尺寸/mm ≤４５０×５６０×６０

２ 质量/kg ≤８５

３ 卫星弹射初始速度/ (m/s) ０４

４ 承载能力/N ≥１００００

５ 释放过程冲击/g ＜５００

６ 环境污染情况 无泄漏及碎片

２　锁紧与释放装置方案

如图１所示,针对微纳卫星在轨重复锁紧与释放的任务需求,本文提出的重复锁紧与释放装置主要由

２个曲柄滑块锁紧机构、８个导向片、２个压紧块、４个支撑座、１个电磁铁组件、１个驱动电机、４个星

体底角和１套传动组件组成.其中,４个星体底角分别安装在卫星底面的４个边角处,底角斜面与支撑座

斜面配合用来实现对卫星的定位与面内载荷的约束.８个导向片分成４组,用来对卫星进行初步导向,每

一组导向片安装有一个位置检测开关,用来检测卫星是否完全进入锁紧机构的锁紧区域.２个压紧块安装

在卫星的左右两侧,锁紧机构通过对压紧块施加锁紧力从而达到锁紧卫星的目的.电磁铁组件布置在卫

星底面的正下方,其与卫星底面的圆形钢片相配合可以对卫星施加电磁吸力.传动组件用来将电机的驱

动分别传送至卫星左右两侧布置的锁紧机构,从而实现对卫星２个压紧块的同步锁紧.

图１　锁紧装置组成示意图

１ 压紧块;２ 曲柄滑块锁紧机构;３ 支撑座;４ 导向片;５ 电磁铁组件;６ 电机;７ 传动组件;８ 星体底脚

在地面环境下,装配人员将卫星置入锁紧释放装置的锁紧区域内并驱动电机通过装置左右两个的锁

紧机构将卫星锁紧.
当卫星被发射进入预定轨道需要被释放时,首先对电磁铁组件通电,卫星被施加电磁吸力作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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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驱动电机使锁紧机构解除对卫星左右两个压紧块的压紧约束;最后瞬间将电磁铁组件电源切断,卫星

瞬间失去电磁吸力作用,在４个支撑座压缩弹簧的作用下被弹射并沿导向片滑出.
当卫星执行完某一个在轨任务,需要被重新锁紧进行轨道转移或返回时,在机械臂的幅值下,其沿

导向片被放入锁紧装置的锁紧区域内,卫星底部此时与支撑座的４个呈自由状态的弹簧接触并触发４个位

置检测开关,反馈完全到位信号.启动电机带动锁紧机构运动,锁紧机构将卫星左右两个的压紧块捕获

并逐渐施加锁紧力直至完全锁紧状态,支撑座４个圆柱弹簧在此过程中被压缩储能.

３　锁紧释放装置关键部组件结构设计

３１　支撑座组件

图２为卫星锁紧释放装置支撑组件结构示意图,组件主要由基座、碟簧组件、圆柱压缩弹簧、弹簧滑

动套、碟簧芯轴、调节螺母及限位销钉组成.
支撑座主要作用为:１)连接卫星过程中,基座上的两个斜面通过与卫星压紧块斜面相配合,实现对

卫星姿态的精确调整;２)卫星被压紧后,通过４个基座的支反力与连接装置对卫星的压紧力形成力平衡,
从而使卫星可靠地被锁紧和连接;３)通过斜面结构抵抗卫星发射过程产生的面内载荷.

图２　支撑座组件组成示意图

１ 基座;２ 碟簧组件;３ 圆柱弹簧;４ 滑动套筒;５ 碟簧芯轴;６ 调节螺母;７ 限位销钉

依据尺寸包络约束及卫星０４m/s的弹射速度,可初步设计弹簧滑动套从初始弹射到弹射终了运动距

离为３８mm,则可得到弹簧的劲度系数为

４×
１
２kx２＝

１
２mv２

k＝
４mv２

x２ ＝８３１N/m

式中　k———圆柱弹簧的刚度系数;

x ———圆柱弹簧的位移;

m ———卫星质量,m ＝３０kg;

v ———卫星释放后的初始速度.
要求卫星被锁紧后,锁紧装置能对卫星提供１００００N 的锁紧力,按照１５的安全裕度计算,每个支

撑座对卫星的每个底脚的支反力应为３７５０N,控制碟簧组件的变形量在２mm 以内,规格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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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本装置选用的碟簧规格统计表 (尺寸单位:mm)

型式 D d t H h 负载/N

SRBN １４ ７２ ０８ １１ ０３ ７９４

３２　曲柄滑块锁紧机构

本文中的曲柄滑块锁紧机构的作用主要是捕获卫星并对卫星提供加载力,保证施加足够加载力并在

锁紧装置结构约束情况下能抵抗发射过程中的各种过载力作用.根据任务需求,设计的曲柄滑块锁紧机

构应具有如下功能:

１)曲柄滑块锁紧机构应具有足够的容差能力,保证卫星在一定误差范围内靠近锁紧装置时,曲柄滑

块锁紧机构能够将卫星可靠地捕获.

２)具有自锁功能.发射过程中经历的恶劣力学环境可能会使曲柄滑块锁紧机构发生逆运动的现象,
进而使加载失效.因此,设计的曲柄滑块锁紧机构本身应具有加载完毕后机构自锁的能力,保证加载的

可靠性与安全性.
图３分别描述了曲柄滑块锁紧机构从加载开始到加载结束的三个过程.扭转弹簧被安装在摇杆和锁钩

之间,使得锁钩相对摇杆有顺时针转动的趋势,如图３ (a)所示.在图３ (a)中,锁钩在扭转弹簧的作

用下与锁紧基座相接触,这时卫星已经到达锁钩的捕获范围之内.在图３ (b)中,曲柄顺时针转动,带

动滑块沿图中点画线所示的直线轨迹竖直向下运动,同时带动锁钩运动.锁钩在竖直向下运动的同时也

在锁紧基座的约束作用下发生逆时针转动,捕获并扶正卫星.曲柄继续转动,这时锁钩继续带动靶星向

下直线运动,直至到达锁紧的最终位置,这时曲柄与摇杆也处于死点位置,如图３ (c)所示.

图３　曲柄滑块锁紧机构简图

１ 卫星压紧块;２ 滑块;３ 摇杆;４ 曲柄;５ 锁钩;６ 基座

如图３所示,为了保证锁钩有足够的捕获区域,整个曲柄滑块完全打开到位后 [图３ (a)]的高度

应不小于a,锁钩顶点 D 距离滑块运动中心线的距离应不小于c.为了保证锁紧装置在高度方向尺寸最

小,应保证锁紧后的曲柄滑块机构高度小于b[图３ (c)].曲柄滑块锁紧机构任务执行过程中所需转矩

可表示为

M ＝
F１ABcos２β

cosγ
(１)

其中

γ＝cos－１ AC２＋BC２－AB２

２ACBC
æ

è
ç

ö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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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π
２－cos－１ AB２＋AC２－BC２

２ACAB
æ

è
ç

ö

ø
÷

式中　AB,AC,BC———各顶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曲柄滑块锁紧机构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较小的驱动转矩可以使得电机的尺寸、重量都较小,因此可从

参数优化的角度进行结构优化设计,优化函数为

Opt

Min:Max(M)

st:AB＋BC＋CDsinα ≥a

BC－AB＋CD ≤b

２０≤AB ≤３０

４５≤BC ≤６０

５０≤CD ≤６５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２)

优化并考虑装配的工艺性后,各杆件的尺寸分别为:AB ＝２５mm;BC ＝５３mm;CD ＝５６mm.

４　锁紧释放装置仿真分析

４１　锁紧过程仿真分析

图４所示为曲柄滑块组件锁紧过程所需转矩曲线,曲柄转速为２r/min,下同.在仿真时间６s以前,
曲柄滑块组件的作用主要是捕获卫星,因此这阶段凸轮所需要的转矩很小.从６s开始,曲柄滑块组件开

始对卫星压紧块进行压紧,随着压紧力的增大,曲柄所需的转矩快速增加.当仿真时间达到 ６６４s时,
曲柄滑 块 组 件 的 压 紧 力 与 作 用 力 臂 的 乘 积 达 到 最 大,也 就 是 所 需 的 驱 动 转 矩 最 大,图 中 显 示 为

２２８６Nm.从曲线整体可以看出,曲柄滑块组件所需的最大转矩持续时间很短且越过最大转矩值后曲

柄滑块组件所需转矩急速下降,最终值稳定在７０５５Nm 左右.

图４　锁紧过程中曲柄所需转矩曲线

卫星锁紧释放装置包含两个曲柄滑块组件,因此其在驱动端所需转矩最少为２２８６×２＝４５７２Nm,
在后续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进行结构优化从而降低曲柄滑块组件所需驱动转矩.

曲柄滑块组件锁紧过程功率曲线与其转矩曲线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在整个锁紧过程中,曲柄滑块组

件对卫星可靠压紧所需的最大功率为５７W,而对卫星锁紧后的保持功率为１６６W.则两个曲柄滑块组

件所需的最大瞬间功率为５７×２＝１１４W.
本文设计的卫星承载装置由４个支撑座组成,在考虑安全裕度的情况下要求每个支撑座对卫星的支撑

力＞３７００N.如图５所示,从仿真时间６s开始,随着曲柄滑块组件对纳星压紧块的压紧力持续增加,支

撑座对卫星的支反力急剧增加,在连接结束后,支撑座对卫星的支反力均值在３７２０N左右,证明了连接

１０６



释放装置可以对卫星可靠锁紧.

４２　释放过程仿真分析

在仿真软件中,模拟卫星被释放装置弹射的释放过程,得到卫星质心的速度曲线如图６所示.从图中

可以看出,卫星在压缩弹簧的作用下被瞬间弹射出去,最后以０４０２m/s的速度脱离锁紧装置.

图５　支撑座对纳星支反力曲线 图６　分离过程卫星质心速度曲线

图７所示为卫星被弹射过程中质心的角速度曲线.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卫星在被弹射的初始时刻其质

心位姿有波动,这是由于４个圆柱压缩弹簧动作不一致及纳星与导向条之间有间隙造成的,使得卫星在

分离过程的最大角速度大约为００２０２°/s.当卫星沿着导向条滑出过程中,其位姿被逐渐调整从而使得其

角速度逐渐减小并最终稳定在０００５３°/s左右.
本文研制的连接分离释放装置须具有低冲击分离的特性,因此对卫星分离过程质心处的加速度进行

了仿真分析,其加速度曲线如图８所示.由图可以清楚地看出,卫星在分离瞬间受到了分离装置压缩弹簧

５３m/s２ (即０５３g)的冲击力且很快衰减,因此连接分离装置对卫星的冲击不会对卫星本体造成损坏.

图７　分离过程卫星质心速度曲线 图８　分离过程卫星质心速度曲线

５　锁紧释放装置实验测试

研制好的锁紧释放装置及模拟卫星如图９所示,装置通过模拟载荷平台安装在光学平台上,传动组件

的壳体在受力不大的部位镂空处理以减少装置质量.加工的卫星模拟实物底部安装有四个压紧块,两侧

安装有两个压紧杆,质量共计３０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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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锁紧装置及卫星实物

５１　功能验证实验

如图１０所示,当机械臂将卫星带到锁紧装置曲柄滑块组件的捕获范围之后,锁钩在电机带动下开始

沿逆时针方向转动,图中虚线表示锁钩的转动情况.在曲柄滑块锁紧卫星的过程中,卫星的姿态进一步

得到调整,直到卫星底部压紧块斜面与锁紧座斜面被锁钩压紧后,卫星在被锁紧的同时其姿态最终被调

整到位.

图１０　锁紧装置锁紧卫星过程示意图

图１１所示为卫星被锁紧释放装置分离释放过程示意图.当卫星需要被释放时,首先对锁紧装置中心

的电磁铁组件通电,这时电磁铁组件产生磁力紧紧将卫星吸住;然后电机驱动锁钩顺时针方向转动直至

锁钩完全打开不会在卫星运动方向上产生干涉;最后,电磁铁组件被断电从而瞬间对卫星失去吸力作用,
卫星在四个锁紧座内压缩弹簧作用下沿着导向片被弹出.

５２　卫星分离速度实验测试

为了得到锁紧装置释放卫星后卫星的初始速度,利用高速摄像机来记录卫星被弹射完毕后的瞬间速

度,实验现场图片如图１２所示.
高速相机通过测量卫星某一靶标运动的距离并从测量的数据中读出靶标运动的像素点和时间,经过

换算及计算后就可以得到卫星与解锁装置分离瞬间的初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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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卫星弹射分离过程示意图

图１２　测试现场

卫星从开始分离到分离完全结束共运动３７mm距离.卫星靶标开始运动的位移像素点为７６１５７pixels,
运动结束后的位移像素点为７８０３６pixels;卫星靶标开始运动的速度像素点为６６４７６５pixels,运动结束

后的速度像素点为８６３８３４pixels.被弹射分离后卫星质心的初始速度为

３７/(７８０３６－７６１５７)＝１９６７mm/pixels
v＝１９６７×(８６３８３４－６６４７６５)＝０３９１m/s

５３　指标符合度分析及讨论

通过对锁紧释放装置原理样机进行测试与实验验证,得到的部署器实际指标如表３所示.

表３　锁紧释放装置指标符合度分析

指标名称 指标值 实际值

锁紧后包络尺寸/mm ≤４５０×５６０×６０ ４５０×５５５×５０

质量/kg ≤８５ ８

卫星弹射初始速度/ (m/s) ０４ ０３９１

承载能力/N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释放过程冲击/g ＜５００ ０５３

环境污染情况 无泄漏及碎片 无多余物

通过对锁紧释放装置设计指标与实测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后,可以明显看出锁紧释放装置原理样机的

各项技术指标满足设计要求,进一步证明了所提方案合理可行.
锁紧状态下卫星的力学性能在本实验中未能验证,在后续研究中应研制一套准确的卫星模拟件以便

验证锁紧后系统的力学特性.一般情况下,空间有效载荷是在机械臂的辅助下进行重复连接与分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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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好地验证连接与分离装置在机械臂辅助情况下对有效载荷的捕获及锁紧,在后续的实验研究中还需

设计及研制一台机械臂模拟装置操控有效载荷,以使验证结果有更高的可信性并暴露锁紧装置与机械臂

协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６　结　论

提出了一种可对在轨有效载荷实现重复锁紧与释放的装置,该装置利用曲柄滑块机构实现对有效载

荷的捕获与锁紧,利用压缩弹簧和电磁铁实现有效载荷一定速度条件下的弹射.建立装置中关键部组件

的模型并进行了结构优化设计,建立仿真模型并对其进行运动学特性的仿真研究.利用原理样机对装置

的功能和性能进行了测试和验证,结果表明装置的各项性能指标满足设计要求,为有效载荷重复锁紧与

释放装置的在轨应用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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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repeatedlocking releasingdeviceisusedtoextendtheapplicationrangeofpayloadin
spaceArepeatedlocking releasingdevicewithaslidercrankmechanismandanelectromagneticdevic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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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anditscorrespondingexperimentsarecarriedouttotestitscomprehensive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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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铰链间隙的展开机构锁定精度分析方法

袁　丁１　黎　彪１　从　强１　郭清源２　庄　原１

１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摘　要　多连杆桁架机构是一类广泛应用于航天器载荷在轨展开的机构构型,对其展开锁定精度的

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难以对非正态分布的误差源 (如铰链间隙误差)对锁定精度的影响进行精

细分析.本文提出一种适用于连杆机构的精度分析方法,能够考虑包括连杆尺寸误差和铰链间隙误差在

内的,服从几乎任意分布规律的误差源对目标指标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目标指标的全微分求解,得到

目标指标与误差源的影响关系,然后将误差源视作服从相应分布规律的随机变量,通过概率计算求解出

目标指标的概率密度函数.最后通过 Monte Carlo模拟与所提方法对比,证明了所提方法的正确性.
关键词　铰链间隙;概率密度函数;Monte Carlo模拟

０　引　言

受航天发射包络限制,一些航天器载荷 (如板式天线)需要通过展开机构在轨展开并锁定才能实现

其功能,因此展开机构的锁定精度直接关系到载荷的性能.

多连杆桁架机构是一类广泛应用的展开机构构型,其误差源主要分为连杆长度误差和铰链间隙误差

两类.根据误差源的概率分布,求解目标指标的分布规律是精度分析的一个重要目标.一般可以认为杆

长误差服从正态分布,这给简单的概率分布求解计算带来了很大便利,但是铰链间隙的分布规律通常不

能视作正态分布,这就使得目标指标的概率分布难以沿用前面的方法.

不少学者针对铰链间隙的影响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文献 [１ ２]将铰链间隙视作普通变量,重点分析

动力学规律的建模,而非目标指标的分布规律.文献 [３ ５]分析了铰链间隙的极限位置,对目标指标的

影响范围,这样的设计方法不考虑目标指标的概率分布,通常保守性较高.文献 [６ ９]将铰链间隙的某

些表达形式近似认为服从正态分布,进而实现了对简单目标指标的概率分布求解,然而这种近似的合理

性通常缺乏有力的说明,另外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目标指标[７],在正态分布下的计算也会遇到困难.

本文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连杆机构几乎服从任意分布规律的连杆尺寸误差和铰链间隙误差对目标指标

概率分布影响的精度分析方法.首先通过类似灵敏度求解的方法,得到目标指标与误差源的影响关系,

然后将误差源视作服从相应分布规律的随机变量,通过概率统计的求解得到目标指标的概率密度函数.

最后通过 Monte Carlo模拟与所提方法对比,证明了所提方法的正确性.

１　问题描述

以一个典型的带有支撑桁架的天线展开机构为例,其机构简图如图１所示,天线AB 从收拢状态绕铰

链A 顺时针转动,BP、CP 为支撑桁架,与星体AC 构成铰链四杆机构.展开到位后铰链P 锁定,形成

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假设铰链A、B 处通过轴承预紧消除了间隙,而C 处为了适应装配误差,存在不可

忽略的铰链间隙.

根据等效杆长法 [３],可将铰链C 处的间隙描述为短杆CD,进而得到如图２所示的包含铰链间隙的

等效机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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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典型天线展开机构示意图

本文将考察杆长AB、AC、BD、间隙CD、间隙角度α这几个独立误差源对目标指标———天线指向

角度θ的影响,图中θ１,θ２ 为后续计算中需要用到的辅助角.

图２　含铰链间隙的模型机构简图

２　目标指标的全微分

首先需要计算目标指标对于误差源的全微分.为了便于计算首先求解虚拟连杆AD 的全微分.

在三角形ADC 中,根据余弦定理,可以获得连线AD 长度的表达式

l２
AD ＝l２

AC ＋l２
CD －２lAClCDcosa (１)

通过求偏导数可以获得连线AD 的全微分,忽略高阶小量后得到如式 (２)所示的简化表达式

dlAD ＝
ƏlAD

ƏlAC
dlAC ＋

ƏlAD

ƏlCD
dlCD ＋

ƏlAD

Əadα

＝
lAC －lCDcosα

lAD
dlAC ＋

lCD －lACcosα
lAD

dlCD ＋
lAClCDsinα

lAD
dα

＝
lAC

lAD
dlAC －

lCDcosα
lAD

dlAC ＋
lCD

lAD
dlCD －

lACcosα
lAD

dlCD ＋
lAClCDsinα

lAD
dα →

lCD →０lAC

lAD
dlAC －

lACcosα
lAD

dlCD

(２)

对θ求解之前,先计算θ１

θ１＝arcsin
lCDsin(α)

lAD

æ

è
ç

ö

ø
÷ (３)

高阶小量简化后,θ１ 的全微分表达式为

dθ＝
Əθ１

Əαdα＋
Əθ１

ƏlCD
dlCD ＋

Əθ１

ƏlAD
dlAD

＝
１

１－
lCD

２sin２(α)
l２

AD

lCDcos(α)
lAD

dα＋
sin(α)
lAD

dlCD ＋
lCDsin(α)

l２
AD

dlAD
æ

è
ç

ö

ø
÷＝

sin(α)
lAD

dlCD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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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θ２ 有

cos(θ２)＝
l２

AD ＋l２
AB －l２

BD

２lADlAB
(５)

高阶小量简化后,θ２ 的全微分表达式为

dθ２＝
Əθ２

ƏlAB
dlAB ＋

Əθ２

ƏlAD
dlAD ＋

Əθ２

ƏlBD
dlBD

＝
(l２

AD －l２
AB －l２

BD)csc(θ２)
２l２

ABlAD
dlAB ＋

(l２
AB －l２

AD －l２
BD)cos(θ２)

２lABl２
AD

dlAD ＋
lBDcsc(θ２)
lABlAD

dlBD

(６)

于是,对于θ有

dθ＝－dθ１－dθ２ (７)
实际上,上述全微分表达式中的偏导数对应的数值,就是该误差对目标指标的灵敏度.根据灵敏度

计算结果,结合抑制各误差项大小的工程可实现性,可以将目标指标误差分配到各个误差源.

３　概率密度求解

目标指标的全微分表达式,建立了误差源与目标的定量关系.求解目标指标的概率分布情况,需要

将误差源视作服从相应分布规律的随机变量,通过概率统计的方法进行求解.
根据表达式形式的不同,全微分表达式中需要进行的概率统计计算也不同.

３１　一维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已知随机变量X 的概率密度函数为f(x),求解由X 的函数构成的随机变量Y＝h(x)的概率密度函数

g(y),需要先计算反函数X ＝h－１(Y)及其导数,然后根据式 (８)求解Y 的概率密度函数:

X ~f(x)

Y＝h(X)

X ＝h－１(Y)

Y ~g(y)＝f[h－１(y)]|[h－１(y)]′|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８)

对于本例中的全微分表达式,误差源的线性函数如
lAC

lAD
dlAC,以及误差源的三角函数如cosα、sin(α)

等表达式,都需要此类计算处理.

３２　两独立变量的和的分布

对于两独立随机变量 (X,Y),分别服从各自的分布规律fX(x)和fY(y),两随机变量之和Z 的概

率密度函数为两者概率密度函数的卷积.

X ~fX(x)

Y ~fY(y)

Z＝X ＋Y
Z ~fZ(z)＝fY(z)×fX(z)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９)

对于本例中的全微分表达式,不少求和计算,如
ƏlAD

ƏlAC
dlAC ＋

ƏlAD

ƏlCD
dlCD, Əθ２

ƏlAB
dlAB ＋

Əθ２

ƏlAD
dlAD ＋

Əθ２

ƏlBD
dlBD 以及－dθ１－dθ２ 等,需要此类计算处理.

３３　两独立变量的积的分布

对于两独立随机变量 (X,Y),分别服从各自的分布规律fX(x)和fY(y),随机变量Z为两者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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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概率密度函数采用下式方法计算.

X ~fX(x)

Y ~fY(y)

Z＝XY

Z ~fZ(z)＝∫
＋∞

－∞
fX(x)fY

z
x

æ

è
ç

ö

ø
÷

１
|x|

dx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１０)

对于 本 例 中 的 全 微 分 表 达 式,不 少 乘 积 运 算 如,lACcosα
lAD

dlCD, sin(α)
lAD

dlCD,lBDcsc(θ２)
lABlAD

dlBD,

(l２
AD －l２

AB －l２
BD)

２l２
ABlAD

csc(θ２)dlAB 等,需要此类计算处理.

经过上述处理,即可求得目标指标作为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函数,进而评估其分布情况.

４　Monte Carlo仿真校验与讨论

下面通过实例来进一步说明所提方法.对于如图２所示的机构构型,给定各误差源的参数取值及其所

服从的概率分布规律情况如表１所示.其中lAB,lBD 服从正态分布,lAC 服从指数分布,lCD 服从Γ分布,

α服从均匀分布.在此基础上利用所提方法求解目标指标的概率分布情况.

为了验证所提方法的正确性,采用 Monte Carlo仿真按照相同的分布规律对每个独立变量进行了

１０６ 次随机采样,所涉及的概率密度函数与随机采样情况统计直方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误差源的概率密度函数及其随机采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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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得到所关心指标θ的概率密度函数和 Monte Carlo仿真结果如图４所示,两者具有很好的一致

性,进而证明了所提方法的正确性.

图４　两种方法的结果对比 图５　是否考虑铰链间隙的结果对比

表１　误差源参数取值及其所服从的概率分布函数

变量名 理论值 随机变量 分布函数

lAB ９００mm X ＝ΔlAB ００１
１
２π

e－x２
２

lAC ９００mm X ＝ΔlAC ００１５
e－０５x

２
,x ＞０

lBD ８０mm X ＝ΔlBD ００１
１
２π

e－x２
２

lCD １２７２８mm X ＝ΔlCD ０００９e－３xx,x ＞０

α — X ＝α １
２π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对比了是否考虑铰链间隙对目标指标的影响,结果如图５所示.可以看出考虑了

铰链间隙后,目标指标的分布情况更加分散.根据正态分布的定义,考察置信度在６８２７％、９５４５％、

９９７３％时,所得目标指标概率分布规律的不确定度如表２所示.对于非正态分布的目标指标,所提方法

可以给出更加准确的误差估计.

表２　是否考虑铰链间隙对目标指标分布的不确定度对比

置信度
不确定度

考虑铰链间隙/ (′) 不考虑铰链间隙/ (′)

６８２７％ ±２１５ ±２０６

９５４５％ ±４９３ ±４６６

９９７３％ ±８３３ ±８０６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连杆机构的几乎服从任意分布规律的连杆尺寸误差和铰链间隙误差对目标指

标概率分布影响的精度分析方法.首先求解目标指标关于误差源的全微分,得到目标指标与误差源的影

响关系,然后将误差源视作服从相应分布规律的随机变量,通过概率统计的求解得到目标指标的概率密

度函数.最后通过 Monte Carlo模拟与所提方法对比,证明了所提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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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方法能够从概率统计的角度,定量地评估误差源对目标指标的影响作用,进而可以更加精细地

评估设计结果的可靠性,相比针对极限情况的设计方法,所提方法可以有效降低设计的保守性,将航天

器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多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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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散斑干涉的高速三维变形场测量装置

孙增玉　袁　媛　高　越

北京航天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

摘　要　为了实现瞬态变形物体三维变形场的非接触式测量,设计了基于电子散斑干涉技术的高速

三维变形测量装置.文章设计了分光光路将激光分成五路,通过光学选通切换离面和面内变形场的测量,
采用基于条纹中心线法的相位提取方法实现了单幅条纹图的位相提取,实现了变形量的动态测量.为了

验证测量装置的测量精度,采用双频激光干涉仪作为标准器,由光学分度头产生小角度运动模拟物体变

形,试验结果表明,本文研制的测量装置在三维方向上的测量误差均小于１μm.
关键词　电子散斑干涉;三维变形;非接触式测量

０　引　言

电子散斑干涉技术 (ElectronicSpecklePatternInterferometry,ESPI)是一种广泛用于漫反射物体

表面形变或位移检测的光学测量技术,它具有全场、非接触、高精度,无损坏等特点[１],被广泛地用于应

变测量和高温物体的位移测量、热变形测量中.由于物体的变形是三维的,故三维变形测量更具有实际

意义,但是目前 ２D ESPI仪器开发和应用较多,国内 ３D ESPI仪器的开发还比较少,国外有德国

DANTEC公司推出了商用化的产品[２３].
此外,在散斑干涉信息的分析方面,传统方法对得到的干涉条纹图采用相移法 (三步相移法、四步

相移法)再解包裹得到相位图,要在同一状态采集至少三张以上的相移图,不适用于瞬态形变测量的条

件[４６].本文设计了分光光路将激光分成五路,基于分时法,通过光学选通切换离面和面内变形场的测

量,采用基于二维连续小波变换的条纹图位相提取方法实现了单幅条纹图的位相提取,实现了三维变形

量的高速动态测量.

１　测量原理

激光散斑干涉测量以激光散斑作为被测物场变化信息的载体,利用被测物体在受激光照射后产生干

涉散斑场的相关条纹来检测双光束波前后之间的相位变化.图１是典型的电子散斑干涉离面测量系统,激

光束经扩束准直之后经过分束镜分束,一束照射在待测物上,一束经平面镜反射后作为参考光束与物面

散射光发生干涉,CCD以数字图像的形式记录下散斑干涉信息.待测物发生形变前后分别记录下散斑干

涉图像,则这两幅图像的某些差异正包含了待测物的形变信息.
从物体上返回的物光u０ 和直接进入CCD的参考光ur 在CCD靶面上形成干涉散斑场,实验中要采集

相邻两个瞬间的干涉散斑场,它们分别为I１,I２

I１＝Io ＋Ir ＋２ IoIrcos(φo１－φr) (１)

I２＝Io ＋Ir ＋２ IoIrcos(φo１－φr ＋Δφo) (２)
以上两式中,I代表光强,φ 则代表位相,各个下标相分别表示测量光 (o),参考光 (r),两幅干

涉图的序号 (１,２),Δφo 为物体反射光在两幅干涉图之间的位相变化,这是由于物体的运动引起的,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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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典型的电子散斑干涉测量系统

是我们所要提取的信息.为了提取Δφo ,将采集到的两幅散斑图I１,I２ 相减得到含有由位相Δφo 所调制

的条纹图Isub

Isub＝I１－I２＝４ IoIrsin(φo１－φr ＋Δφo/２)sin(Δφo/２) (３)

其中sin(φo１－φr ＋Δφo/２)是散斑噪声项,在图中表现为高频的斑点图样,而sin(Δφo/２)则代表了

由物体瞬时运动导致的位相变化分布所调制出的条纹.使用条纹中心线法对此条纹图进行分析,提取出

位相Δφo 即可完成测量.
上述系统能够敏感到离面方向 (即垂直于CCD靶面方向)的激光光程变化,故可以实现离面方向的

变形量测量,若要实现三维方向的测量则需要设计光路,需要同时敏感到离面方向和面内两个相互垂直

方向的光程变化.

２　测量装置的组成

２１　硬件组成

高速三维变形场测量装置主要由激光器、光学系统、高精度同步控制器、图像采集系统及数据处理

系统五部分组成.激光器发出单纵模激光,通过光学系统,测量光和参考光在成像透镜处干涉,图像采

集系统获得带有振动特征的散斑图像.通过图像相减程序得到瞬态散斑条纹图,选用 Daubechies小波基

中db１０作为小波基,采用正交小波变换滤波方法很好地抑制了瞬态散斑噪声,并采用条纹中心线法提取

包含在散斑条纹中的位相信息,从而获得瞬态振动位移场.

２２　光路设计

为了实现三个方向的变形量测量,需要搭建离面方向和两个相互垂直的面内方向的激光散斑干涉光

路,设计了如图２、图３所示的测量光路图.
分光镜多次分光将激光器发出的光束分成五路,分别进行x、y、z 方向的变形测量,五路光束分别

为两路y 方向测量光 (蓝色、橙色)、x 方向测量光 (绿色)、z方向参考光 (红色)和x、z方向共用的测

量光 (紫色).
其中图２为水平方向的测量光路,主要为x 方向和z方向的测量光路,由分光镜４分出一束光到垂直

方向,垂直方向的测量光路如图３所示,为y方向的测量光路.多路测量光经扩束后均交会在被测试验件

表面,测量光与参考光两两干涉实现变形量测量.通过电子光阑控制光路的通断,使得x、y、z 光路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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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平面方向的测量光路

图３　垂直方向的测量光路

流切换,实现x、y、z方向的分时高速测量,高速相机配合光路的通断进行曝光,实现了高达１０００Hz
的测量频率.同时为了实现参考光束和从物体散射回来的物光强度匹配,可以在参考光路中增加可调衰

减片调节光强.
本光路采用一个激光器,即实现了三维方向的变形量测量,同时通过电子光阑开关控制五束分支光

路的开关,将面内变形检测ESPI系统和离面变形检测 ESPI系统整合到同一个坐标系中,完成三维变形

测量.

２３　条纹处理算法

散斑条纹图像的相位与物体的变形量存在如下关系

d(x,y)＝λφ(x,y)
４π

(４)

式中　d ———变形量,nm;

φ ———条纹位相,rad;

λ———激光波长,nm.
目前,使用相移技术是求取位相φ(x,y)的常用方法,但是此方法至少需要获得三幅或三幅以上的

相移散斑条纹图,对于动态测量的场合来说这种方法是难以运用的.因此,本文采用基于单幅图像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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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中心线法提取φ(x,y),首先通过对条纹图像进行去噪,二值化,细化等处理最终得到条纹图的条

纹中心线,之后经过条纹定级,插值等步骤求解出条纹位相场.
条纹中心线法主要探测条纹最强和最弱的位置,这些位置上的相位为π的整数倍.条纹中心线法流程

如图４所示,包括图像滤波,中心线提取,条纹定级,条纹插值等步骤.

图４　条纹中心线法流程图

首先对条纹图进行滤波,滤波处理完成后,得到的图是性质比较好的平滑条纹图,此时可用求取条

纹极值点的方法提取条纹中心线.条纹的中心线 (无论是亮条纹中心线还是暗条纹中心线)都是条纹图

的灰度极值点,所以只要找出条纹极值点的集合就可得到条纹中心线.但此时的条纹中心线宽度有可能

不是一个像素,因此还要进行一步所谓的细化操作,就是把中心线线宽缩减到一个像素宽度.

条纹中心线提取出来后,需要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对条纹中心线进行定级,条纹的级数表达的是位

相等值线,相邻的两级条纹中心线之间有２p的位相差.

当条纹图中的所有中心线都被定级之后便可进行条纹插值了,从而可恢复出图中每一点的条纹位相.

根据干涉的基本理论,全场的离面形变信息可以由连续相位经下式直接求出,从而得到形变信息分布图.

３　试验验证

图５所示为实际建立的测量装置实物图,为了检测该系统x、y 和z三个方向的测量误差,本文采用

光学分度头作为位移给出装置,分度头上有一个可绕中心轴旋转的安装板,安装面可绕轴旋转,此处以

微小角度模拟标准变形量,采用双频激光干涉仪作为高一级测量标准,其在小位移范围内测量精度为

０５μm.

图５　测量装置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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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板上固定一个铝板作为被测试件,当安装板沿光学分度头中心轴旋转时,被测面即可产生面

内位移.光学分度头以５″为步进值旋转,得到铝板表面位移后的散斑图,与旋转前的散斑图相减,得到

铝板的位移条纹图.被测件旋转时产生的x 方向的位移可由视场代表的长度乘以旋转角度得到.

由于x 方 向 面 内 位 移 入 射 光 的 入 射 角 度 为 １２８°,故 x 方 向 产 生 一 条 条 纹 需 要: λ
２×sinθ ＝

０５３２
２×sin１２８°μm＝１２μm 的x 方向位移.

图６为面内位移测量装置.

图６　面内位移测量装置

图７ (a)~ (g)所示分别是在光学分度头旋转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和３５″时测量得到的条

纹图.

图７　分度头每旋转５＂ 时x 方向的条纹图

通过标定,测量系统纵向视场大小为９５５mm,干涉仪检测到的理论位移与本装置的测量位移结果

对比见表１.
同理,y、z方向的测量方法与x 方向相同,此处不再赘述,三个方向的测量误差均不大于１μm,如

表２和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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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x 方向位移测量结果

旋转角度/″ 理论位移/μm 干涉条纹数量 测量位移/μm 绝对误差/μm

５ ２３２ ２７ ３２４ ０９２

１０ ４６３ ４２ ５０４ ０４１

１５ ６９５ ６５ ７８ ０８５

２０ ９２６ ８２ ９８４ ０５８

２５ １１５８ １０４ １２４８ ０９

３０ １３８９ １２２ １４６４ ０７５

３５ １６２１ １４ １６８ ０５９

表２　y方向位移测量结果

旋转角度/″ 理论位移/μm 干涉条纹数量 测量位移/μm 绝对误差/μm

５ １９２ １５ ２４５ ０５３

１０ ３８３ ２７ ４４１ ０５８

１５ ５７５ ３６ ５８８ ０１３

２０ ７６６ ４６ ７５２ －０１４

２５ ９５８ ５８ ９４８ －０１

３０ １１４９ ６９ １１２７ －０２２

３５ １３４１ ８ １３０７ －０３４

表３　z方向位移测量结果

旋转角度/″ 理论位移/μm 干涉条纹数量 测量位移/μm 绝对误差/μm

２ ０８３ ４３ １１６ ０３３

４ １６９ ７７ ２０７ ０３８

６ ２５ １０８ ２９１ ０４１

８ ３３４ １５ ４０４ ０７

１０ ４１７ １８ ４８４ ０６７

４　结　论

本文设计的激光散斑三维变形场测量装置可以实现三维变形场的高速动态测量,通过实际测试证明,

三个方向变形量测量均误差小于１μm.该方法系统组成简单,仅用一台激光器实现了三个反向的变形场

测量,具有测量精度高、非接触、可以实现动态测量等特点,且能够应用在高温条件下的三维变形测量

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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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basedonESPI
SUNZeng yu,YUANYuan,GAOYue

BeijingAerospaceInstituteforMetrologyandMeasurementTechnology

　　Abstract　Inordertorealizethenon contactmeasurementforthree dimensionaldeformationofa
testedobject,athree dimensionaldeformationmeasurementsystembasedonElectronicSpecklePattern
Interferometry (ESPI)wasdesignedA splittinglightpath wasdesignedtodividethelasertofive
channelsMeasurementofout of planeandin planedeformationfieldbyphotoelectricswitchAphase
extractionmethodbasedonfringecenterlinemethodwasadoptedThephaseextractionofasinglefringe

patternwasrealizedThenthemeasuringdevicecanmeasurethedeformationdynamiclyTovertifythe
accuracyofthemeasuringdevice,adualfrequencylaserinterferometerwasusedasastandarddevice,a
smallanglewasgeneratedbyanopticalindexheadtosimulateobjectdeformationTestingresultsshow
that,themeasuringerrorsofthemeasuringdevicedevelopedinthispaperarelessthan１μminthethree
dimensional．

Keywords　ElectronicSpecklePatternInterferometry (ESPI);Threedimensionaldeformation;Non
contact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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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载相机用数字化隔离多路输出电源设计

孟　渊　戈　焰

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摘　要　针对星载相机供电电压多、控制时序严格、工作模式复杂、可靠性要求高的用电需求,本

文介绍了一种总线控制的多路输出间相互隔离的电源箱的总体设计方法及主要功能电路实现途径.该设

计方案通过采用FPGA 进行开关机、遥测、总线通信控制,通过矩阵控制电路实现大量指令的开关机控

制,通过时序电路产生顺序加断电信号,通过带有分时选通功能的差分遥测采样电路实现不影响隔离特

性的遥测信号采集.通过以上控制电路结合内部隔离电源模块实现了数字化相机用电源设计和工程样机

制作.最后给出了８１路冷备份工作的数字化电源工程样机的试验情况.试验结果表明:相机用数字化电

源具备多路间相互隔离输出、总线通信、灵活能源管理的功能以及适用于星载环境的高可靠性.

关键词　星载;开关电源;数字化;多路输出;相机

０　引　言

空间遥感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资源探测、海洋观测、环境监测、气象预报、军事侦察、国土测量

等领域[１].可见光及近红外光谱段一直为各类遥感相机的主要工作谱段.在各类应用中空间遥感技术始终

以实现更高的图像分辨率[２]、更广的视场、更多样的工作模式为主要发展方向.这些发展方向都要求相机

具有更为出色的成像性能.基于此需求和现有图像传感器尺寸、分辨率均有限的实际情况,多个成像传

感器在不同的视场范围进行工作的相机设计方法成为重要技术[３].

设计有多个图像传感器的相机提高了相机性能,增强了使用灵活性,同时也大幅增加了相机供电复

杂度.由于图像传感器具有工作用电电压种类多、供电噪声敏感、开关机频次高、启动时序较为复杂、
工作模式多样等特点,因此为高分辨率大视场相机供电的电源除了需要具备一般的隔离低噪声二次供电

能力外,还需要接收较复杂的开关机控制指令序列和给出较多的遥测信号的能力.
目前相机用电源的遥控输入、遥测输出形式主要为模拟信号一对一遥控和一对一遥测,即每一个电

路通路只能进行１个控制点的开关控制或者１个遥测监测点的信号输出.该方法虽然具有电源电路设计简

单的优点,但随着遥控指令和遥测信号数量的增加,对硬件接口电路需求也大幅提高,难以满足多传感

器、高分辨率大视场相机的供电需求.
针对该供电需要,本文提出并实现了一种适用用于星载相机的高可靠数字化隔离多路输出电源.

１　需求分析

相机图像传感器及图像信号处理电路同时需要５５V,５V,４V,３３V,２５V,１５V等多种不同

电压对其传感器、放大器、ADC转换器、信号处理FPGA等多个电路元件供电.电路在受指令控制开机

和关机时,存在严格的加断电时序要求.如信号处理电路要在传感器电路工作后才能开始工作.同时卫

星在轨工作时,地面控制人员需要对电路工作过程中的各路供电电压进行实时监测,以掌握相机工作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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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供电电压和电路用电特点,每个图像传感器需要９路供电电压.这些不同的电压也需要每一路电

压之间保持隔离状态.一个典型的面阵相机应用中可能有多达９个传感器在同时工作,由此需要多达８１
路隔离电源对其进行供电.

电路所用各电压对加电时序有严格要求.传感器加电分５步进行,间隔时间设计指标为 (１±０２)s,
信号处理电路加电分４步进行,间隔时间设计指标为 (２０±１０)ms.断电顺序与加电顺序相反,即先加

电的后断电.

８１路供电根据分组情况需要输入３６路开关机指令并输出８１路电压遥测对各路输出电压进行分组控

制和电压监测.这些指令和监测信号均需要大量的硬件电路进行电源与管理控制单元间信号传输和 ADC.
如果电源可以直接接收和发送数据总线传输的串行数据,就可以大幅减轻管理控制单元的遥控信号发生

和遥测 ADC负担,同时可以通过减少单机间连线数量,大幅减轻单机间连接线缆重量.

２　总体方案

原有相机用二次电源与其他单机具有如下连接关系.二次电源的主要功能为,将输入电源母线的高

压功率,转换为图像传感器与信号处理电路需要的二次低压功率.电源同时接受管理控制单元的遥控指

令进行输出加断电控制,并输出二次供电电压遥测信号.

图１　原有相机电源与其他单机连接关系

为了使电源和管理控制器能够通过总线进行连接,需要在图１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设计方案.具有数字

化特点的一种电源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数字相机电源与其他单机连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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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相机电源分为６个组成部分,简要介绍如下:

１)功率变换:该电路的主要功能为进行电源的功率变换,将输入功率变换为图像传感器及信号处理

电路需要的功率.由于电源的各路输出电压互相之间均隔离,所以每一路输出均设计独立的隔离功率变

换电路.

２)时序控制:该电路的主要功能为对图像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供电的２组多路电压进行加断电时

序控制,保证输出电压的开机和关机顺序满足供电要求.该电路采用将原边地作为控制地的设计满足功

率变换电路各路输出电压间相互隔离的要求.但该电路与控制器及外围电路处于隔离状态.

３)开关机控制:该电路将控制器输出信号处理后隔离传输给时序控制电路,达到控制时序电路开关

机的目的.

４)遥测 ADC:该电路的主要作用为,在不影响各路输出电压间相互隔离的特性的基础上采集输出遥

测电压,并将模拟遥测电压转换为可供控制器处理和总线传输的数字信号.

５)总线接口:该电路为相机电源的通信接口.通过该接口按照总线协议将电源接入整个上位网络.

６)控制器:该电路及相应软件配合实现对通过总线收到的指令数据进行解析和校验并通过开关机控

制电路进行开关机指令执行;驱动 ADC电路接收遥测数据、暂存处理遥测数据、组包通过总线上传遥测

数据和其他状态信息.
该方案具有时序控制不受控制电路及软件工况影响的特点,具有可使相机电源不必通过控制器工作

即可通过外部硬指令直接开关机的高可靠工作优点.同时该方案需要的控制器计算能力较低并将计算资

源集中到智能控制方面,可使电源整体保持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软件可靠性.

３　控制器及总线接口设计

控制器与总线接口共同完成总线通信、遥控指令接收解析、遥测数据组包上传等功能[４].其中总线接

口按照通用总线协议进行设计,可采用 RS４８５/４２２总线、１５５３B总线、CAN 总线等.具体总线型号在系

统级按照数据量、可靠性、实时性等指标进行设计选用.
控制器由电路和软件共同实现功能.在设计中考虑到控制器的工况主要为并行的总线收发、遥控指

令解析、ADC控制、遥测数据处理等任务,且各个任务流程单一重复,因此考虑将 MCU、DSP、FPGA
作为核心控制器的控制方案,经过对比选择FPGA 作为该任务的核心控制器.FPGA 内部功能模块组成

如图３所示.FPGA具有工作实时性高、并行任务处理能力强的优点,这些优点可在本任务的环境中得到

充分发挥.
通过分析、预估电源控制器软件需要的 FPGA逻辑门数量,结合软件对于存储空间的需求,对比

反熔丝FPGA配合随机存储器 (SRAM)扩充存储容量方案和SRAMFPGA配合动态刷新电路的技术

方案,最终选择反熔丝FPGA配合随机存储器 (SRAM)扩充存储容量方案.该方案的主要优点是反

熔丝FPGA具有抗 辐 照 能 力 强、成 本 低,且 无 须 增 加 较 为 复 杂 的 动 态 刷 新 抗 单 粒 子 翻 转 (SEU)
电路[５].

FPGA软件设计中选用状态机控制方法进行各个功能模块的工作流程、状态控制.同时软件设计过程

中也针对FPGA并行处理能力强的特点对 ADC控制和涉及的串行数据处理算法进行了并行计算优化,大

幅减少了时钟消耗,使得FPGA可以在较低的时钟频率下完成多达８１路输出遥测电压的快速 ADC转换

和数据处理工作,提升了软件运行的可靠性.为提高相机电源控制器与总线的可靠性,将电源控制器设

计为主备份冗余设计,各单份控制器电路均控制热备份的 A、B两条 RS４８５总线[６].因此不论是总线出

现故障还是控制器电路出现故障,都可以切换到备份总线甚至是备份控制器.

４　遥控及时序电路

遥控及时序电路的主要功能是对各路输出电压按照要求的开关机时序进行开关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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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FPGA内模块组成

对于遥控电路,其将FPGA输出的控制信号进行译码并驱动继电器指令电路进行隔离开关机控制.
为缩小继电器驱动电路的元器件数量和体积,选用了４行９列的矩阵电路对继电器进行控制,如图４
所示.

图４　继电器指令矩阵示意图

使用继电器进行隔离控制的优点是可以利用继电器的磁保持特性在控制电路发出开关机脉冲控制信

号后及时保存状态信息,避免使用复杂的抗单粒子翻转 (SEU)效应的状态保存电路.但使用继电器也

带来了继电器线圈驱动电流较大的缺点,因此在控制矩阵电路设计中采用缓冲器驱动的小功率晶体管作

为矩阵的开关控制器件的方案,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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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方案采用单个辅助电源为矩阵供电,设置浮地控制的PNP型晶体管为行信号控制开关控制信

号正线,设置共地控制的 NPN型晶体管为列信号控制开关控制信号回线.
时序电路控制各路电源输出电压的加断电顺序和间隔时间[７].电路中通过将各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基

准电压与正向输入端的斜坡电压进行比较,实现各路输出电压按照设定的顺序和时间间隔实现开关机的

功能,如图６所示.

图６　时序电路接口

为了提高电源控制可靠性,在遥控与时序电路设计中采用交叉控制的控制方式,使得主份控制FPGA
可以通过遥控电路灵活控制功率转换电路的主份及备份电路,备份控制FPGA 也能够通过相同的方式控

制主份和备份功率转换电路,如图７所示.通过这一备份控制方式,改善了相机电源中控制电路和功率转

换电路同时出现故障时的可靠性.

图７　交叉备份控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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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遥测电路

遥测电路的主要功能是采集各路输出电压的遥测数字信号[８],如图８所示.

图８　遥测电路示意图

因为相机图像传感器和信号处理电路需要低噪声供电,避免各路供电间串扰并防止出现潜通路,所

以相机电源各路输出间均为隔离供电.遥测电路设计８１路遥测电压共用１个模数转换器 (ADC)进行电

路复用和分时转换.为了在转换的过程中不破坏各路电源输出间的隔离特性,并使 ADC的地与功率输出

地间隔离,电路设计采用了差分分时采样后再进行模数转换的方案进行电路设计.
该方案有效避免了采样造成的各路功率输出间不隔离的问题.在电路正常完成信号采样、转换的同

时不引入新的噪声串扰通路.

６　产品实现结果

根据任务需求,设计了具有８１路冷备份隔离输出,为９个图像传感器供电的相机电源,并完成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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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样机的研制.产品中所有的功率转换电路和控制电路均为冷备份设计,具备在不同功能的主备份电路

同时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通过指令实现系统重构并正常工作的能力.主要性能指标测试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主要性能指标测试结果

序号 项目测试 结果

１ 产品尺寸 ３１８mm×３６０mm×２４０mm

２ 质量 ２３kg

３ 输出路数 ８１路

４ 输出间隔离阻抗 １４MΩ

５ 输入与输出间隔离阻抗 １００MΩ

６ 备份方式 冷备份

７ 开关机指令 ３６条

８ 电压遥测 ８１条

对比其他相机电源产品,该数字化相机电源在大幅提高智能化水平,增加系统复杂度的同时,不降

低可靠性,满足了长寿命卫星的高可靠供电需求 (见图９).

图９　８１路输出相机电源结构图

７　结束语

通过大型相机电源的数字化工作可使电源并入整星的智能控制网络,成为物联网的一部分.电源作

为基础又不可缺少的执行器,其数字化可改变整星原有的层级分明且工作模式单一的整体结构,可使整

星管理更加扁平化,能源管理更加精细化,任务执行更加灵活化.目前遥感卫星平台载荷一体化设计已

经成为趋势,同时小平台大功能的发展方向需要电源管理更加高效.在现有小卫星、商业航天卫星平台

能源供需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智能化能源管理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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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MultipleOutputIsolatedPowerSupply
DesignforSpaceborneCamera

MENGYuan,GEYan
LanzhouInstituteofPhysics

　　Abstract　Aimingatthepowersupplyrequirementsofthecamerasonthesatellitewith multiple
voltages,strictcontroltiming,complexworkingmodes,andhighreliabilityrequirements,thispaper
introducesageneraldesignmethodofbus controlledmulti outputisolatedpowerboxesandthemain
functionalcircuitimplementationThisdesignschemeadoptsFPGAforswitch,telemetry,andbus
communicationcontrolThissolutionusesa matrixcontrolcircuittoimplementalargenumberof
instructionstoswitchonandoff,generatesasequenceofpower onandpower offsignalsthrougha
sequentialcircuit,andusesadifferentialtelemetrysamplingcircuitwithatime gatingfunctiontoachieve
telemetrysignalsampling withoutaffectingisolationcharacteristicsThroughtheabovecontrolcircuit
combinedwiththeinternalisolatedpowersupplymodule,thedesignofthedigitalcamerapowersupply
andtheengineeringprototypearemadeFinally,thetestsituationofthe８１ channelcoldbackupdigital

powerengineeringprototypeisgivenThetestresultsshowthatthedigitalpowersupplyforthecamera
hasthefunctionsofmultipleisolatedoutputs,buscommunication,flexibleenergy management,and
highreliabilitysuitableforspaceborneenvironments

Keywords　Spaceborne;Switchingpowersupply;Digital;Multipleoutputs;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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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轨卫星PCU在轨自主故障诊断与恢复技术研究

习成献１,２　孔陈杰１,２　张　强１,２

１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２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

摘　要　能源系统在轨安全可靠运行是卫星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快速识别能源故障、及时恢

复运行,对于提高能源可靠性、增强卫星寿命尤为重要.针对中高轨卫星电源控制器 (PCU)在轨自主

运行,本文详细分析并设计了一套自主故障诊断与恢复系统,经北斗导航卫星在轨应用验证,该技术准

确可靠,可为其他航天型号的自主运行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　电源控制器 (PCU);可靠性;自主;故障诊断;恢复

０　引言

能源系统作为卫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整星的供配电任务,能源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是卫星正

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对提高卫星性能、增强卫星在轨运行寿命起着决定性作用[１２].由近几年国内外公布

的航天器在轨运行故障统计数据可知,能源系统发生的在轨故障概率比其他分系统都高[３],为航天器故障

发生概率较高的分系统,故障模式主要为运行环境高低温冲击、静电效应和空间带电粒子造成的电路故

障与性能衰减[４].此外,受地面测控站的地域限制,多数情况下地面站不可能对卫星全程实时跟踪,如果

能源系统在不可测弧段内发生故障而不及时采取措施,很可能会错过故障的最佳处理时机,最终导致故

障蔓延、损失增大,甚至可能危及整星安全[５].因此,在卫星整个寿命周期内对能源系统的自主健康状态

和自主运行能力进行提升,有助于提高卫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６８].

能源系统在轨自主故障诊断与恢复系统要求当卫星能源供应出现异常时,能在脱离地面运控系统支

持的情况下,由地面支持变成星上自主控制,对在轨产生的故障自主进行快速识别、诊断和处理,以消

除故障或降低故障影响,保证卫星的能源平衡,提高卫星的自主运行能力[９].特别是中高轨道卫星,地影

季持续时间长,并且不可测控弧段时间较长,因此开展能源自主故障诊断与恢复设计是确保卫星全寿命

周期在轨健康、可靠运行的关键[１０,１１].

本文针对中高轨道卫星所处空间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提出了电源控制器 (PCU)在轨自主故

障诊断与恢复设计,并在北斗导航卫星上进行了验证,通过在轨数据分析,验证了所设计系统的正确性

和有效性,为后续其他型号航天器的在轨自主运行提供经验.

１　设计思路

卫星能源系统包括电源控制器 (PCU)、太阳电池阵、锂离子蓄电池组、均衡器和配电器.其中,

PCU作为能源系统的控制中心,在卫星寿命周期内调节太阳电池阵和蓄电池组的能量传输和功率平衡,
为平台和载荷提供一条全调节、高品质的供电母线,以满足卫星在整个寿命周期内各种工作模式下的功

率需求.PCU按功能划分为主误差放大电路 (MEA)、分流调节电路 (S３R)、充电调节电路 (BCR)、放

电调节电路 (BDR)和遥测遥控电路 (TM/TC),以 MEA电路为调节中心,采用三域控制方式统一调节

S３R、BCR和BDR工作.MEA信号是实现全调节母线控制的基准,随不同的负载需求,PCU 能自动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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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到相应的工作模式.在光照期,S３R调节太阳电池阵对星上负载供电,同时通过BCR给蓄电池组充电;
在地影季,通过BDR调节蓄电池对星上负载供电.为避免因PCU 工作异常导致整星供配电出现严重故

障,对PCU的下位机模块和功率调节单元BCDR (又称为充放电调节单元,即包括BCR和BDR)分别

进行了故障诊断与恢复设计.
本设计中,PCU下位机软件、均衡下位机软件以及星务能源管理软件协同工作,采用表征PCU 关键

功能的重要参数作为判决依据,设定合理的判决门限、采样时间和次数,通过１５５３B总线统一进行数据

采集和指令分发.均衡器软件完成蓄电池遥测参数的采集处理,通过 RS４２２总线实现与 PCU 的信息交

换;PCU下位机软件通过１５５３B总线与星载计算机通信,完成遥测数据和间接指令的分发解析;星载计

算机通过１５５３B总线采集各关键参数,触发报警时通过１５５３B总线发送预先设定的指令并执行相应策略.
此外,地面系统可根据卫星状态进行影响阈分析,以进行后续操作.PCU 自主故障诊断与恢复设计框图

如图１所示,PCU自主运行使能状态 “使能”是操作的前提.

图１　PCU自主故障诊断与恢复设计框图

２　PCU自主故障诊断与恢复设计

２１　PCU下位机设计

PCU包括以下两套独立工作的下位机模块 (工作于冷备方式):

１)工程参数计数不更新 (计数不增加)且连续１０帧满足条件,可判断为遥测通信故障,执行PCU
主备切机指令并完成切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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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当

V参考电压１ ∉ ２V,７V( )

V参考电压２ ∉ ２V,７V( ){ (１)

连续１０帧满足式 (１)条件,可判断为遥测通信故障,执行PCU主备切机指令并完成切机操作.
式中,V参考电压１ 、V参考电压２ 为PCU的参考电压.

该功能运行的前提为PCU下位机自主管理使能 “允许”,详细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PCU下位机故障自主管理流程图

２２　功率调节单元 (BCDR)故障设计

(１)BCR功率调节单元设计

当

VBEA－A(B) ≥５V
IBCRi,A(B) ≤０３A{ (２)

连续１０帧满足式 (２)条件并且BCRi,A(B)加电状态为 “ON” (i＝１~３)时,发送指令BCRi,A(B)断

电,间隔１s后发送BCRi＋１,A(B)加电,并判断操作.
式中,VBEA－A(B) 为蓄电池 A (B)的误差电压,IBCRi,A(B) 为蓄电池 A (B)的充电电流.

该功能运行的前提为BCR功率调节单元自主管理使能 “允许”.
(２)BDR功率调节单元设计

当

VMEA－S３R ≤８２V
VMEA－BDR ≤８２V{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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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１０帧满足式 (３)条件并且满足６个BDR加电状态为 “ON”、只有１个BDR的输出电流IBDRix,jy ≤
３A(ix＝１,２,３;jy＝A,B), 则发送指令BDRix,A和BDRix,B断电 (ix 为故障BDR序号),判断操作正

常后将BDR功率调节单元切换到成功状态１,将其设置为 “切换成功”;如果满足所有４个BDR状态为

“ON”并且FLAGBDROFF为FALSE,同时BDRix,jy’再次出现故障并且BDRix,jy’中的jy’不等于jy,则发

送指令BDRix,jy加电,同时BDRix,jy’断电,判断操作正常后将BDR功率调节单元切换到成功状态２,并设

置为 “切换成功”,把FLAGBDROFF设置为 TRUE,否则整星进入安全模式;当BDR功率调节单元切换成

功状态２ “切换成功”后,再次出现BDRix,iy新故障,整星转安全模式.
式中,VMEAS３R 为 MEA (S３R)电压,VMEA BDR 为 MEA (BDR)电压.

该功能运行的前提为BDR功率调节单元自主管理使能 “允许”,详细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功率调节单元故障自主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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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防止BCDR意外触发保护功能设计

(１)BDR意外触发保护设计

当

IBDRix,jy ≤－１A (４)
连续１０帧满足式 (４)条件并且当前BDRix,jy加电状态为 “ON”时,则发送指令BDRix,jy断电,间隔１s
后发送指令BDRix,jy加电,如果该IBDRix,jy ＞－０３A,则将对应的 BDRix,jy 解锁状态设置为 “执行成

功”;如果连续三次执行后故障如故,则将对应的BDRix,jy解锁状态设置为 “执行异常”,同时将对应的

BDRix,jy故障标志位设置为 “异常”.
式中,IBDRix,jy(ix＝１,２,３;jy＝A,B)为BDR的输出电流.

(２)BCR意外触发保护设计

当

VA(B) ≤３６V (５)
并且连续１０帧出现 A (B)电池过充保护状态为 “保护”时,则发送指令BCRix,jy断电,间隔１s后发送

A (B)电池过充保护复位,间隔１s后发送BCRix,jy加电,连续发送三次;如果 A (B)电池过充保护状态

仍为 “保护”时,则发送 A (B)电池过充保护禁止,连续发送三次.BCR意外触发保护功能流程如图４
所示.
式中,VA(B) 为蓄电池组 A (B)的电压,BCRix,jy(ix＝１,２,３;jy＝A,B)加电状态为 “ON”.

该功能运行的前提为BDR意外保护自主开机状态 “使能”和BCR意外保护自主开机状态 “使能”.

３　在轨应用分析

北斗导航某颗 MEO卫星在轨运行期间,地面软件显示B蓄电池处于过充保护 “报警”故障状态.遥

测数据显示卫星B蓄电池过充保护状态由最初的 “０/正常”切换为 “１/保护”,同时功率调节单元BCR１B

加电状态由最初的 “０/加电”切换为BCR１B “１/断电”,BCR３B加电状态由 “１/断电”切换为 “０/加电”,
同时功率调节单元切换成功状态显示为BCRB “切换成功”BCRA,其他相关参数均正常.卫星故障前后

相关参数状态变化见表１.

表１　卫星遥测参数状态变化

参数状态 BCR１A状态 BCR１B状态 BCR３B状态 BCRA切换状态 BCRB切换状态
A蓄电池过充

保护状态

B蓄电池过充

保护状态

故障前 ON ON OFF 未切换 未切换 正常 正常

故障后 ON OFF ON 未切换 切换成功 正常 保护

针对上述现象进行故障树分析,最终确定故障原因为B蓄电池过充保护锁存电路异常翻转 (单粒子

效应),从而触发B蓄电池保护.由图３和图４可知,在PCU 功率调节单元故障自主管理 “使能”状态

下,当满足VBEA B≥５V,BCRi,B (i＝１~３)加电状态为 “ON”并且充电电流IBCRi,B≤０３A,连续１０帧

满足条件时,则发送BCRi,B断电、BCRi＋１,B加电,判断操作正常后,将BCR功率调节单元切换到成功状

态,并设置为 “切换成功”.对故障前后的相关遥测数据进行分析比对,如图５、图６和图７所示.

B蓄电池过充保护状态和BCR切换过程如图５和图６所示.故障后某时刻卫星进入地影,蓄电池开

始放电.由图５、图６和图７可知,当B蓄电池放电至电压３５９９V 时,BCR３B蓄电池过充保护复位,此

时B蓄电池过充保护状态由 “保护/１”切换为 “正常/０”;卫星出地影进入阳照区,蓄电池放电结束开始

充电,此时BCR３B充电电流正常,B蓄电池最终为满电状态.故障后蓄电池充放电曲线如图６和图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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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防止BCDR意外触发保护功能设计流程图

图５　VBEA B曲线和B蓄电池过充保护状态曲线

图５、图６和图７的数据结果表明,当卫星在轨运行受到空间环境干扰、出现过充保护后,PCU自主

管理功能在轨工作正常,验证了PCU在轨自主故障诊断和恢复技术设计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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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BCR１B/BCR２B/BCR３B加电状态和电流曲线

图７　A/B蓄电池组电压曲线

４　结论

能源系统在轨稳定运行是整个卫星正常运行的重要前提.特别是长期在轨服务型卫星,此类卫星的

特点为高可靠性、高可用性和长寿命,因此快速识别电源故障、及时恢复运行,对于提高此类卫星能源

可靠性、增强寿命尤为重要.本文针对中高轨卫星PCU 的在轨自主运行,详细分析并设计了一套自主故

障诊断与恢复系统,经北斗导航卫星在轨应用验证,该技术准确可靠,能动态实时在线状态检测,有效

解决了卫星在轨故障识别、诊断、处理及恢复问题,实现在轨自主维护,提高卫星的运行寿命,为后续

其他型号在轨稳定运行管理提供设计及应用参考,具有重要的工程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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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safeandreliableworkingoftheenergysysteminorbitisapremiseforthenormal
operationofthesatelliteTherefore,itisveryimportanttoidentifyenergyfailuresandresumeoperations
intimeforimprovingenergyreliabilityandincreasingsatellitelifeAimingattheautonomousoperationfor
thepowercontrolunit (PCU)ofSatelliteontheMiddle HighEarthOrbit,asetofautonomousfault
diagnosisandrecoverysystemisanalysedanddesignedindetailItisverifiedbytheapplicationofBeidou
navigationsatelliteinorbitthatthetechnologyisaccurateandreliable,whichcanprovidereferenceforthe
autonomousoperationdesigningofotherspace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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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太阳能电站的特点及工程管理问题分析

李健全１　侯欣宾２　王　立２　张思晛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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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航天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　空间太阳能电站发电稳定,能量利用率高,应用前景好,针对这种新型发电技术,本文分

析了其特点,给出了具有商业化运营前景的１GW 多旋转关节空间太阳能电站的主要参数.对空间太阳能

电站工程大系统、工程管理及运行管理等有关工程及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给出了一些意

见和建议.
关键词　空间太阳能电站;特点;工程问题;管理问题;分析

０　引言

空间太阳能电站 (简称SPS),能够连续不断地工作,能量输出稳定,且发电量大,应用前景广阔.

国内在此领域研究多年,大都集中在SPS国外研究情况与分析、SPS概念研究、SPS方案研究[１]、关键

技术分析[２]等方面,而对于SPS涉及的工程大系统及工程管理问题论述较少.本文针对商业运营级的空

间太阳能电站 (１GW)方案研究的结果,开展了大系统及工程管理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一些结论.

１　空间太阳能电站的特点

空间太阳能电站是一种在空间将太阳光能转化为电力,然后通过无线能量传输 (微波或激光)的方

式将能量传送至地面的新型超大型发电系统.１９６８年PeterEG提出概念[３],此后,科学家在此领域不断

研究,先后提出了多达几十种的电站方案[４６].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过多年的研究工作,于２０１４年提出了一种新的电站方案,称为多旋转关节空

间太阳能电站 (Multi RotaryjointsSPS,以下简称 MR SPS),如图１所示.１GW MR SPS主要参

数见表１[１].从中可以看出,SPS的纵向和横向尺寸都在数千米,质量接近１００００t,输出功率约为

２４GW.因此可以说,空间太阳能电站是一个由多个部件组成的、非常巨大的、复杂的、超大功率航天

飞行器.由于在空间中,超大型可展开结构结构展开、高精度波束控制、超大功率电力管理及传输、高

效率太阳能转化等方面还存在技术难点,因此在全球范围内,至今还未建成空间验证系统.

图１　MR SPS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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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GW MR SPS主要参数

系统参数

轨道 GEO

地面供电功率 ≈１GW

系统效率 ≈１３％

总质量 ≈１００００t

太阳能收集与

转换分系统

太阳电池类型 薄膜 GaAs

发电效率 ≈４０％

电池阵面积 ≈６km２

输出功率 ≈２４GW

电池子阵输出电压 ≈５００V

电池子阵数量 ６００

总质量 ≈１８００t

微波无线能量

传输分系统

微波频率 ５８GHz

无线能量传输效率 ≈５４％

发射天线直径 １０００m

天线模块数量 １２８０００

总质量 ４０００t

接收天线直径 ５km

电力传输与

管理分系统

电池子阵电压 ５kV

传输母线电压 ２０kV

导电旋转关节数量 １００

质量 ２５００t

结构分系统
模块形式 展开桁架

质量 １２００t

姿态与轨道

控制分系统

推力器 １N电推力器

质量 １００t

其他
热控分系统质量 ２００t

信息与系统运行管理分系统质量 ５０t

目前,关于SPS,美国、日本等国家均提出了分阶段发展的规划.我国也开展了SPS的发展规划研

究工作,并提出了分阶段发展的建议.

第一阶段:目前至２０３０年,为关键技术攻关及验证阶段,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全系统方案设计

及系统仿真、突破SPS核心关键技术,开展关键技术试验验证,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SPS空间构建及

支持系统,建设 MW 级SPS系统[７].

第二阶段:２０３０—２０５０年,为工程建设阶段 (含商业化运营),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以实际应用为

牵引,持续研发创新技术,掌握空间支持系统技术,开始SPS的工程建设,建成业务运行的SPS,为后

续的产业化打下基础[７].

２　空间太阳能电站工程及管理问题分析

针对空间能电站所涉及的工程大系统、工程管理及运行管理等有关工程和管理问题,分别论述如下.

２１　工程大系统有关问题初步分析

空间太阳能电站在轨质量近万吨,需要大型运载.重型运载火箭及其未来发展型号是比较可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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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一,其实现的方式有:LEO在轨组装发射模式、GEO 在轨组装发射模式、综合发射模式,三种方式

比较起来,综合发射模式最可行.为满足SPS的发射要求,尚需要开展体系化的SPS发射、多发射场适

应性等技术研究[８].

空间太阳能发电站地面系统包括能量接收与转换分系统和运行控制分系统.初步的论证结果表明,

SPS是一个稳定状态系统,现有成熟的并网技术能够将SPS输出的直流电顺利并网运行.作为一个 GW
级电站,与核电站或大型水力发电站类似,其主要的电网连接问题也是相同的.对于由于环境引起的SPS
功率变化,可以通过储能技术保证地面接收电站并网功率的稳定性.但为满足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系统

的要求,还需要在高效整流天线、整流模块优化连接方式、长时间大容量电能故障切除机制设计优化等

方面进行研究.

２２　工程管理问题初步分析

根据第１章论述的SPS分阶段发展的建议,经分析,每个阶段的管理工作内容如下.

空间太阳能电站方案设计及关键技术研发阶段的管理工作包括:组织方案论证,组织和协调关键技

术攻关.验证系统研制阶段的管理工作有空间太阳能电站验证系统、运载火箭、地面验证系统等产品研

制的质量、进度和成本控制,大系统协调,验证系统发射及运行维护等工作.
工程建设及商业化运营阶段管理工作有:资金筹措;空间太阳能电站系统、运载火箭、地面系统等

产品研制的质量、进度和成本控制;大系统协调;在轨运行与维护、能源的营销等工作.
针对SPS这种大型、复杂的航天系统,在借鉴航天系统行之有效的项目管理方式和方法的基础上,

采用国内外行之有效的卓越管理模式来进行管理.该管理模式是以用户为中心,以追求绩效卓越为目标

的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９],包括卓越领导、卓越过程和卓越结果.

卓越管理模式倡导以用户为中心,SPS的用户为电力公司,要求输出的电能稳定、持续.SPS一年中

绝大多数时间能够做到,但在春分和秋分前后共４２天有阴影,最大阴影时长为７０min,从用户使用着

想,SPS地面系统配置储能系统,以保证地面接收电站并网功率的稳定性.卓越管理模式要求有长期的发

展战略,这可以从队伍和管理机制的稳定性上加以保证.卓越管理模式要求卓越领导,可通过构建协同

高效的领导体系加以实现.卓越管理模式强调过程管理,通过构建科学系统的过程控制体系来实现.空

间太阳能电站的质量管控方面,应当贯彻质量管理要求,全面实施产品保证工作,明确产品保证目标,
从时间、要素和程序三个维度开展产品保证工作,以满足空间太阳能电站的要求.风险管控方面采取概

率风险分析 (FPA),失效模式及其影响分析 (FMFA)等多种分析方法,从不同角度识别风险项目,对

识别出的风险进行评价,有针对性地制定消除、降低、转移或接受的应对措施.

２３　空间太阳能电站运管模式分析

SPS具有项目研制周期长、多次火箭发射、在轨组装、规模大等特点,借鉴国际空间站的经验[１０],

对这种大型复杂空间系统,及早开展运行管理模式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应用中心型是由国家支持,具有一定行政管理职能的运管模式,管理协调能力强.空间太阳能电站

技术难度大、工程协调量大,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关键技术攻关及验证阶段可以考虑这种运管模式.
针对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关键技术攻关及验证阶段,我们提出一种面向市场的应用中心型运行管理模

式.该模式为两级组织结构,第一级是空间太阳能电站应用中心 (中心领导层),第二层由职能部门、市

场部门、业务部门组成,涉及业务管理、市场开发、综合管理等.其中工程管理部负责关键技术攻关、
验证系统研制及维护等工作;综合管理部负责行政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工作;市场开发部负责

战略规划及能源市场开发等工作;运控室负责空间段的测控、运行控制;地面接收站和能量转换站负责

地面接收站与能量转换站的管理工作.其组织构架如图２所示,职能分配如图３所示.
在空间太阳能电站关键技术攻关及验证阶段结束后的工程建设及商业化运行阶段,可以考虑采用股

份有限公司型的运管模式.空间太阳能电站输出的是能源,市场需求大,且稳定,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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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面向市场的应用中心型管理构架

图３　面向市场的应用中心型管理构架职能分配图

的运管模式有利于吸纳社会资本参与.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层为董事会,执行层为总经理等高管,实施层

主要包括管理 (市场)部门和业务部门等.其中管理 (市场)部门负责行政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
工程管理、市场开发等,业务部门负责测控、运行与控制,地面接收站和能量转换站管理.未来公司如

能公开发行股份,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则董事会上层还应有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其组

织构架详见图４.

图４　股份有限公司型运管模式的组织构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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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空间太阳能电站输出的是能源,市场需求大且稳定,具有商业化运营的前景.首先利用国家资金完

成关键技术攻关及验证系统研制后,可以采用市场化管理手段,采取国家资金、社会资本联合投入,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方式,建设首个商业化的SPS.在此基础上,以市场化手段,建设并运营第二个、第

三个甚至更多个SPS,实现空间太阳能电站的规模化运营,更多地造福人类.

SPS技术复杂,难度大,需要持续不断地研究和攻关才能突破所涉及的技术难点.管理模式的研究也

需要不断跟踪与深化,以满足SPS的这一伟大工程的需要.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后期的深入研究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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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光谱下太阳电池转换效率的差异分析与换算

雷　刚　范　襄　王　凯　杨洪东　金　超　严柳柳　陆剑峰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摘　要　本文对不同光谱条件下太阳电池转换效率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建立了不同光谱条件下太阳

电池电性能的换算方法.对公开报道的几种太阳电池的电性能进行了换算,并和实测数据进行了对比.
研究表明,对于各种类型的太阳电池,在不同光谱条件下其转换效率均可通过特定的转换系数进行换算,
几种典型太阳电池的计算结果和实测数据之间的偏差最大不超过１３％.

关键词　太阳电池;光谱;转换效率;换算方法

０　引　言

自从１９５８年美国先锋１号 (VanguardI)卫星首次采用硅太阳电池供电后,硅太阳电池迅速发展为

各类航天器首选的主电源,直至２１世纪初逐渐被转换效率更高、抗辐照性能更好的砷化镓太阳电池所取

代,到２０１５年后硅电池已基本退出航天领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晶硅电池在地面的应用得到了迅

速的发展,目前全球的年产能已达上百 GW,转换效率提高到２１％~２４％ (AM１５G光谱),而价格则进

一步降低到每瓦２元以下.地面用太阳电池具有价格低廉的突出优势,关于其空间应用可行性的相关研究

也在持续进行[１２],而随着SpaceX公司的Starlink商业卫星星座采用地面用硅电池作为主电源,低成本的

地面用太阳电池也进一步得到航天领域的重视.
空间用太阳电池和地面用太阳电池分别采用 AM０光谱和 AM１５G 光谱作为测试标准,转换效率的

测试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两种标准下的测试结果无法直接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为了获得太阳电

池在空间环境下的电性能,需要采用专用的 AM０太阳模拟器进行测试.由于 AM０太阳模拟器价格昂贵,
给地面领域和空间领域之间的技术交流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此外随着深空探测任务的实施,也需要获得各种太阳电池在特殊的光谱条件 (如火星表面的太阳光

谱)下的性能,这就要专门开发特殊的光谱模拟器,给实际工程应用带来很大的麻烦.因此有必要研究

太阳电池在不同光谱条件下电性能的换算方法,为航天工程的实施以及太阳电池领域的技术交流提供

便利.

１　理论分析

１１　转换效率的理论计算

根据太阳电池基本理论[３],理想太阳电池的转换效率η的计算公式为

η＝
JSCVOCFF

P
(１)

式中,JSC,VOC,FF分别为太阳电池的短路电流密度、开路电压、填充因子;P 为入射到太阳电池的太

阳光的功率密度.
其中JSC 可根据式 (２)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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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C ＝
q
hc∫P(λ)Q(λ)λdλ (２)

式中,q为电子电荷;h为普朗克常数;c为真空光速;λ为太阳光的波长;P(λ)为太阳光的光谱辐照度;

Q(λ)为电池的外量子效率.

VOC 可根据式(３)进行 计算

VOC ＝
kT
q

ln
JSC

J０
＋１

æ

è
ç

ö

ø
÷ (３)

式中,k为玻耳兹曼常数;T 为绝对温度;J０ 为二极管饱和电流密度.
对于通常的太阳电池,其短路电流密度JSC 远大于二极管饱和电流密度J０, 因此式 (３)可近似为

VOC ＝
kT
q

ln
JSC

J０
(４)

FF可根据经验公式进行近似计算

FF＝
vOC －lnvOC ＋０７２( )

vOC ＋１
(５)

式中,vOC 为归一化开路电压,其定义为

vOC ＝
q
kTVOC (６)

当vOC 大于１０时,式 (５)对FF的计算可以精确到四位有效数字.

１２　不同光谱条件下转换效率的差异分析

式 (２)中的外量子效率Q(λ)在非聚光条件和非弱光条件下可以认为是跟光照无关的,只取决于具

体电池结构的常数,因此对于具体的某一太阳电池,其在 AM０光谱和 AM１５G 光谱下的短路电流密度

比值βJ 为

βJ＝
JSC０

JSC１５
＝∫P０(λ)Q(λ)λdλ

∫P１５(λ)Q(λ)λdλ
(７)

式中,P０(λ),P１５(λ)分别为 AM０和 AM１５G的光谱辐照度,根据相关标准[４５],其分布如图１所示.

图１　AM０和 AM１５G的光谱辐照度

定义归一化量子效率q(λ)为

q(λ)＝
Q(λ)
Qmax

(８)

式中,Qmax 为太阳电池外量子效率曲线上的最大值,由此,式 (７)可改写为

６４６



βJ＝∫P０(λ)q(λ)λdλ

∫P１５(λ)q(λ)λdλ
(９)

从式 (９)可以看出,太阳电池在 AM０光谱和 AM１５G光谱下的短路电流密度比值βJ 的大小与外量

子效率的分布曲线形状有关,而与外量子效率的绝对值高低没有直接关系.
太阳电池的归一化外量子效率q(λ)随波长变化的曲线一般如图２所示,在太阳电池响应光谱的中间

段 (对应图２中波长从λ２ 到λ３ )为基本平直的横线,而在两侧为陡峭的斜线.

图２　太阳电池的归一化外量子效率示意图

令式 (９)中等号右侧分子上的积分项为A, 则根据图２可知

A＝∫
λ２

λ１

P０(λ)q(λ)λdλ＋∫
λ３

λ２

P０(λ)q(λ)λdλ＋∫
λ４

λ３

P０(λ)q(λ)λdλ (１０)

令式 (１０)中三个积分项的值依次为A１,A２,A３,考虑到A１ 和A３ 明显小于A２,则A 为接近且大

于A２ 的一个值.
为了获得更为精确的A 的近似值,对A１ 进行分析,可知

０＜A１ ＜∫
λ２

λ１

P０(λ)λdλ (１１)

因此A１ 可做如下近似处理

A１ ≈∫
λ２

λ１２

P０(λ)λdλ (１２)

式中,λ１２ 为λ１ 和λ２ 的算术平均值.
对A３ 进行同样的处理后可得到关于A 的更为精确的近似表达式

A ≈∫
λ３４

λ１２

P０(λ)λdλ (１３)

对式 (９)中的分母进行相同的近似处理,则式 (９)可进一步近似为

βJ ≈
∫

λ３４

λ１２

P０(λ)λdλ

∫
λ３４

λ１２

P１５(λ)λdλ
(１４)

由式 (１４)可知,影响短路电流密度比值βJ 的主要因素有表征不同光谱的光谱辐照度分布的参数光

P０(λ),P１５(λ)以及表征太阳电池主要光谱响应范围的参数λ１２,λ３４.
太阳电池的λ１２ 通常为３５０nm 左右,而λ３４ 主要取决于构成电池本体的半导体材料禁带宽度Eg, 可

根据式 (１５)进行估算

λ３４Eg＝１２４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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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λ３４ 的单位为nm;Eg 的单位为eV.
因此根据式 (１４)、式 (１５),对于禁带宽度Eg 确定的太阳电池,其在 AM０光谱和 AM１５G光谱下

的短路电流密度比值βJ 近似为一个常数,也就是说可以用βJ 对太阳电池在 AM０光谱和 AM１５G光谱下

的短路电流密度进行近似的换算.
图３为根据式 (１４)计算的不同禁带宽度的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单结电池在AM０光谱和AM１５G光谱

下短路电流密度的比值βJ, 由图可知,随着禁带宽度的提高,βJ大致呈现先降低再升高的趋势,晶硅太阳

电池 (禁带宽度约１１eV)的换算系数约为１２０５,单结GaAs电池 (禁带宽度约１４eV)的换算系数约

为１１８５.

图３　太阳电池在 AM０和 AM１５G光谱下短路电流密度的比值和禁带宽度的关系

根据式 (４),可计算出太阳电池在 AM０光谱和 AM１５G光谱下的开路电压的差值ΔV 为

ΔV＝VOC０－VOC１５＝
kT
q

ln
JSC０

JSC１５
(１６)

由图３可知,绝大部分太阳电池在 AM０光谱和 AM１５G 光谱下的短路电流密度比值不超过１３５,
根据式 (６)可计算出ΔV 不超过０００８V,考虑到太阳电池的开路电压在通常情况下均大于０５V,也就

是说从 AM１５G光谱变化到 AM０光谱时,太阳电池开路电压的增加值不超过１６％,因此太阳电池的开

路电压在 AM１５G光谱和 AM０光谱下是近似相等的.
根据式 (５)、式 (６),采用数值解析方法可以画出填充因子FF随开路电压VOC 变化的曲线,如图４

所示.
从图４可以得知,在开路电压大于０５V 时,填充因子随开路电压变化的斜率不超过０２８,即从

AM１５G光谱变化到 AM０光谱时,太阳电池填充因子的增加值不超过０５％,因此同样可以认为太阳电

池的填充因子在 AM１５G光谱和 AM０光谱下是近似相等的.
由此,根据式 (１)和式 (１４)可以得到太阳电池在 AM１５G光谱和 AM０光谱下的转换效率的比值

β的近似关系为

β≈βJ
P１５

P０
＝
∫

λ３４

λ１２

P０(λ)λdλ

∫
λ３４

λ１２

P１５(λ)λdλ
P１５

P０
(１７)

式中,P０、P１５ 分别为 AM０和 AM１５G光谱的太阳常数,定义归一化光谱辐照度p(λ)为

p(λ)＝
P(λ)
P

(１８)

式 (１７)可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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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填充因子和开路电压的关系

β≈
∫

λ３４

λ１２

p０(λ)λdλ

∫
λ３４

λ１２
p１５(λ)λdλ

(１９)

AM０光谱和 AM１５G光谱对应的归一化光谱辐照度p(λ)的分布如图５所示.

图５　归一化光谱辐照度

由式 (１９)和图５可知,对于通常的太阳电池来说,在其主要光谱响应范围内 AM１５G光谱的归一

化光谱辐照度普遍高于 AM０光谱,因此在 AM１５G光谱下的转换效率将高于 AM０光谱下的转换效率.
或者说,AM１５G光谱的太阳光能量相对于 AM０光谱更为集中在３００~１６００nm 的范围内,而通常太阳

电池的主要光谱响应波段也大致在这个范围内,即太阳电池的响应光谱和 AM１５G光谱更为 “匹配”,这

就是造成太阳电池在 AM１５G光谱下的转化效率高于 AM０光谱下的转换效率的主要原因.

１３　不同光谱条件下转换效率的换算方法

式 (１９)计算的太阳电池在 AM１５G光谱和 AM０光谱下的转换效率的比值β(即效率换算系数)是

经过了多次近似计算获得的,因此存在一定的计算误差.实际上对于已知外量子效率具体数值的某一特

定的太阳电池,还可以获得更精确的换算系数,即首先根据式 (７)或式 (９)获得太阳电池在 AM０光谱

和 AM１５G光谱下的短路电流密度的比值 (即短路电流密度换算系数)βJ, 然后根据式 (１６)可以进一

步获得太阳电池在 AM０光谱和 AM１５G 光谱下的开路电压的差值 ΔV 以及比值 (即开路电压换算系

数)βV ,再根据式 (５)和式 (６)计算出太阳电池在 AM０光谱和 AM１５G 光谱下的填充因子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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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填充因子换算系数)βFF ,最后根据式 (１)可以获得太阳电池转换效率的换算系数β为

β＝βJβVβFF
P１５

P０
(２０)

显然,在非弱光条件和非聚光条件下,上述过程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光谱之间的换算系数的计算,从

而实现太阳电池在其他光谱之间的电性能的换算.

２　计算结果及讨论

２１　单晶硅太阳电池

根据前面分析的换算系数的精确计算方法,计算了硅电池发展史上几种典型电池[６１１]的短路电流密

度、开路电压、填充因子、转换效率的换算系数,这些电池的 AM１５G 光谱下的转化效率最低为６％,
最高为２６３％,外量子效率如图６所示,计算结果见表１.

图６　几种不同的硅太阳电池的外量子效率

表１　几种不同的硅太阳电池的换算系数

siliconsolarcell βJ βV βFF β

conventional[６] １１９２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２ ０８８１５

violet[７] １２１１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２ ０８９６２

BSF[８] １２０２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２ ０８８８７

IBC[９] １２１１ １００７ １００１ ０８９４３

PERL[１０] １２１３ １００７ １００１ ０８９５６

HJ IBC[１１] １２１９ １００７ １００１ ０８９９８

从表１可以看出,尽管几种电池的转换效率存在巨大的差别,但其电流密度换算系数却非常接近,数

值区间为１１９２~１２１９,中位值为１２０６,这和图３中的理论计算值１２０５非常接近,说明在本文第一部

分的理论分析中所做的各种近似是比较准确和有效的,即使采用１２０５的理论值对各种类型的硅太阳电池

的短路电流进行换算,最大可能的误差也不超过±１２％.
文献 [１２]报道了一种IBC电池在 AM１５G和 AM０光谱下的实测性能,利用本文的换算方法从该

电池的AM１５G光谱下的实测性能推算出了该电池的AM０光谱下的性能,换算系数采用表１中和该电池

结构基本相同的IBC电池[９]的数据,并和该电池的实测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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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IBC电池的实测性能和推算性能

JSC/mAcm－２ VOC/mV FF η/％

AM１５G (measured) ４００ ６８１ ０８３３ ２２７

AM０ (measured) ４８６ ６８６ ０８３０ ２０３

AM０ (calculated) ４８４ ６８６ ０８３４ ２０１

文献 [１０]还报道了表１中的PERL电池在 AM１５G和 AM０光谱下的实测性能,利用本文的换算

方法推算出了该电池的 AM０光谱下的性能,并和该电池的实测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见表３.

表３　PERL电池的实测性能和推算性能

JSC/mAcm－２ VOC/mV FF η/％

AM１５G (measured) ４１１ ６９６ ０８１０ ２３３

AM０ (measured) ５０５ ７０１ ０８０５ ２０８

AM０ (calculated) ４９９ ７０１ ０８１１ ２０９

从表２和表３可知,推算的两种硅电池在 AM０光谱下的各项性能数据和实测数据之间的偏差不超过

１３％,特别是开路电压的推算数据和实测数据几乎完全一致,考虑到太阳电池实际测试数据本身具有大

约１％的不确定性,因此上述的推算结果是非常准确的.

２２　单结GaAs电池

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了单结 GaAs电池发展史上几种典型电池[１３１８]的短路电流密度、开路电压、填充

因子、转换效率的换算系数,这些电池的 AM１５G光谱下的转化效率最低为６５％,最高为２７６％,外

量子效率如图７所示,计算结果见表４.

图７　几种不同的 GaAs太阳电池的外量子效率

表４　几种不同的GaAs太阳电池的换算系数

GaAssolarcell βJ βV βFF β

AlGaAs GaAs[１３] １１６９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０２

GaAs/polyGe[１４] １１８０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８６

GaInP２window[１５] １１７１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１５

GaAsSubstrate[１６] １１８４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１３

thin[１７] １１６６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０ ０８５７３

thin film[１８] １１８３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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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４可以看出,尽管几种电池的转换效率存在巨大的差别,但其电流密度换算系数却非常接近,数

值区间为１１６６~１１８４,中位值为１１７５,这和图３中的理论计算值１１８５比较接近,说明在本文第一部

分的理论分析中所做的各种近似是比较准确和有效的,即使采用１２０５的理论值对各种类型的硅太阳电池

的短路电流进行换算,可能的最大误差也不超过±１６％.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的 GaAs电池对于波长为４００nm 以下的短波光响应很差,而图３中的理论值是

根据起始波长为３５０nm 计算的,因此这些电池的电流密度换算系数普遍比理论值１１８５要小,从而改善

了短波响应的电池,如文献 [１６,１８]中的电池,其电流密度换算系数和理论值１１８５非常接近.
文献 [１６]还报道了表４中的 GaAs电池在 AM１５G和 AM０光谱下的实测性能,利用本文的换算方

法推算出了该电池在 AM０光谱下的性能,并和该电池的实测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见表５.

表５　单结GaAs电池的实测性能和推算性能

JSC/mAcm２ VOC/mV FF η/％

AM１５G (measured) ２７９ １０２９ ０８６４ ２４８

AM０ (measured) ３３１ １０３３ ０８６７ ２１７

AM０ (calculated) ３３０ １０３３ ０８６４ ２１６

从表５可知,推算的 GaAs电池在 AM０光谱下的各项性能数据和实测数据之间的偏差不超过０５％,
特别是开路电压的推算数据和实测数据几乎完全一致,考虑到太阳电池实际测试数据本身具有大约１％的

不确定性,因此上述的推算结果是非常准确的.

３　结　论

通过理论分析,确定了造成太阳电池在不同光谱下转换效率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光谱条件的

归一化光谱辐照度不同,光谱能量越是集中分布在电池的有效光谱响应范围内,电池的转换效率就越高.
通过理论推导,确定了太阳电池在不同光谱条件下的短路电流密度、转换效率等主要性能可以通过乘以

一个换算系数进行换算,换算系数主要取决于构成电池的半导体材料的禁带宽度,因此同一类型的电池

可以用一个常数进行近似的换算,根据电池的外量子效率可以获得太阳电池更精确的换算系数.通过对

晶硅电池和单结砷化镓电池的计算以及和实测数据的对比,采用本文的换算方法,根据电池在 AM１５光

谱推算的该电池在 AM０光谱下的性能和实测性能之间的偏差最大不超过１３％,基本可以满足实际工程

应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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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andConversionMethodfortheEfficiency
ofSolarCellatDifferentSolarSpectrum

LEIGang,FANXiang,WANGKai,YANGHong dong,JINChao,YANLiu liu,LUJian feng
ShanghaiInstituteofSpacePower sources

　　Abstract　Inthispaper,thedifferenceofsolarcellefficienciesatdifferentsolarspectrumisanalyzed,

andtheconversion methodfortheelectricalperformancesofsolarcellatdifferentsolarspectrumis

proposedTheelectricalperformancesofseveralsolarcellsreportedinthepublicarecalculatedbythis
conversionmethodandcomparedwiththemeasureddataTheresultsshowthattheefficienciesatdifferent
solarspectrumcanbeconvertedbyspecificconversioncoefficientforallkindsofsolarcellsThemaximum
deviationbetweenthecalculatedresultsandthemeasureddataforseveraltypicalsolarcellsisnotmore
than１３％

Keywords　Solarcell;Solarspectrum;Efficiency;Conversion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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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叠加式推挽电路设计

陈　栋　宁晓钰　刘　薇　李后春　吕　锋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摘　要　在传统推挽电路的基础上提出推挽叠加电路,设计了一种蓄电池放电电路,将部分蓄电池

原先经过功率变换传输的能量变成直接传输,提高了转换效率并具有良好的电路特性.电路采用峰值电

流控制,增加了斜坡补偿,提高了系统稳定性.实验结果验证了该电路拓扑的可行性.
关键词　放电电路;推挽电路;峰值电流;斜坡补偿

０　引　言

空间飞行器电源分系统主要由太阳电池阵、蓄电池和电源控制器三部分组成,当飞行器进入阴影区

时,失去太阳电池阵供电,此时依靠蓄电池放电向负载提供能量[１].传统推挽 (push pull)电路由推挽

逆变器和输出整流、滤波电路构成[２],推挽叠加放电电路是在推挽电路结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新型电路结

构,如图１所示.该电路输出的功率部分直接取自蓄电池,这部分放电效率可视为１００％,剩余部分功率

取自推挽电路输出.因此该新型推挽叠加放电电路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有效减小了开关管的开关应力,
降低了开关损耗,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图１　叠加式推挽电路拓扑

如图１所示的叠加式推挽放电电路是在蓄电池组输出Vin上叠加了传统推挽电路,经推挽电路的输出

功率是整个放电电路输出功率的一部分,由此可得推挽叠加放电电路具有以下优点:

１)放电效率高;

２)输出功率大;

３)变换功率小,开关管热耗小;

４)输出电流连续,电压纹波小;

５)电压调节范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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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作原理分析

如图１所示,功率管Q１、Q２交替工作,其驱动信号相差１８０°.在一个周期内变换器的工作模态分析

如下:
工作模态１:Q１导通,Q２关断,等效电流回路如图２所示.变压器变比为１∶n, 忽略二极管压降,

则电感L１前端电压为 (n＋１)Vin, 电感电流上升,其上升电流为

ΔI(on)＝
(n＋１)Vin－Vout

L ton (１)

图２　工作模态１

工作模态２:Q１、Q２都关断,等效电流回路如图３所示,电感L１续流,电感前端电压为Vin, 电感

电流下降,其下降电流为

ΔI(off)＝
Vout－Vin

L toff (２)

图３　工作模态２

工作模态３:Q１关断,Q２开通.电路分析与工作模态１类似,工作模态４ (Q１、Q２都关断)与工

作模态２一样.
电路稳态时,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的变化量为０,因此

ΔI(on)＝ΔI(off) (３)
设占空比为D,周期为T, 综合式 (１)、(２)和 (３),可得式 (４)

(n＋１)Vin－Vout

L DT＝
Vout－Vin

L
(１－D)T (４)

整理式 (４)得

Vout＝(１＋nD)Vin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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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控制方案

２１　控制流程及原理

电路的PWM 控制主要分为电压型PWM 控制和电流型PWM 控制,针对推挽拓扑为防止主变压器的

偏磁问题[３],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方式.使用 UC１８２５芯片的峰值电流控制流程图如图４所示,控制原理图

如图５所示[３].将流过功率管的电流采样值与误差电压产生的门限值相比较,如图６所示.开关在每个时

钟的上升沿导通,当流过功率管电流采样值达到峰值门限时,开关断开.此种控制方式被周期电流限制,
比电压型控制更快,不会因过流而使开关管损坏.

图４　峰值电流控制流程图

图５　峰值电流控制原理图

２２　斜坡补偿

峰值电流控制模式下,当开关管占空比大于０５时,会产生次谐波振荡,如图７所示.假设电感电流

在某个时刻有一个小的扰动变量 Δi(０),经过几个开关周期控制,电流扰动没有减小反而变大,系统是

不稳定的.当占空比小于０５时,电感电流的扰动量经过几个开关周期变得越来越小,如图８所示,系统

是稳定的.因此对于占空比大于０５的情况,需要加入斜坡补偿以消除次谐波振荡.第n个周期末电流扰

动量与初始扰动量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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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驱动开关工作状态

Δi(n)＝ －
m２

m１

æ

è
ç

ö

ø
÷

n

Δi(０) (６)

式中,m１ 为电感电流上升斜率;m２ 为电感电流下降斜率.

图７　D ＞０５时电感电流波形图

　　　　
图８　D ＜０５时电感电流波形图

加入斜坡补偿后电感电流波形如图９所示,新的电感电流上升斜率m１１＝m１＋ma ,电感电流下降斜

率m２１＝m２－ma ,此时第n 个周期末电流扰动量与初始扰动量的关系为

Δi(n)＝ －
m２１

m１１

æ

è
ç

ö

ø
÷

n

Δi(０)＝αnΔi(０) (７)

α＝－
m２－ma

m１＋ma
＝－

１－
ma

m２

m１

m２
＋

ma

m２

(８)

当０５(m２－m１)＜ma ＜m２ 时可以消除扰动带来的次谐波振荡[４].

图９　补偿后电感电流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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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电路参数设计

设计电性能指标如下:输入电压范围为２１~２８V,输出电压２８V,输出电流１５A,放电开关频率

１００kHz (每个开关管５０kHz).

３１　变压器匝比

考虑到变压器输出电压需要经过两个隔离二极管接到母线,因此变压器输出端对地电压应该在母线

电压的基础上再加上两个二极管压降 (１４V左右),因此变压器输出端电压应该在２９４V左右.当输入

电压为２１V时,推挽变换器应该输出８４V的电压,不考虑其他压降.当变压器变比为１∶n时,占空比

约为０４/n ,当n ＝１时,变压器占空比即将达到０４.为了保证功率管完全关断,功率管的驱动信号之

间应有足够的死区时间,而且当n 过大时,高电压输入占空比过小,导致输出纹波过大,因此变压器匝

比选择１∶１.

３２　功率管的选取

当功率管 Q１开通稳态时,Q２上的电压是２倍的输入电压,考虑到关断瞬间漏感造成的电压尖峰,
功率管的电压耐压取２５倍的输入电压 (约为７５V),取一倍余量,功率管的耐压值应该大于１５０V.

当输入电压２１V时,输出电流１５A,则此时功率管上的电流有效值是

I＝ １５×１５×０２５ A＝７５A (９)
取一倍余量,则功率管的最大电流应该大于１５A.

３３　输出滤波电感

取纹波系数为额定电流的２０％,则ΔI＝３A,因此

ΔI(on)＝
２Vin－Vout

L ton (１０)

当输入电压为２１V时,电流纹波最大,由式 (１０)计算得出电感L＝３７３μH,取电感值为４０μH.

３４　输出滤波电容

输出滤波电容上的纹波电压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感电流流过电容等效串联电阻产生的,
还有一部分是由流过电容的充放电电流决定的.电感电流纹波取３A计算.

对于３３０μF、等效串联电阻ESR＝００６的电容,则其产生的纹波电压为

Vrr＝３×００６V＝０１８V (１１)
由电容充放电电流产生的纹波电压为

Vcr＝
０５×５×１０－６

３３０×１０－６ ＝００００７６V (１２)

取最坏的情况,两者电压相加,则纹波电压大约为１８０mV,输出端多个电容并联的话纹波电压会进

一步减小.

３５　电路保护设置

(１)输出限流、过压保护

放电调节电路都设置过流保护,当单路放电调节电路输出电流大于设定的最大电流值时,此路放电

电路关断,过流消失后此路恢复正常供电 (对功率管电流采样,转换为电压信号,电阻分压后与 UC１８２５
的９脚相连.当输入９脚的电压大于１V时,UC１８２５控制信号关断,可通过调节分压电阻来调节输出电

流过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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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单路放电电路故障引起母线电压故障,对每一路放电电路都需要设置过压保护电路,过压保

护电路采样的电压为每一路的输出电压.
(２)蓄电池欠压保护

为了保护蓄电池安全,当蓄电池电压过低时,欠压保护电路应该能将放电电路断开.遥测发出欠压

保护信号和硬件欠压保护信号都有效时,欠压保护继电器才会将蓄电池与放电电路断开.单体锂电池电

压低于２４V会发生过放电现象[５],７节单体串联为１６８V,考虑到一节单体失效,其正常工作电压降至

２１V,因此当蓄电池主电压低于１９V左右,欠压保护电路发出欠压保护信号.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电路原理设计并进行实验分析.如图１０所示为输入１８２５芯片内部比较器负端、叠加了峰值

电流的锯齿波信号,与参考电压进行比较输出开关管驱动信号,如图１１所示.输入输出电压如图１２
所示.

图１０　输入的峰值电流信号

图１１　开关管驱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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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输入输出电压波形

实验结果验证了所提出拓扑的可行性,实验结果显示该电路具有良好的输入输出特性,低压输入时

电路变换效率可达９２％,较传统推挽电路的效率更高.

参 考 文 献

[１]　李国欣航天器电源系统技术概论 [M]．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 吴建进,魏学业,袁磊,等一种推挽式直流升压电路的设计 [J]．电气自动化,２０１１ (２)
[３] 徐磊,万成安,郑岩基于 UC１８２５的空间燃料电池耦合电感 DC DC变换器的设计 [J]．电子设计工程,２０１７ (２３)
[４] 张卫平开关变换器的建模与控制 [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 李国欣新型化学电源技术概论 [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

DesignofaNewHigh Efficiency
StackedPush PullCircuit

CHENDong,NingXiao yu,LIU Wei,LIHou chun,LVFeng
ShanghaiInstituteofSpacePower sources

　　Abstract　Push pullsuperpositioncircuitisbasedontraditionalpush pullcircuitThebattery
dischargecircuitdesigneddirectlytransformstheenergyoftheoriginalbatteriesinsteadofpower
conversionThisdesigncanimproveconversionefficiencyandachievegoodcircuitcharacteristicsThe
circuitadoptspeakcurrentcontrol,increasingslopecompensationtoimprovesystem stabilityThe
experimentalresultsverifythefeasibilityofthecircuitt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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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卫星高压母线电源系统的辅助电源设计

薛鸿翔　张　宸　明恒超　宗正骁　程　新　范巍岩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摘　要　为适应新一代卫星对高压母线电源系统的要求,提出了基于高性能电流控制型调制芯片

UC１８２５为控制核心的卫星电源辅助电源的设计方法.该电源可实现高电压、宽范围输入以及多路输出,
能够适应卫星高压母线电源系统宽范围的母线输入以及各模块不同电压的用电需求.本文设计并实现了

一种输入范围为６０～１２０V,输出＋１２V/０５A、－１２V/０５A、５V/２A 的辅助电源.该电源采用反激

式拓扑结构,DCM 工作模式,具备自启动、浪涌抑制、过流、过压等保护功能;通过测试、试验等方法

对电路参数进行了优化,使该电源具备了良好的电性能及较好的稳定性,能够满足新一代高压母线电源

系统的工程需求.
关键词　高电压;宽范围输入;多路输出;反激;DCM

０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卫星电源系统的迅速发展,卫星电源母线逐渐从原先的低压母线系统过渡到现今

的高压母线电源系统,以满足卫星愈来愈大的功率需求;与此同时,随着CPU 技术、DSP内核技术以及

FPGA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微处理器对供电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现在的微处理器要求的供电电压越来越

低,电流越来越大,负载的变化率越来越高[１５].多路输出开关电源技术正接受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
在我国电源技术自主化、国产化的时代背景下,新一代卫星高压母线电源系统辅助电源的研发设计显得

更加急迫和重要.
本文提出的辅助电源采用了反激式拓扑结构,DCM 工作模式;该拓扑类型的开关电源具备电路简

单,使用器件少,适合高压、宽范围、多路输出等特点.因此,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输入范围为６０~
１２０V,输出＋１２V/０５A、－１２V/０５A、５V/２A 的辅助电源,具备指令控制以及自启动、浪涌抑

制、过流、过压等保护功能,并已应用于新一代卫星高压母线电源系统中.

１　工作原理及模式

该电源设计采用了反激式拓扑结构,采用多绕组耦合输出的形式.反激变压器与变压器不同,变压

器不希望存储能量,而反激变压器首先要存储能量,再将磁能转化为电能传输出去.它可以工作在断续

模式,也可以工作在连续模式[６],此设计中考虑磁性器件的体积、响应速度、多绕组输出等因素,将该电

源的工作模式设定在DCM 模式 (电流断续模式).
在DCM 模式下,反激变压器在一个开关周期内共经历３个开关状态,其工作状态如图１~图３

所示[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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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开关管 T导通状态 图２　开关管 T断开状态

图３　开关管 T断开、电流断续状态

开关管 T导通:开关管 T导通后,所有绕组的整流二极管 D处于反向截止状态,初级绕组 N１ 的电

流线性增加,电感储能增多,由输出电容给负载供电[８].

开关管 T关断:开关管 T关断后,初级绕组N１ 的电流阻断,次级绕组电压反向,通过次级绕组N２

和二极管D向输出负载供出能量,同时给输出电容充电,直至绕组能量被消耗完,同时二极管D关断.

开关管 T关断,电流断续:开关管T仍关断,绕组N１ 和N２ 中的电流均下降至零,由输出端电容维

持负载上的电压.
上述过程即为一个完整的断续工作模式周期.

２　辅助电源电路组成

该辅助电源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包括主功率电路、自启动电路、保护电路、RCD钳位电路、控制

电路等.
图４给出了其工作原理框图.

２１　主功率电路

主功率电路采用反激式拓扑结构,采用多绕组耦合输出,共有４个绕组,每个绕组均设置了输出滤波

环节,保证输出纹波的稳定性;其中三个绕组输出＋５V、＋１２V 和－１２V 给负载用电,另一个绕组作

为辅助电源的控制部分工作电源用电.

２２　自启动电路

该部分电路主要用于在电源系统加电阶段,为辅助电源的控制电路部分及时建立起工作电源,使辅

助电源优先工作,以保证系统内各功能模块的顺利加电,之后待次级绕组的 VCC电源建立后,自动退出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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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工作原理框图

２３　保护电路

该反激电源提供了多种保护功能,包括输入欠压、输入过流、浪涌抑制、输出过压等,通过对输入

保护开关的通断控制,在发生故障时,及时切断功率电路,保证了对输出负载和输入母线的安全性.其

中,输入欠压功能在电源母线低于最低输入电压时将保持辅助电源处于禁止状态,以保证辅助电源能够

在安全的电压下启动;输入过流及浪涌抑制进行了一体化设计,能够限制浪涌电流的最大值,并且能够

在发生多次浪涌后使辅助电源进入保护状态;输出过压则对各输出电压进行检测,保证在绕组的输出电

压过高时及时关闭辅助电源,以免对后级电路造成影响.

２４　RCD钳位电路

由于DCM 模式下的次级电流峰值较大,将会在开关管 T关断瞬间产生较大的输出尖峰电压[８１０],因

此,在初级绕组侧使用了RCD钳位电路 (也称为关断缓冲电路),能够有效限制 MOS管在关断时高频变

压器漏感的能量引起的尖峰电压和次级线圈反射电压的叠加峰值,保证了主功率开关管工作在其安全电

压范围,同时也能够有效减小其开关时刻对本身电路和其他电路的干扰.

２５　控制电路

该辅助电源的主控芯片采用高性能电流控制型调制芯片 UC１８２５为核心控制部分,该芯片具备电压、
电流模式可选,低延时输出,驱动能力强,启动功耗小等特点.本设计使用峰值电流的控制方式,能够

有效提升负载响应能力;同时通过补偿网络和斜坡补偿,能够改善电路的动态响应,从而提升电路的稳

定性.

UC１８２５芯片的内部电路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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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内部电路框图

３　变压器主要参数设计

本次设计的辅助电源的要求如下:输入电压范围Vin＝６０~１２０V,输出功率PO＝２５W,输出能力为

５V/２A,±１２V/０５A,开关频率f＝１００kHz,要求效率η≥７０％,最大占空比Dmax＝０４５.
设计步骤如下:
(１)选择磁芯

变压器磁芯选择软磁铁氧体材料的罐形磁芯,它具有较高的饱和磁通密度BS,较低的功率损耗,较

好的电磁屏蔽特性.此处选择的磁芯面积Ae 约４３mm２,取B 值为０２５T.
(２)确定匝比n

n＝
VinminDmax

(１－Dmax)VO
＝３８３５

(３)确定初级平均电流Iavg 、峰值电流Ip 及有效值IRMS
[１０]

Iavg＝
PO

ηVinmin
＝０５２A

Ip＝Iavg
２

Dmax
＝２３２A

IRMS＝Ip
Dmax

３ ＝１０２A

(４)确定初级电感LP

LP＝
VinminDmax

Ipf
＝１１６μH

(５)确定初级匝数NP 、１２V绕组匝数Ns１ 、５V绕组匝数Ns２

NP＝
VinminDmax

fBAe
＝２５(匝)

Ns１＝
Np

n ＝７(匝)

Ns２＝
V２

V１
Ns１＝３(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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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确定次级１２V绕组峰值电流Isp１ 及有效值I１RMS

Isp１＝
P１

P
NP

Ns１
Ip＝２２５A

I１RMS＝Isp１
１－Dmax

３ ＝０９６A

(７)确定次级５V绕组峰值电流Isp２ 及有效值I２RMS

Isp２＝
P２

P
NP

Ns２
Ip＝８７８A

I２RMS＝Isp２
１－Dmax

３ ＝３７５A

(８)计算初级线径dp、次级线径ds

dp＝１１３
IRMS

J ＝０５１mm

ds１＝１１３
I１RMS

J ＝０４９mm

ds２＝１１３
I２RMS

J ＝０９８mm

至此,该反激变压器的主要参数设计完成,其他参数如气隙、铜损、温升等可参照其他资料提供的

公式进行计算.

４　测试结果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设计实现了一种输入范围为６０~１２０V,输出＋１２V/０５A、－１２V/０５A、

５V/２A的反激式开关电源.经实验验证,该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稳定,响应特性良好,能够满足新一代

卫星高压母线电源系统中的各个功能模块的用电需求.
图６给出了实验模块的实物图.

图６　实物模块图

图７~图１０给出了电源测试的各波形图以及效率测试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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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满载时开关管工作波形 (VDS＝２３８V)

图８　满载时输出纹波 (Vp－p＝１８１mV)

图９　２０％负载阶跃波形 (ΔV ＝０３V,Δt＝１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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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效率测试图

５　结　论

本文以新一代卫星高压母线电源系统为依托,设计并实现了一种适用于该高压母线电源系统的辅助

电源,具备自启动电路、保护电路、RCD钳位电路等功能,最后搭建了实验样机,对设计过程进行了有

效验证,能够满足系统对该电源的用电要求,为后续进一步的工程化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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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auxiliarypowersupplyfornewgeneration
satellitehigh voltagebuspowersystem

XUEHong xiang,ZHANGChen,MINGHeng chao,ZONGZheng xiao,CHENGXin,FAN Wei yan
ShanghaiInstituteofSpacePowerSources

　　Abstract　Inordertoadapttoanew generationsatellitehigh voltagebuspowersyst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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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xiliarypowersupply(APS)forsatellitehigh voltagepowersystembasedonUC１８２５whichisahigh

performancecurrentcontrolmodechipasthecontrolcorepartisproposedTheAPScanrealizehigh
voltage,wide rangeinputand multipleoutput,whichadapttowiderangeinputofsatellitehigh
voltagebuspowersystemanddifferentelectricitydemandofdifferentmodulesThispaperdesignsand
implementsanauxiliarypowersupplywithinputrangeof６０~１２０Vandoutputincludes＋１２V/０５A,

－１２V/０５Aand５V/２AThepoweradoptsflybacktopologicalstructure,DCM workingmode,with
self starting,surgesuppression,overcurrent,overvoltageandotherprotectionfunctionsThecircuit

parametersareoptimizedby meansoftestsandexperiments,sothatthepowerhasgoodelectrical

performanceandgoodstability,andcanmeettheengineeringrequirementsofthenewgenerationofhigh
voltagebuspowersystem

Keywords　High voltage;Wide rangeinput;Multiplexedoutput;Flyback;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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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卫星公用平台低成本电源系统技术方案

姜东升１　雷英俊１　张晓峰１　张博温２　何德华１　吉双泽３　任璐琳３

１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２深圳市航天新源科技有限公司;

３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１８研究所

摘　要　针对使用SAR载荷的３００kg量级小卫星公用平台任务特点,提出一种基于 MPPT技术的多

母线电源系统供电方案.该方案通过为 SAR 载荷提供一条不调节母线,为卫星平台设备提供＋５V,

±１２V,＋３０V 多条不同电压全调节母线,确保电源系统设计的比功率最优,并保证为整星可靠供电.
将其推广应用到大功率脉冲载荷小卫星中,可以有效降低电源系统的重量,提高电源系统的比功率和比

能量,提高卫星平台的承载能力.
关键词　公用平台;最大功率点追踪;电源系统;多母线

０　引言

总体部研制的某微小卫星公用平台可以承载光学遥感相机、SAR载荷、通信载荷等有效载荷,本文

研究了一种适合该微小卫星公用平台不同载荷任务的供配电组件系统设计方案.卫星供配电组件负责在

发射场待发段、发射段、自主飞行段等各个阶段向卫星负载提供连续的电能,并能够提供瞬时的峰值功

率.在轨运行光照期间,通过太阳电池阵将太阳能转变为电能,为星上仪器设备供电并对蓄电池组进行

充电;地影期间或在峰值负载时,控制蓄电池组放电,为星上仪器设备补充供电.供配电组件由电源控

制器、功率管理模块、载荷锂离子蓄电池组、固定太阳电池阵、展开太阳电池阵组成.
太阳翼选用最新的三结砷化镓太阳电池,光电转换效率达到３２％;采用 MPPT (最大功率点追踪)

拓扑结构,将太阳翼的输出功率利用率提高到９５％;采用多母线体制配电管理;蓄电池采用超高功率电

极结构,放电倍率达到２０C,最大连续放电功率１０kW.整个分系统仅重４０kg左右,极大提高了电源分

系统的比功率和比能量指标.

１　电源系统方案设计

电源系统拟采用三结砷化镓太阳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组、基于 MPPT的能量传输体制,载荷选用不

调节母线,平台选用＋５V、±１２V、３０５V全调节母线集中供电模式.
主要技术指标:

１)三结砷化镓电池效率:３２％;

２)太阳翼利用率:９５％;

３)太阳翼输出功率:５００W;

４)全调节母线＋５V、±１２V、(３０５±０５)V;

５)不调节母线６０~８２V;

６)脉冲连续放电功率:１０kW;

７)分系统质量:约４０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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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电源组件设备指标

序号 设备 质量/kg 尺寸

１ 电源控制器 ６５ ２６６mm×１４５mm×１９６mm

２ 平台锂离子蓄电池组 ２７ １８７mm×１２５mm×７０mm

３ 载荷锂离子蓄电池组 １０ ２８６mm×２０４mm×２１３mm

４ 固定式太阳电池阵 ３３ ２１４１mm×５２０mm×３０mm

５ 可展开太阳电池阵 ７５ ２１４１mm×７５０mm×３０mm

６ 电缆网 １２

１１　MPPT功率传输体制

电源系统的能量传递方式采用最大功率点跟踪 (MPPT)控制.传统的分流调节技术,太阳电池阵的

工作点设定为固定的参考值,不能随峰值功率点变化,无法在整个寿命期间最大限度利用太阳电池阵

电能.

MPPT技术能够克服环境条件引起的太阳电池阵峰值功率点变化对输出功率的影响,在整个寿命期

间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电池阵产生的电能.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控制技术实时调整太阳电池阵工作点,使

之跟随峰值功率点变化,最大限度地输出太阳电池阵的功率.

图１　MPPT最大功率点扫描工作区间

MPPT模式控制电路采用四开关管电流模式单电感器架构,如图２所示.监视输入电压、电流,输

出电压、电流,形成四个反馈环路控制四路 N沟道 MOSFET栅极驱动.最大功率点的追踪算法采用扰乱

和观察控制算法.

１２　太阳翼设计

卫星太阳翼包括１块展开式太阳电池阵和１块安装在卫星星体上的铝基板上的固定太阳电池阵组成.
展开式太阳电池阵尺寸为２１４１mm×７５０mm,体装式太阳电池阵尺寸为２１４１mm×５２０mm.为满足整

星功率需求,太阳电池阵采用平均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３０％的三结砷化镓太阳电池作为发电单元.整个

太阳电池阵划分为３个分阵,对应PCU的３个分流级,由PCU将太阳翼的功率进行调节,形成统一母线

输出到各个配电器.
太阳电池阵采用３０６mm×４０３mm 三结砷化镓太阳电池为发电单元,每片电池均安装旁路二极管,

太阳电池表面粘贴掺铈玻璃盖片.太阳电池片如图３所示.
表２列出了３０６mm×４０３mmGaInP２/GaAs/Ge三结砷化镓太阳电池的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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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MPPT控制电路框图

图３　３０６mm×４０３mmGaInP２/GaAs/Ge单体电池

表２　GaInP２/GaAs/Ge太阳电池性能参数

三结砷化镓电池项目 参数

短路电流ISC １７１mA/cm２

开路电压VOC ２７００mV

最佳工作点电流Imp １６８mA/cm２

最佳工作点电压Vmp ２４１０mV

填充因子FF ０８７

光电转换效率η ３０％

表面热物理特性
吸收系数 ≤０９２

半球发射系数 ０８２±００３

测试条件 温度 (２５±２)℃,１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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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电池阵为串、并混联结构设计.采用一种规格的太阳电池,有利于太阳电池电路的优化设计,
提高太阳电池阵的布片系数,减少剩磁等.展开式太阳电池阵基板尺寸为２１４１mm×７５０mm,串联片数

为２０片,在基板尺寸条件下,可以排布４９串电路,去除压紧点及铰链处,可布置９８０片太阳电池.体装

式太阳电池阵基板尺寸为２１４１mm×５２０mm,串联片数为２４片,在基板尺寸条件下,可以排布２８串电

路,去除压紧点及铰链处,可布置６７２片太阳电池.整星共布置１６５２片太阳电池.太阳翼构型如图４
所示.

图４　太阳翼构型图

１３　蓄电池组设计

卫星蓄电池组包括１台平台蓄电池组和一台载荷蓄电池组.平台蓄电池组采用由高比能量１８６５０单

体电池组成的锂离子蓄电池组,载荷电池组采用高功率电池组成的锂离子蓄电池组.
平台锂离子蓄电池组的容量为１５Ah,由４２节锂离子蓄电池进行６并７串组成.蓄电池组结构采

用套筒式结构,如图５所示,这种套筒 底板一体化结构具有如下特点:

１)抗力学能力强,能满足卫星发射的力学环境要求;

２)热传导性能好,电池工作产生的热量可以通过套筒直接传导到卫星安装面上;

３)尽可能减小了电池组结构件的重量.

图５　平台锂离子蓄电池组结构图

载荷锂离子蓄电池组单体电池采用超高功率锂离子电池.单体电池的结构采用圆柱形结构.圆柱形

锂离子蓄电池由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电池壳体、电池正极端盖、电池负极端盖 (电池正极端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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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负极端盖以下统称为电池盖)、负极柱、绝缘密封圈等几部分组成.采用铝合金材料做电池外壳,电

池外壳、上盖和下盖均采用铝合金材料,电池壳与电池盖采用电子束焊接连接.电池的正、负极柱在电

池的两端,电池正极柱与电池外壳连接,电池负极柱为金属铜,与电池壳体绝缘.蓄电池组由２０只

５Ah圆柱形锂离子蓄电池通过２０串组成,电池组结构采用套筒式结构,单体电池固定在套筒式结构

内,如图６所示.

图６　载荷锂离子蓄电池组结构图

１４　PCU及配电转换设计

功率控制单元 (PCU)是卫星电源系统的核心设备,起着平衡太阳电池、蓄电池和负载之间功率的

作用,如图７所示.该PCU 为卫星提供一条不调节母线,＋５V,±１２V,＋３０V多条不同电压调节母

线,同时为平台蓄电池和载荷蓄电池提供充放电管理功能.当卫星工作在光照期时,太阳电池阵功率经

过３个电源控制调节模块输出经中间母线给蓄电池充电,并传输功率到不调节母线和多条不同电压调节

母线.

图７　PCU整机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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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控制器的设计基于低成本商业级器件,LT８４９０是一款具有 MPPT功能的高电压、大电流降压

升压型电池充电控制芯片.该器件可采用高于、低于或等于输出电压的输入电压运作,并能由太阳能电

池板供电.LT８４９０实现升降压和 MPPT对太阳电池阵采用 MPPT功率控制,对锂离子蓄电池采用限流

恒压控制,控制电路高度集成,使电路面积大大减小,模块重量轻,同时也减少了成本.
电源变换电路,主备各选用一片＋５V及±１２VDC/DC电源模块,同时对于主备份＋５VDC/DC及

±１２VDC/DC电源模块,分别共用一片滤波器进行滤波.主备滤波器的输入端采用熔断器并联的方式保

证主备电源模块任何一个故障后电源变换电路仍能正常工作,不会拉低一次母线.

２　能量平衡分析

针对某一特征轨道卫星任务指标:
太阳同步轨道晨昏轨道;
太阳翼输出功率:５３０W;
平台长期功耗:２６０W;
载荷功耗:５０００W (持续３０s);
轨道周期:９４６min;
最长地影时间:２２min.
通过仿真分析软件,对该特征轨道任务的电源系统能量平衡进行分析,确认在当前设计边界条件下,

最大２２min地影,最大光照角３０８°最恶劣条件相叠加作用下,SAR脉冲大功率载荷每工作一次,电源

系统放电深度达到１５２％,要经过５个轨道周期能实现能量平衡 (见图８~图１０).

图８　太阳翼法线矢量与太阳矢量夹角

图９　一年内轨道地影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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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能量平衡分析

３　结论

对于脉冲大功率载荷的微小卫星公用平台,本文给出了一种适用不同载荷任务需求的卫星电源分系

统方案,根据文中设计的方案,可以满足一种SAR大功率脉冲载荷在轨任务的能源需求.文中给出的能

量平衡仿真实例证明了该方案的任务满足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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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站能量平衡仿真研究

李　恒　马季军　丁　伟　宋　猛　涂　浡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摘　要　通过对空间站电源分系统各个子模块的分析研究,采用 Matlab Simulink仿真软件对空间

站电源分系统太阳电池阵、分流调节器、充放电调节器以及锂离子蓄电池等模块进行建模.提出能量平

衡计算方法与分析流程,以空间站实验舱I为例进行能量平衡仿真分析,仿真结果显示在该设定负载曲线

下,空间站可实现能量单圈平衡,验证空间站能量平衡仿真分析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关键词　空间站;电源分系统;能量平衡;建模;仿真

０　引言

电源分系统是空间站关键分系统之一,太阳电池阵和锂离子蓄电池共同为空间站供电[１],保证其在待

发段、发射段、自主飞行段、交会对接段、组合体飞行段正常运行[２,３].航天器的能量平衡是保证电池在

多圈稳定运行的关键[４].
在航天器研制过程中,电源系统的能量平衡分析多基于最大功率跟踪 (maximum powerpoint

tracking,MPPT)形 式 的 太 阳 电 池 蓄 电 池 能 源 系 统,而 对 于 基 于 直 接 能 量 传 输 (directenergy
transfer,DET)形式太阳电池 蓄电池能源系统的研究较少[５].DET方式是一种消耗型系统,将太阳电

池输出能量超出负载所需部分以分流形式消耗,将多余的能量消耗在分流电路和太阳电池阵中,具有部

件少、重量小,末期效率高的优点[６].空间环境下,由于母线电压的波动,太阳电池阵输出的电流需经过

分流调节器分流,这就导致了太阳电池阵输出的能量不能完全用于对负载的供电和对蓄电池的供电中[７].
同时,目前主要能源系统的负载能力往往通过表格计算的方式,这种方法计算量大、效率低,且对于长

期在轨运行的航天器不具备可行性.同时,过去的能量平衡研究往往简单地线性化分析太阳电池的衰减

问题,即使考虑,也只是对太阳电池阵做近似处理,这就降低了电源系统的带载能力[８,９].
本文基于仿真软件 Matlab Simulink,对电源系统各个模块进行了建模,建立了能量平衡的总体仿真

模型,用仿真模型预测了空间站根据遥测数据实时计算此时锂离子蓄电池是否过放或过充、能否满足单

圈平衡或者多圈平衡.同时预测在未来的飞行时刻是否会发生过放或过充等现象,以及未来负载所需的

功率是否会超出最大范围等.在此基础上,预留衰减系数,监测人员更新数据后,使仿真模型更贴合

实际.

１　模型的建立

空间站的电源系统主要包括太阳电池阵、顺序开关分流调节器、由改进型 Buck充电调节电路和

Weinberg放电调节电路组成的充放电调节器、锂离子蓄电池和负载等.其内部结构如图１所示.建立各

个子模块的模型即可建立能量平衡分析的仿真模型.

１１　太阳电池阵模型

太阳电池阵所采用的串并联方式如图２所示.单体太阳电池片的输出电流与电压关系为[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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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电源系统单个功率通道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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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s０ 为太阳电池片输出的电流;IL 为光生电流;Io 为二极管的饱和电流;e为电子电荷,e＝１６０×
１０－１９C;Vs０ 为输出负载两端电压;Rs为太阳电池的串联电阻;A 为拟合常数,其值在１~５之间;k为玻耳

兹曼常数,k＝１３８×１０－２３J/K;T 为电池的绝对温度;Rsh 为电池的串联电阻.

图２　空间站太阳电池阵串并联模型

１２　控制单机模型

控制单机主要包括分流调节器、充放电调节器等;其主要功能电路包括分流调节电路、充电控制电

路和放电控制电路.

１２１　分流调节电路
分流调节器的电源系统如图３所示,太阳电池阵输出电流与开关管并联,同时经二极管向母线放电,

母线采样电压转化的 MEA信号与基准电压比较后控制开关管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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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分流调节器拓扑

分流调节器的拓扑如图３所示,它的输入为太阳电池阵,并同时向输出供电;分流调节器在分流状态

时,其效率为０;当处于开关分流状态时,其效率为其占空比值,即

ηf１ ＝
VMEAn －VMEA

０２ ×１００％ (２)

VMEAn
为第n 路方阵的分流起始点的 MEA值,当其处于供电状态时,其效率为

ηf２ ＝
７２×１０５

７２×１０５＋１５４×１００％＝９８％ (３)

对于多个分流调节电路的组合电路,此时则需要通过分析母线电压来判断此时的效率值.当第n 路

电路处于开关分流状态时,则从第１路方阵到第n－１路方阵处于供电状态,从第n＋１路方阵到第１５路

方阵处于分流状态.

１２２　充电调节电路
充电调节电路的拓扑如图４所示,它的输入电压为１０５V,输出电压为８４V,单路充电调节单元额定

输入１２A.

图４　充电调节器拓扑

充电调节电路的主要功率器件包括磁保持继电器、固体继电器、输入滤波电感、输出滤波电感、

MOS管、续流管、隔离管等.这些功率器件的功耗计算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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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充电调节电路的主要功耗

序号 主要功率器件 单器件功耗/W 数量 总功耗/W

１ 磁保持继电器 １０２ １ １０２

２ 固体继电器 ５１１ １ ５１１

３ 输入滤波电感 ０００３２ １ ０００３２

４ 输出滤波电感 ３４５６ １ ３４５６

５ MOS管 ７３５ ２ １４７

６ 续流管 ３２ ２ ６４

７ 隔离管 ４５ ２ ９

８ 其他 ５ — ５

９ 合计 — — ４４７

此时充电调节电路的效率为

ηc＝
８４×１２

８４×１２＋４４７×１００％＝９５７５％ (４)

１２３　放电调节电路
放电调节电路的主要拓扑如图５所示,放电调节器的电池组电压为７９V,输出电压为１０２V.

图５　放电调节器拓扑

放电调节电路的主要功率器件包括继电器、变压器、MOS管、整流管、电感、隔离管等.这些功率

器件的功耗计算见表２.

表２　放电调节电路的主要功耗

序号 主要功率器件 单器件功耗/W 数量 总功耗/W

１ 继电器 ４５３７ １ ４５３７

２ 变压器 ２９２ １ ２９２

３ MOS管 导通功耗:３３４１ ２ ６６８２

４ MOS管 开关功耗:２６６７ ２ ５３３４

５ 整流器 １２８ １ １２８

６ 电感 ６５７ １ ６５７

７ 隔离管 １２８ １ １２８

８ 其他 １０ — １０

合计 — — 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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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调节电路的电池组电压为７９V,单个电压模块１６A条件下主要器件损耗见表２.

ηd＝
１０２×１６

１０２×１６＋６１５×１００％＝９６３７％ (５)

１３　蓄电池模型

蓄电池采用锂离子电池组,锂离子蓄电池具有区别以往化学电池的新特点,其内部机理异常复杂;
经过综合比较其电化学模型、数学模型、电气模型等常用模型的优缺点,采用电气模型对空间站电源分

系统锂离子蓄电池组进行建模.采用电气模型可模拟蓄电池的充放电曲线等特性,亦便于和电源分系统

其他模型进行联合仿真.
空间站电源分系统每组蓄电池包含２个相同的蓄电池模块,每个模块由额定容量为３０Ah的单体３

并１１串组成.锂离子蓄电池组建模思路为:首先建立锂离子蓄电池单体模型,然后建立并联块模型

(３p).在并联块模型的基础上,建立锂离子蓄电池模块模型 (１１s),最后建立锂离子蓄电池组模型

(３p２２s).
锂离子蓄电池单体电气模型等效电路如图６所示.

图６　锂离子单体蓄电池等效电路模型

图６中电容C 表征蓄电池安时容量,受控电流源被用来象征电池的充放电电流,受控电压源表征电

池开路电压,RselfDischarge用来表征电池自放电行为,Rcycle和Rseries分别表征电池的极化电阻和内阻.RC网

络包含两部分,分别表征瞬态特性中的短时期作用部分和长时间作用部分.锂离子蓄电池自放电率、极

化电阻以及电池充放电瞬时特性 (RC网络)目前无数据支撑,在建模时仅预留相应接口,待后续获得相

应数据后可完善到模型中.锂离子蓄电池的充电效率为８０％,锂离子蓄电池的放电效率为８０％.

１４　负载模型

长期在轨载人航天器负载变化大,且具有随机性,无法准确地给出负载的表达式,但同时,相同负

载下所需的功率往往相同,此时可以通过对航天器过去功率进行推算,即可计算出此时的负载所需功率.

２　能量平衡分析

２１　能量平衡计算公式

能量平衡主要关注的是在一个循环周期中,能否实现蓄电池组的能量平衡,即蓄电池组能否回到充

满状态.首先分析长期在轨航天器光照区的能量流动情况,如图７所示.当太阳电池的电量足够多时,太

阳电池阵输出的电流经分流调节器同时向负载和充电调节器供电;当太阳电池输出电量低于负载所需电

量时,此时太阳电池的功率经分流调节器与蓄电池经放电调节器输出的功率同时满足负载需求.
此时,蓄电池组的充电容量和放电容量分别如式 (６)、式 (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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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光照区能量流向

Cc＝∑
t１

i＝１

∑
１５

t＝１
Ptiηfti－PLi( )ηci

Vciηm１
(６)

Cd１＝∑
t２

i＝１

PLi－Pi

Vdiηm２
(７)

式中,Cc 为蓄电池组在光照区的累计充电容量;Cd１ 为蓄电池组在光照区的放电容量;Pti 为第i个时刻的

太阳电池阵输出功率;PLi 为第i个时刻的负载所需功率;ηfti 为第t路分流调节器在i时刻的效率;Vci 为第

i个时刻的充电电压;ηci 为充电调节器的效率;ηm１ 为向蓄电池充电的充电效率;Vdi 为第i时刻的放电电

压;ηm２ 为蓄电池向外放电的放电效率;t１ 为光照区对蓄电池的充电时间;t２ 为蓄电池在光照区输出功率的

时间.
则在光照区结束后,蓄电池的总充电量为

C１＝∑
t１

i＝１

∑
１５

t＝１
Ptiηfti－PLi( )ηC

Vciηm１
－∑

t２

i＝１

PLi－Pi

Vdiηm２
(８)

而当航天器处于阴影区时,蓄电池组经放电调节器满足负载需求.此时,阴影区的放电容量如式

(９)所示.

图８　阴影区能量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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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２＝∑
t３

i＝１

PLi

Vdiηm２ηd
(９)

式中,Cd２ 为阴影区蓄电池向负载输出的电量;ηm２ 为蓄电池的放电效率;ηd 为放电调节器效率.
则根据公式可以得出此时在一个循环周期内,蓄电池的总充电电量为

C２＝C１－Cd２ (１０)
此时通过计算C２ 就可判断单圈是否出现能量不平衡.

２２　能量平衡的定义和分析流程

单圈平衡主要指蓄电池的容量在光照区充满,在阴影区放电容量不超过某个值.该值通常与空间所

用的蓄电池类型有关,空间锂离子电池一般取电池放电深度不超过２０％.
多圈平衡是指蓄电池的容量在光照区未充满,在阴影区单日放电容量可超过某个阈值,但未超过最

大允许值,但在最后一次平衡时,满足单圈平衡条件.
单圈多圈都无法保持平衡的主要原因是蓄电池单圈放电深度超过最大允许值或者在多圈累计之后超

过了最大允许值.此时能量平衡的分析流程如图９所示.

图９　能量平衡分析流程

３　实例分析

当前阶段电源系统的负载要求为平均７５kW,系统设计计算中蓄电池单体最高充电电压取４２V,

蓄电池组放电平均电压取７７V.
在实验舱I能量平衡仿真中,负载按照表３的变化规律设置为负载曲线,负载曲线中包括了放电

１００００W 稳态输出,并确保电源系统一圈内阴影区和光照区的平均负载均为７５００W.负载变化规律如

图１０所示.负载在０~５５００s时间内,呈现阶梯式变化的趋势,在０~２０００s时间内,电源系统负载功

率逐渐下降;在２０００~４０００s时间内,电源系统负载功率逐渐上升,在４２００~５５００s时间内,电源系

统负载功率基本保持不变.

表３　负载变化曲线

时间/s [０,４００] [４００,８００] [８００,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４００]

负载/W １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５０００

时间/s [２４００,２８００] [２８００,３２００] [３２００,３６００] [３６００,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４２００] [４２００,５０００]

负载/W 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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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负载功率随时间变化图

太阳电池阵模型的光照条件参数设置为双自由度对日定向、柔性基板,太阳电池片的参数按照电源

系统方案设计报告中的参数取值;太阳电池阵的分流路数为１５路.
蓄电池额定容量设置为９０Ah,额定电压设置为３５８×２２V,电池组８０％荷电态时的电压为

８５８V (恒压充电控制点).蓄电池 Ah转化效率设置为９５％.
由图１０和图１１所示,在０~２０００s时间内,电源系统处于光照区且负载功率随时间的增大而减小,

此时母线电压随时间的增大而呈阶梯式增大;而当时间处于２０００~３４００s时,电源系统处于光照区且负

载功率随时间的增大而增大,此时母线电压随时间的增大而呈阶梯式下降;当时间处于３４００~５５００s
时,电源系统处于阴影区,此时的母线电压稳定在１０１４V.

图１１　母线电压随时间变化曲线

由图１２可以发现,输出电流与负载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相同,这是由于母线电压保持在一定范围,负

载与输出电流的比值为母线电压基本不变,则此时负载功率变化与电流变化相似.
由图１３可以发现,锂离子电池容量在光照区内增加,在阴影区内减小,在该负载曲线下可实现单圈

平衡;锂离子电池的电压也呈现在光照区内增大,在阴影区内减小的趋势;同时锂离子电池的放电电流

随负载增加而增加.
由图１０、图１４可以发现,充电电压在光照区内随光照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在阴影区由于负载消耗电

能逐渐减小.
由图１０、图１５可以发现,分流调节器的输出电流随负载的增加而增加,随负载的减小而减小;在负

载相同的条件下,由于随着时间的增加,蓄电池的容量逐渐增大,此时所需的充电电流逐渐减小,故此

时的分流调节器输出电流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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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输出电流随时间变化图

图１３　锂离子电池变化曲线

图１４　充电电压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１５　分流调节器输出电流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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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总结

本文主要建立空间站电源分系统模型,分析了长期在轨航天器的控制器单机的主要功率器件及其主

要功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些控制单机的运行效率,然后根据锂离子电池的原理建立锂离子电池模

型.最后提出能量平衡的计算方法,通过仿真验证空间站可以实现能量单圈平衡,证实仿真模型的有效

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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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roughtheanalysisandresearchofeachsub moduleofthespacestationpower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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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锂负极的表面氟化修饰研究

赵冬梅　李　杨　徐志彬　丁　飞　刘兴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１８研究所,化学与物理电源重点实验室

摘　要　针对金属锂电池中长期存在的副反应以及锂枝晶生长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简单、低成本

的表面修饰方法,以三乙胺三氢氟酸盐溶液为氟源,将金属锂简单地浸没在氟源溶液中,在金属锂表面

原位化学反应形成一层致密且稳定的立方相氟化锂过渡层.通过形貌、锂沉积 剥离特性等研究,优选出

最佳氟化修饰条件,即浸没处理时间为１min.修饰后的金属锂在暴露于空气中４８h后未受空气腐蚀,仍

然保持着原始新鲜的状态.在０１mA/cm２ 电流密度下,经１min氟化修饰后的对称电池可稳定循环

２００h,无短路出现.在较高电流密度 (１mA/cm２)下,最佳氟化修饰条件下的 NCM８１１电池也表现出

更高的循环比容量 (１５８７mAh/g).这些结果表明,氟化锂修饰层有效抑制了金属锂与空气以及在电

池体系中的副反应,改善了界面相容性,提升了电池在大电流密度下的循环稳定性.本文为金属锂表面

改性制备提供了一种简单可行的研究方法,为高性能、高安全的金属锂电池在航天电源领域的进一步应

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
关键词　金属锂电池;锂负极;表面修饰;氟化锂

０　引言

近年来,锂离子电池 (Lithiumionbatteries,LIBs)技术逐渐成为行业中的研究热点,在电动汽车、

便携式设备、机器人及航空航天电源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锂离子电池技术已在微小卫星、高轨

道卫星、深空探测领域取得广泛应用,正成为继镉镍电池、氢镍电池之后的第三代航天用储能电源.国

际上,锂离子电池在航天电源领域的应用已进入工程化应用阶段[１].

与镍镉电池、铅酸电池相比,锂离子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工作电压高、自放电率低,循环寿命长、
充放电效率高、工作温度范围宽、环境污染小等特点,是现代高性能电池的发展方向.现有LIBs体系已

经接近理论能量密度极限[２],但仍不能满足航天领域对电源系统能量密度不断增长的需求[３],因此,亟需开

发高比能量且高安全性的新型化学电池.锂金属作为 “圣杯”负极,具有理论比容量高 (３８６２mAh/g),

质量密度低 (０５３g/cm３),还原电位低 (－３０４Vvs 标准氢电极)的独特优势[４７],是非常具有潜力

的高比能量电极材料.并且,作为负极时金属锂可以提供过量的锂离子,从而很好地补充电池充放电过

程中的不可逆容量,使得锂电池具有长循环寿命.然而,在循环过程中金属锂会持续发生无定向溶解 沉

积,产生枝晶,导致隔膜刺穿内部短路,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此外,由于金属锂活泼的特性,非常容

易与电解质发生副反应,导致活性物质的损失;同时,金属锂层也会因反应失去活性,生成 “死锂”,限

制了电池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电池安全性和能量密度的提升.[８]

对金属锂进行表面修饰是抑制枝晶等问题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近几年来,研究人员在锂金属的改

性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包括人造固体电解质界面 (膜)(Solidelectrolyteinterface,SEI)的构建 (如

LiF[９１２]、Al２O３、Li３PO４、Li３N/Cu导电层、凝胶电解质缓冲层[１６]等)、三维结构锂负极的构建 (如Li

Al[１７]、Li Mg[１８]等)[１９].在改性方法中,LiF具有较低的表面扩散势垒,且机械强度足够强 (剪切模量

为５５１GPa),当其作为SEI成分时更有利于抑制锂枝晶的生成,形成无枝晶表面[９,２０].同时,LiF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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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环境下具有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在有机电解液中具有较低的溶解性,是一种很有前途的界面材料,

能够抑制与有机电解质的腐蚀反应.[２１]在此,本文以三乙胺三氢氟酸盐作为氟源,将抛光后的金属锂简单

直接地置于三乙胺三氢氟酸盐溶液中,在锂表面原位化学反应形成具有稳定结构的LiF过渡层,修饰后的

金属锂具有更优的稳定性和电化学性能,为实现高稳定性以及高能量密度金属锂电池的构筑提供了有效

解决途径.

１　实验过程

１１　LiF Li电极的制备过程

在充满氩气的手套箱 (水、氧含量均小于１ppm)中,采用直径为２０mm的圆形不锈钢片将００９μm厚

的金属锂以６MPa的压力压制,之后对压制后锂箔用金属刀片进行抛光,以去除金属锂表面氧化物,最

终得到直径为２０mm 的光亮、平滑的圆形锂片.在此之后,将抛光后的锂片浸没在三乙胺三氢氟酸盐

[(C２H５)３N (HF)３]溶液中,浸没时间分别为３０s、１min、２min、５min.浸泡过后,将反应后的金属

锂片取出,并用干净的无尘纸将锂表面多余的液体吸掉,之后放在４０℃的真空烘箱中干燥６h.不同浸

没时间获得的LiF包覆的Li负极分别以 LiF Li ３０s、LiF Li １min、LiF Li ２min、LiF Li
５min命名.抛光后未浸没的Li负极作为参照物,命名为Li.

１２　物理化学表征

采用X 射线衍射仪 (XRD)对锂负极样品进行 XRD光谱测试.测试条件:CuKα辐射源,工作电

压４０kV,工作电流２００mA,扫描速度５ (°)/min,扫描范围１０°~９０°.仪器型号为 RigakuM２４００.锂

金属的形貌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进行测试.测试条件:３０kV.仪器型号为S ４８００.样品的表

面化学成分通过 KratosAXISULTRADLD 的 X射线光电子能谱 (XPS)进行分析.测试条件:AlKα
线作为X射线源.样品在手套箱中制备,需密封在容器中转移至测试室,以消除空气中可能导致的副

反应.

１３　电化学测试

在充满氩气的手套箱中,分别以LiF Li和 Li为电极,以碳基电解液 [１MLiPF６溶解于 EC/DMC/

DEC (体积比１∶１∶１)]为电解液,Celgurd２３２５作为隔膜,并用压机密封在２０３２型硬币电池中,组装

对称电池 (LiF Li/LiF Li、Li/Li),进行电化学测试.采用 LANDCT ２００A 电池测试系统对组装后

的对称电池进行恒流充放电测试,测试条件:电流密度为０１mA/cm２、沉积/剥离时间均为１h.采用上

海辰华CHI６６０电化学工作站对不同循环圈数后的对称电池进行交流阻抗测试,测试条件:频率范围

０１Hz~１MHz,振幅１０mV.
以 NCM８１１为正极、碳基电解液 [１MLiPF６溶解于EC/DMC/DEC (体积比１∶１∶１)]为电解液、

修饰后的金属锂和未修饰的金属锂为负极,１２μm 单陶瓷隔膜为电池隔膜,组装 NCM８１１全电池.采用

LANDCT ２００A 电池测试系统对组装后的全电池进行倍率性能测试,测试条件:电流密度分别为

０３７mA/cm２、０５mA/cm２、０７mA/cm２、１mA/cm２,工作电压范围为３~４２V.

２　结果与讨论

为确定 (C２H５)３N (HF)３ 与金属锂的反应,初期将金属锂浸没在 (C２H５)３N (HF)３ 中２４h,以此

获得较厚的沉积层,从而得到更准确的表征结果 (图１).由 XRD谱图可知,处理后的金属锂在３８７°、

４５°、６５３°处出现了LiF的特征峰 (PDF＃４５ １４６０、PDF＃００ ００４ ０８５７)[９１０],确认了包覆层 LiF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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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性[１０].这表明处理液 (C２H５)３N (HF)３ 与金属锂中发生了化学反应,且在锂表面生成了LiF.XPS
测试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F１s谱 [图２ (b)]中的６８５５eV 特征吸收峰和 Li１s谱 [图２
(c)]中的５５６eV特征吸收峰数据表明了金属锂表面分布着一层LiF沉积层.

图１　LiF Li电极和Li电极以及LiF的 XRD图谱

　　
图２　XPS图谱

为了验证LiF修饰层对金属锂的保护作用,本文将修饰后的金属锂暴露于空气中一定时间,如图３所

示.与纯Li相比,修饰后金属锂表面呈银灰色.在暴露于空气中０５h后,纯锂金属表面被腐蚀成黑色,
而通过修饰后的金属锂在空气中暴露２天时间仍然保持着新鲜的状态,未在空气中腐蚀.结果表明在大气

条件下,表面的LiF层有效防止了空气中的水和氧对金属锂的腐蚀.
为了获得最优的处理效果,考察了不同处理时间对金属锂性能的影响.对不同修饰时间下的LiF Li

电极的表面形貌进行了测试分析,如图４所示.通过SEM 对比图 (图４)可以看出,当反应时间为３０s
时,修饰后的金属锂表面有空隙出现,说明反应未进行完全.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金属锂表面修饰层

逐渐致密.当反应时间为１min时,表面的立方型LiF颗粒大小均匀分布,大约为４００nm.反应时间为

２min、５min时,LiF颗粒大小分布不均匀,分别为５００nm、８００nm.由图５中的LiF横截面SEM 图可

知,当金属锂浸没在三乙胺三氢氟酸盐中的时间为３０s、１min、２min、５min时,得到的LiF修饰层厚

度分别为７３μm、１５５μm、２５４μm、３５７μm.随着浸没时间的增加,LiF修饰层越来越厚.由横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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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未修饰和修饰后的金属锂暴露在空气中不同时间后的对比图

面图还可以看出Li的表面上是一层充满立方体颗粒的人造固体界面膜,且与Li紧密结合,LiF与Li之间

无空隙出现,这说明表面LiF沉积效果良好.

图４　不同修饰时间与未修饰的Li电极的SEM 比较图

为了测试修饰后的金属锂的稳定性,匹配LiPF６ 酯基电解液和Celgurd２３２５隔膜,测试了不同修饰

时间后的锂金属组装的对称电池在循环１圈、１０圈和５０圈后的交流阻抗谱.由图６和图７可知,浸没时

间３０s、１min、２min、５min后的对称电池阻抗均呈现先减小后趋于平稳的趋势,这与随着时间增加,

电解液与锂负极的界面润湿性逐渐提高,最终形成稳定界面相关.浸没时间３０s、１min、２min、５min
后的样品首圈循环后阻抗分别为３３８Ω、２７０Ω、３３９Ω、３８０Ω;随着沉积 剥离循环的进行,１０次循环

后,不同修饰时间后的金属锂对称电池阻抗分别降低为２２７Ω、１３４Ω、２１５Ω、２５２Ω,５０次循环后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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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修饰时间的Li电极横截面比较图

趋于稳定,阻抗分别为２０８Ω、１３１Ω、１９０Ω、２２５Ω.由图７可知,与其他浸没时间的样品相比,浸没

时间１min的对称锂电池样品阻抗值最低,且循环性能最先趋于稳定,１０圈循环后基本保持不变.这些

结果表明,浸没时间的增加会导致LiF层不断增厚,LiF的电子绝缘特性会使得Li＋在修饰层的扩散迁移

变得更加困难.另外,当反应时间较短时,LiF颗粒的形状会变得更加不规则,从而干扰Li扩散路径[９].
因此,综合考察了上述微观形貌、锂沉积 剥离特性后,金属锂的最佳氟化处理时间优选为１min.

图６　在０１mA/cm２ 电流密度下,修饰后的金属锂对称电池于不同循环圈数下的交流阻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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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在０１mA/cm２ 电流密度下,不同修饰时间后的金属锂对称电池于不同循环圈数下的阻抗对比曲线

本文对比研究了最优处理时间的LiF Li １min和纯Li在LiPF６ 酯基电解液体系中Li的沉积 剥

离稳定性,如图８所示.当电流密度为０１mA/cm２ 时,修饰后的锂金属LiF Li １min对称电池能稳

定循环２００h,无短路出现.由图８可知,在前６０个周期内,LiF Li １min和纯Li对称电池表现出相

似的５０mVvsLi＋/Li的过电位,在１２０h后,纯锂金属对称电池过电位开始快速增加 (＞２５０mVvs．
Li＋/Li),且后期发生了短路,与枝晶的产生和生长密切相关.与未处理的金属锂相比,修饰后的金属锂

与电解液兼容性更好,电解液对其腐蚀作用被抑制,且有效抑制了枝晶的生长.此外,匹配 NCM８１１为

正极、LiPF６ 酯基电解液,对比研究了LiF Li １min或Li在金属锂电池中的电学性能.NCM８１１/LiF
Li １min和NCM８１１/Li电池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循环性能如图９所示.在０３７mA/cm２、０５mA/cm２、

０７mA/cm２、１mA/cm２ 电流密度下,修饰后金属锂全电池容量分别为１９４４３mAh/g、１８９mAh/g、

１７３６mAh/g、１５８７mAh/g,未修饰后金属锂全电池容量分别为１８８mAh/g、１８４mAh/g、

１６７mAh/g、１４２４mAh/g.在较高电流密度 (１mA/cm２)下,NCM８１１/LiF－Li－１min电池中的

NCM８１１表现出更高的容量,这是由于LiF包覆的锂金属电极更加稳定,有效抑制了界面副反应的发生,
提升了界面相容性,界面阻抗的降低实现了高电流密度下离子的快速传输,从而获得在较高的电流密度

下更稳定的循环性能.

图８　表面修饰后金属锂对称电池及未修饰金属锂对称电池的电化学稳定性对比测试

２９６



图９　NCM８１１/LiF－Li－１min和 NCM８１１/Li电池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循环性能

４　结　论

本文采用一种简单、低成本的表面处理方法,以三乙胺三氢氟酸盐为氟源,在锂表面通过原位化学

反应形成一层致密且均匀的LiF过渡层.与纯金属锂相比,修饰后的金属锂在空气中暴露４８h后仍可保

持新鲜状态,空气对金属锂的腐蚀被有效抑制.考察了不同处理时间对修饰后金属锂表面形貌、沉积－
剥离特性的影响规律,获得了最优表面处理条件 (浸没处理时间为１min).通过最优条件处理后,金属

锂表面修饰层LiF的厚度为１５５μm,其组装的对称锂电池阻抗最低.LiF修饰层提升了锂负极的电化学

稳定性,经氟化修饰后的 LiF Li/LiF Li对称电池在０１mA/cm２ 电流密度下,可无短路稳定循环

２００h.与未修饰的锂负极制备的 NCM８１１电池相比,经LiF修饰后的 NCM８１１电池在不同电流密度下,
均表现出较高的比容量,尤其在较高电流密度 (１mA/cm２)下,NCM８１１/LiF Li １ min电池中的

NCM８１１表现出更高的循环容量,为１５８７mAh/g.本文研究工作为高能量密度金属锂电池的研发及

其在航天电源领域的进一步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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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fsurfacefluorinationmodification
onmetallithiumanode

ZHAODong mei,LIYang,XUZhi bin,DINGFei,LIUXing jiang
Nationalkeylabora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onPowerSources,TianjinInstituteofPowerSources

　　Abstract　Inviewofthelong standingproblemofsidereactionandlithium dendritegrowthin
lithium metalbatteries,thisworkdevelopesasimpleandlow costsurfacemodificationmethodtoforma
compactandstablelithiumfluoride (LiF)layerwithacubicphaseonthesurfaceofmetallithium．
Triethylaminetrihydrofluorateisusedasfluorinesource,andLiFlayerisformedonthesurfaceofmetal
lithium byin situchemicalreactionthrough simplyimmersinglithium metalinfluorinesource
solutionTheoptimalfluorinationmodificationcondition(immersiontime＝１min)isfilteredthroughthe
researchresultsofsurfacemorphologyandlithiumdeposition/strippingcharacteristicsWiththeprotection
ofcrystallineanddenseLiFcoating,thesymmetricalbatterycanstablecyclingfor２００hwithoutshort
circuitatthecurrentdensityof０１ mA/cm２TheNCM８１１/LiF Licellsunderoptimalfluorination
modificationalsoexhibithighercyclespecificcapacityof１５８７ mAh/gatahighcurrentdensityof
１mA/cm２TheseresultsshowthattheLiFlayercaneffectivelyinhibitsthesidereactionsoflithiummetal
withairandminimizesthecorrosionreanctionoflithiummetalinthebatterysystem,whichimprovesthe
interfacialcompatibilityandthecyclingstabilityofbatteriesathighcurrentdensityThispaperprovidesa
simpleandfeasibleresearchmethodforthesurfacemodificationoflithium metal,andprovidesapractical
wayforthefurtherapplicationoflithiummetalbatterieswithhighperformanceandhighsafetyinthefield
ofaerospacepowersources

Keywords　Lithium metalbatteries;Lithiumanode;Surfacemodification;Lithiumflu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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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光电式空间同位素电源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

田　岱１　杨爱香２　韩承志１　邱玺玉２　刘永辉２　禹楼飞２　马　彬１　苏　生１

张文佳１　杨智随２　周代杰２　邱家稳１　陈熙萌２　邵剑雄２　朱安文１

１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

２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摘　要　由于太阳光强随距离的平方衰减,难以满足深空探测能源获取需求,因此必须解决寿命达

２０年以上的百瓦级电能源供给问题,热光电式空间同位素电源是重要的解决方案之一.NASA 从１９９４年

起,持续发展该技术,研制了转换效率大于２０％的工程样机,证明了技术的先进性.经过多年研究,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和兰州大学已联合研制出具有空间应用构型且发电效率大于１５％的原理样机系

统.但在转换效率、工程化方面仍需改进,急需开展相关研究以解决热光电同位素空间应用关键技术问

题,为我国深空探测任务工程应用打下良好基础.
关键词　深空探测;同位素温差电源;斯特林;热光电

０　引　言

在我国目前已经实施的空间探测任务中,航天器的主能量源为太阳能电源.太阳能电源是一种依靠

光伏电池在任务期间吸收太阳光能,通过光电转换过程实现电能输出供航天器使用的供电装置,其供电

能力强烈依赖于航天器空间位置处的光照强度.随着航天器空间位置逐渐远离太阳,单位面积的太阳光

强随距离的平方衰减,太阳能供电的能力将急剧下降[１].

在我国完成探月工程、火星探测之后,深空探测任务的目标必将向更远的探测目标延伸.未来五年

到十年内,我国或将陆续启动木星、小行星、行星际穿越探测等更远目标的深空探测项目.其中,木星

与太阳的平均距离约为５AU,木星上太阳平均光照强度约为４６W/m２[２],是地球轨道太阳常数的３４％.

根据美国２０１１年发射的JUNO 号木星探测器的数据,其太阳能电池板总面积约６０m２,电功率输出

４２０W (任务末期),总重达到３４０kg,约占探测器重量的２１％[２].而对于距太阳更远的土星,平均光照

强度将会减少到１５W/m２[１],太阳能电池板的面积需要等比例扩大,若进一步考虑光伏电池低温低光强

效应 (LILT)[３４]、更长的轨道转移周期带来的衰减效应,所需的太阳能电池板面积还会更大.显然,木

星探测任务已经是使用太阳能电源的极限,开展更远目标的探测任务,太阳能供电将会消耗不可接受的

重量资源,因此有必要考虑空间核电源的使用.
空间核电源是一种通过热电转换技术将核热能转换为电能供航天器使用的装置,其具有电功率输出

稳定、工作周期长等特征,不依赖于空间光照环境,是开展深空探测任务的理想能源.
根据核能的来源不同,空间核电源可以分为空间反应堆电源和空间同位素电源两种.基于核裂变反

应的物理特性,反应堆电源最小功率电功率规模在千瓦级,美国KiloPower空间核反应堆电源最小规模电

功率为１kW[５],额外配备了大重量的辐射屏蔽层、大面积的大功率辐射散热装置.因此,在现阶段受到

运载火箭能力限制以及几何尺寸约束的条件下,空间反应堆电源在轻小型化方面面临较大工程难度,短

期内不易具备直接服务深空探测任务的条件.

空间同位素电源以衰变能为能量来源,以α衰变为主[６],不需要额外的辐射屏蔽层,同时系统以百瓦

级能量规模为主,不需要大面积散热装置,是开展深空探测任务的能量选择之一.在国外已经发射的７次

木星以远的深空探测任务中,全部采用空间同位素电源.因此,开展空间同位素电源的研究对于我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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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探测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当前同位素电源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核源的不足以及长时间运行下的长寿命、高可靠问题.空间同位

素电源普遍使用的钚２３８核源,其制备需要从核废料中提取原料、制靶通过核反应堆辐照分离产生,由此

导致钚２３８核源生产困难,国际上只有俄罗斯具备较大规模生产能力,且引进价格高昂.因此,提高同位

素电源系统热电转换效率,减小核源用量成为重点发展方向.木星以远深空探测任务飞行距离远,飞行

时间长 (例如,１９７７年出发的旅行者１号和２号探测器,同位素电源已经工作了近４５年).因此,在突

破高效率热电转换技术的同时,必须兼顾工程任务长寿命、高可靠的需求.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适用于同位素电源系统 (功率规模１kWe以下)的热电转换技术主要包括[７]:

温差技术、斯特林技术、热光电技术等 (见表１).其中,温差技术已有空间应用经验,但是其效率只有

６８％[８] (国际上空间应用最高水平),消耗稀缺同位素核源较多,难以完美匹配未来任务百瓦级功率需

求;斯特林技术虽然效率较高可达２５％以上[８] (原理样机水平),但其动态机械系统的免维护长期工作对

环境、机械及材料要求极高,且运动部件带来的可靠性问题导致斯特林系统在长寿命实现方面不可避免

地面临更多挑战;热光电技术转换效率可达２０％[９] (原理样机水平),该指标可与斯特林发电效率相媲

美,且系统不包括活动部件,具备静态转换技术的长寿命特征[１０].其具备转换效率高、静态工作稳定性

好等特点,可有效降低战略级资源钚２３８的用量,大幅缓解核源生产压力并显著降低飞行任务成本.因

此,热光电热电转换技术是同位素电源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研究意义以及

广阔的应用前景.

表１　国际上主要同位素电源技术的关键指标对比

技术类型 效率 功率 比功率 质量 体积 同位素用量 运动部件

温差 ６８％ 百瓦 ３W/kg ５０kg 大 多 无

斯特林 ２５％ 百瓦 ４５W/kg ３０kg 大 少 有

热光电 ２０％ 百瓦 １７W/kg ７kg 小 少 无

本文将简述几种国际主流的同位素电源技术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重点阐述国内外空间热光电式同位

素电源的研究进展,并简要分析其未来研究发展趋势.

１　同位素电源技术研究现状

１１　同位素温差热电技术 (RTG)

放射性同位素温差电源 (Radioisotopethermoelectricgenerator,RTG)是以放射性同位素作为热源,

多组温差电偶作为热电转换装置并配以辐射散热器所组成的热电式同位素核电源.
温差式同位素电源当前应用的发电材料主要有低温发电材料和中温发电材料系列:一种低温发电材

料即PbTe系列[１１],其热端温度和冷端温度分别为５５０℃和１６５℃,可以实现６２％的转换效率,在美国

SNAP计划中SNAP１９ RTG、SNAP２７ RTG和 MHW RTG得到应用[１１].本系列中,分别支持了气

象和通信等近地卫星任务,以及阿波罗计划、Viking号、Pioneer号和 Voyager号等深空探测任务.另一

种是中温发电材料即SiGe系列[１１,１２],热端温度和冷端温度分别为１０００℃和３００℃,可以实现６８％的

转换效率,在美国的 GPHS RTG[１２]和 MMRTG[１３]电源中得到应用.

GPHS RTG装置采用１８个标准的通用热源 GPHS,共提供４５００W 的热功率,产生２８５W 的电功

率.装置总质量为５５９kg,直径为４２２cm,长１１４cm.外壳散热用翅片材料采用铝.GPHS RTG在

４个深空探测任务中得到应用,包括 Galileo (２个)木星探测器、Ulysses (１个)太阳极区探测器、

Cassini(３个)土星探测器和NewHorizons (１个)冥王星探测器.MMRTG用于Curiosity (１个)火星

表面探测任务[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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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RTG技术方面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１８研究所

组建的温差电技术研究室开展了针对空间应用的RTG研制工作,并于１９７０年研制出了空间用 RTG模拟

原理样机.１９７１年３月,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与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合作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同位素

温差发电器,它采用２１０Po为燃料,热功率为３５５W,输出电功率为１４W,运行期间进行了模拟空间

应用的地面实验[１５].随后中国电科第１８研究所牵头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个钚２３８的 RTG[１４],为我国 RTG
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日,嫦娥四号成功着陆月球背面.嫦娥四号实现了我国首次基于钚２３８热源的 RTG在

轨验证,实现电功率输出２５W,在月夜长期无光照条件下测量了月壤温度,提高了对月球特性的认识.
当前,温差式同位素电源已经实现了超长寿命 (Voyager １/２,已超过４０年工作寿命)的工作能力,

目前技术发展主要是围绕提高热电转换效率开展工作[１６].美国实验室实现了 CoSb３基方钴矿温差发电

９％~１４％的发电效率,性能指标年衰减率小于２５％[１５],我国同步开展了相关研究.

１２　同位素斯特林技术 (SRG)

斯特林式同位素电源 (SRG)[１７]是使用自由活塞斯特林热机和直线交流发电机实现热电转换的同位素

电源.其工作原理是,同位素热源产生的热能驱动斯特林热机的运动,再驱动直线交流发电机产生电力,
最后通过直流变换装置用于航天器的供电.斯特林同位素电源的热端和冷端设计温度分别为６５０ ℃和

４６℃,系统效率达到２５％以上,成熟度达到了５级[１５].实践证明,SRG技术拥有较高的能量转化效率,
实验室测试可达２５％,比功率相对于RTG技术略有改进,为４５W/kg.但是,SRG动态机械系统维持

不停工作且无维护的前提是需要一种极其精巧的无摩擦工作方式.该技术结构和内部零件十分精巧,对

机械环境要求很高,需要解决长寿命及自由活塞机械振动的抑制问题[１８].

１３　同位素热光电技术 (RTPV)

同位素热光电电源[５] (RadioisotopeThermophotovoltaic,RTPV)主要由同位素热源、辐射器、过

滤器、光电晶元、散热装置及结构件组成.
同位素热源体[１９]的衰变能转化为热能,加热包裹在其外表面的辐射器,达到１０００~１２００℃的温度.

辐射器在高温下发出的光经过滤器光谱选择后,高于禁带宽度有效波段的光大部分被光电晶元吸收,转

化为电能输出;低于禁带宽度的光则反射回热源,增加热源工作温度,以此实现系统的高效率发电,如

图１所示.

图１　热光电式同位素电源工作原理图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NASA就已开展了空间同位素热光电电源的研究,经历了方案设计、关键技术

攻关、原理样机及工程样机研制等阶段,呈现出任务牵引明确、研究体系完整等特点.

１９９４年,以JPL实验室冥王星探测任务为背景,OrbitalSciencesCorporation设计了基于５００ W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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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位素热源模块 (GPHS)的样机系统,设计效率１５１％[２０].之后,进行了１０~３０W 小型电源设计,
理论效率１３８％[２１].１９９６年,GlennResearchCenter (GRC)受 NASA 委托,设计了效率为１６％的样

机,通过优化预计可实现２１％的效率[２２],如图２所示.

图２　GRC样机设计图[２２]

２００３年起,NASA加大对RTPV系统的研究投入,进入关键技术攻关阶段.２００７年,GRC研制了

基于２５０W GPHS标准热源模块的热光电系统,在热源温度１０７７ ℃条件下,实测系统效率达１８％
以上[２２].

２０１２年,在 NASA空间热光电同位素电源研制取得连续突破进展的基础上,DARPA (美国国防高

级研究计划局)开始支持小功率瓦级热光电同位素电源研究[２３].２０１５年,形成瓦级热光电同位素电源样

机,热源功率３０W,实现了２~３W 的电功率输出,热电转换效率７５％~１０６％.２０１６年,完成了工

程样机的非核试验,预计涉核试验将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进行[４].
在整体研究体系和局部关键技术上,国内距国际领先水平有一定差距.国内研究主要围绕太阳能聚

焦热光电及燃烧器热光电展开,进行了辐射器、一维光子晶体过滤器及 GaSb电池晶元研究,多数在理论

方面,器件及试验研究相对较少.
南京理工大学宣益民课题组针对 GaSb电池研制了一维选择性光子滤波器,对 GaSb电池有较好的光

谱过滤特征[２４],对太阳能 TPV系统进行了建模,达到对太阳光谱进行调控提高太阳能电池的极限效率的

目的[２５];陈雪等基于地面 (太阳能、燃烧热)热光电研究基础,进行了热管换热条件下散热研究[２６];清

华大学研究了 GaSb电池表面二维矩阵光栅以增强近场效率[２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叶宏等对太阳能热光

伏及燃烧热光电系统进行了试验,并进行 GaSb性能方面研究[２８];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研制了０６０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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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aAs电池[２９];吉林大学张宝林和东华理工大学彭新村课题组对０５３eV GaInAsSb电池结构进行了

优化设计并分析了温度升高的性能衰退效应[３０];昆明理工大学汪宇课题组通过分析吸收模型研究了０７２
eV GaSb和０５３eV GaInAsSb电池的结构优化,研究了多种因素对薄膜电池效率的影响[３１].

在紧密结合空间任务应用的空间热光电同位素电源的系统级研究方面,国内研究报道很少.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与兰州大学合作,结合空间应用任务需求,研制了三代热光电空间同位素电源样机

系统.第一代样机验证了技术可行性,发电效率６％;第二代样机研制了小面积的选择性辐射器和一维光

子晶体过滤器,优化了热控技术方案.在热源温度１２００℃时,单个 GaSb晶元发电效率不小于２０％,实

现了小尺度单晶元高效发电的阶段性目标.
第三代热光电空间同位素电源原理样机采用典型的空间应用构型,开展了多场耦合系统仿真设计,

在热源标准功率２５０W 条件下,实现了１１００℃的工作温度和１５％的系统发电效率 (见表２).其主要技

术特点有:所采用的模拟热源最大程度上与空间应用的通用钚２３８同位素热源模块保持一致,以保证样机

与真实同位素源的最大兼容性.在结构热控耦合设计方面,采用基于隔热材料最小接触方案,在满足航

天产品力学相关要求的同时,减少支撑结构漏热,提高样机核心工作温度;利用预埋热管辐射器实现空

间辐射散热,以满足空间任务环境散热应用需求.在热电转换效率提升方面,研制了大面积高选择性辐

射器,使辐射光谱明显向电池晶元匹配波段移动,增加了能被转化为电能部分光的光照强度;研制了大

面积一维光子晶体过滤器,实现了电池晶元可用波段光以大于９０％的比例通过,而不能利用的光将以一

定比例返回热源,实现了热量的部分循环利用;研制了大面积、紧凑型 GaSb晶元阵列,通过串并联优化

设计及高品质阵列加工工艺,保证了晶元阵列良好的输出特性.

表２　国内外热光电式空间同位素电源样机主要研制进展

主要指标 国外 (NASA) 国内 (航天五院、兰大)

年份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７

热源功率/W 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热源温度/℃ １１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７７ — １１００

系统效率 １５１％ １６％~２１％ １８％ ２０％ １５％~１７％

进展状态 方案设计原理样机 方案设计 原理样机 原理样机 原理样机

２　趋势分析及结论

针对高效率、长寿命同位素电源在深空探测中的应用需求,本文对当前国际上航天领域主要的同位

素电源技术,即温差、斯特林及热光电技术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进行简要分析.
热光电技术兼具静态工作稳定性好和发电效率高的特点,是深空探测同位素电源技术的有效选择.
目前,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与兰州大学合作研制的样机系统发电效率达１５％以上,核心指标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备了较好的空间应用构型及工程化基础.
未来的工作主要集中于进一步提升系统发电效率及工程化程度.将通过系统级综合优化设计改善样

机总体性能及空间任务适应性;通过新型热光电转换器件研制显著提升能量转换效率;通过更加轻质结

构材料的研发应用提升系统比功率;通过地面辐照试验,验证关键部件带核稳定性及可靠性.为我国深

空探测任务研制所需的高效率、长寿命先进同位素电源系统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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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导弹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

刘　广　俞刘健　樊　浩　许自然　涂　静

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

摘　要　为了对防空导弹螺纹连接设计提供准确的拧紧力矩,采用经验公式结合物理试验对防空导

弹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方法进行了研究.给出了防空导弹拧紧力矩量化控制方法,总结了防空导

弹典型螺纹连接结构,梳理了防空导弹螺纹预紧力计算方法、拧紧力矩系数计算方法和拧紧力矩工程计

算方法.通过物理试验对拧紧力矩系数进行了校验,并以表格的形式给出了典型螺纹连接结构的拧紧力

矩系数值.所给出的拧紧力矩量化控制方法已应用于多个型号中,进行了力矩装配和随机振动试验,验

证了拧紧力矩量化控制方法的可靠性.研究结果对防空导弹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具有重要的工程

价值.
关键词　防空导弹;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

０　引　言

预紧力螺纹连接是防空导弹结构部件、特别是防空导弹关键部位最常用的一种紧固件连接方式,是

防空导弹研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连接技术.弹上关键部位之间通过预紧力螺纹进行连接,在复杂力学环

境作用下,为保证这些带预紧力的螺纹连接不发生故障而确保防空导弹正常工作,对防空导弹关键部位

螺纹连接的预紧力量化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螺纹预紧力的控制方法主要有力矩控制法、力矩/转角控制法、屈服点控制法、超声波控制法等[１].

力矩控制法操作简单、直观,是目前防空导弹螺纹预紧力最广泛的控制方法.对于防空导弹弹体结构,

由于其性能的要求和几何结构尺寸的限制,一般采用小直径螺纹进行连接,这就引发一个工程实际问题,
在装备过程中若拧紧力矩过大,预紧力螺纹连接结构的连接件常常会因局部载荷过大而引发材料压损或

者是连接螺纹被扭断而发生破坏;若拧紧力矩过小,在承受外载荷时,连接面可能发生间隙导致连接结

构松动,引起导弹解体或者螺纹疲劳破坏[２４].此外,防空导弹在服役过程中会受到冲击、振动等多种恶

劣外部力学环境因素的影响,此时螺纹连接结构的预紧力会影响导弹结构的动力学特性,如固有频率和

振型等.因此防空导弹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的合理性对其在各种力学环境下的正常工作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关于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国外在汽车、通用机械等行业对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的试

验以及理论等方面做了较多的研究[５９],也形成了普通螺纹的相关设计标准与规范,但是对于防空导弹关

键部位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的研究未有公开的文献.国内对汽车、通用机械等行业所使用的螺纹

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做出了对应的标准与规范[１０１３],然而针对防空导弹关键部位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

化控制的研究鲜有公开的文献发表.虽然文献 [３ ４]和文献 [１４ １５]对螺纹拧紧力矩量化控制进行了

研究,但是从研究成果来看,文献 [３ ４]仅对防空导弹舱段间轴向螺纹拧紧力矩进行了研究,文献

[１４ １５]仅对直径小于 M６的弹载电子设备上的不锈钢标准螺钉拧紧力矩量化控制进行了研究,都没有

完全覆盖当前防空导弹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的范围.因此在防空导弹特殊的力学环境下,现有的

螺纹拧紧力矩量化控制研究成果并没有完全覆盖防空导弹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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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准确地控制防空导弹关键部位螺纹连接的预紧力,为防空导弹螺纹连接设计提供准确的拧

紧力矩,在总结防空导弹螺纹连接典型结构的基础上,采用经验公式结合物理试验的方法对防空导弹螺

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对防空导弹力矩量化控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１　拧紧力矩量化控制方法

螺纹拧紧力矩主要由螺纹预紧力、螺钉大小和拧紧力矩系数确定[１５],因此防空导弹螺纹连接拧紧力

矩量化控制前需对螺纹预紧力、螺钉大小和拧紧力矩系数进行量化,拧紧力矩量化控制方法如图１所示.
螺钉大小是指螺纹的公称直径,可通过查询紧固件设计手册确定;螺纹预紧力需根据工况和行业确定,
相同直径、相同材料、不同行业的螺纹预紧力取值大小不同,根据设计要求需考虑螺钉强度、螺纹孔强

度和被连接件强度确定预紧力大小;拧紧力矩系数与螺纹副摩擦系数、紧固件与被连接件支撑面 (垫圈)
间的摩擦系数有关,这两个摩擦系数与螺纹连接结构形式、材料有关,需开展理论计算和试验研究来确

定拧紧力矩系数.

图１　拧紧力矩量化控制方法

２　防空导弹螺纹连接典型结构

通过对防空导弹现有连接结构分析,防空导弹总装过程中螺纹连接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１)十字沉头螺钉不带钢丝螺套连接 (无垫圈)和带钢丝螺套连接 (无垫圈)
十字槽沉头螺钉不带钢丝螺套连接形式如图２所示,连接方式通常为一侧金属结构加工锥形孔,另一

侧金属结构加工螺纹孔.

图２　十字槽沉头螺钉不带钢丝螺套安装示意图

十字槽沉头螺钉带钢丝螺套连接形式如图３所示,连接方式通常为一侧金属结构加工锥形孔,另一侧

金属结构内布置钢丝螺套.

６０７



图３　十字槽沉头螺钉带钢丝螺套安装示意图

(２)十字盘头螺钉带螺母连接 (有垫圈)、不带钢丝螺套连接 (有垫圈)和带钢丝螺套连接 (有垫圈)
十字槽盘头螺钉不带钢丝螺套连接形式如图４所示,连接方式通常为一侧金属结构加工沉头通孔,另

一侧金属结构加工螺纹孔.

图４　十字槽盘头螺钉不带钢丝螺套安装示意图

十字槽盘头螺钉带螺母连接形式如图５所示,连接方式通常为一侧金属结构加工通孔,另一侧金属结

构也加工通孔,通过十字槽盘头螺钉、平垫圈、弹簧垫圈和螺母进行连接.

图５　十字槽盘头螺钉带螺母安装示意图

十字槽盘头螺钉带钢丝螺套连接形式如图６所示,连接方式通常为一侧金属结构加工通孔,另一侧金

属结构内布置钢丝螺套,通过十字槽沉头螺钉、平垫圈和弹簧垫圈进行连接.
(３)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带螺母连接 (有垫圈)、不带钢丝螺套连接 (有垫圈)和带钢丝螺套连接 (有

垫圈)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不带钢丝螺套连接形式如图７所示,连接方式通常为一侧金属结构加工通孔,另一

侧金属结构加工螺纹孔,通过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平垫圈和弹簧垫圈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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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十字槽盘头螺钉带钢丝螺套安装示意图 图７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不带钢丝螺套安装示意图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带螺母连接形式如图８所示,连接方式通常为一侧金属结构加工通孔,另一侧金属

结构也加工通孔,通过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平垫圈、弹簧垫圈和螺母进行连接.

图８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带螺母安装示意图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带钢丝螺套连接形式如图９所示,连接方式通常为一侧金属结构加工通孔,另一侧

金属结构内布置钢丝螺套,通过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平垫圈和弹簧垫圈进行连接.

图９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带钢丝螺套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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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双头螺柱带螺母连接 (有垫圈)
不锈钢双头螺柱连接形式如图１０所示,连接方式通常为一侧金属结构加工螺纹孔或镶嵌钢丝螺套,

另一侧金属结构加工通孔,通过双头螺柱、平垫圈、弹簧垫圈和螺母进行连接.

图１０　不锈钢双头螺柱安装示意图

(５)扁圆头螺钉连接 (无垫圈)
扁圆头螺钉连接形式如图１１所示,连接方式通常为发动机上的电缆罩支耳加工螺纹孔,电缆罩结构

加工通孔,通过扁圆头螺钉直接进行连接.

图１１　扁圆头螺钉安装示意图

根据上述１０种类型的典型连接结构,归纳总结了表１所示的典型螺纹连接类型表.

表１　典型螺纹连接类型表

螺钉类型
配合类型

螺纹副 紧固件与被连接件支撑面

十字槽

沉头螺钉

不锈钢与不锈钢
不锈钢与钛合金 (无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无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不锈钢与钛合金 (无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无垫圈)

不锈钢与钛合金 不锈钢与钛合金 (无垫圈)

不锈钢与不锈钢

(镁或铝合金镶嵌钢丝螺套)
不锈钢与铝合金 (无垫圈)

十字槽盘

头螺钉

不锈钢与不锈钢
不锈钢与钛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不锈钢与钛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钛合金 不锈钢与钛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不锈钢 (镁或铝合金镶嵌钢丝螺套) 不锈钢与铝合金 (有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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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钉类型
配合类型

螺纹副 紧固件与被连接件支撑面

内六角圆

柱头螺钉

不锈钢与不锈钢
不锈钢与钛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不锈钢与钛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钛合金 不锈钢与钛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不锈钢

(镁或铝合金镶嵌钢丝螺套)
不锈钢与铝合金 (有垫圈)

双头螺柱 不锈钢与不锈钢

不锈钢与钛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镁合金 (有垫圈)

扁圆头

螺钉
不锈钢与合金钢

不锈钢与钛合金 (无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无垫圈)

２　防空导弹螺纹预紧力计算

根据防空导弹安装基体材料的不同,螺纹连接拧紧力矩主要包括不锈钢螺钉对不锈钢螺母、不锈钢

螺纹孔、钛合金螺纹孔、铝合金螺纹孔、铝合金镶配钢丝螺套螺纹孔、镁合金镶配钢丝螺套螺纹孔等多

种类型,以螺钉拉伸强度、螺纹强度、被连接件强度为计算对象,取三者中的最小值作为预紧力计算依

据来计算拧紧力矩.

２１以螺钉拉伸强度为依据计算预紧力

拧紧后螺钉拉伸的预紧应力推荐按下列关系确定

F０＝KsσsAs (１)

式中　F０———预紧力,N;

Ks ———预紧力系数,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σs ———材料屈服强度,MPa;

As ———螺纹应力截面面积,mm２.

螺纹应力截面面积As 按下式计算

As ＝
π
４

d２＋d３

２
æ

è
ç

ö

ø
÷

２

式中　d２———螺纹中径的公称尺寸,mm;

d３———螺纹小径的公称尺寸 (d１)减去螺纹原始三角形高度 (H,H ＝０８６６０２５P )的１/６
值,即

d３＝d１－
H
６

２２　以螺纹强度为依据计算预紧力

螺纹强度主要计算螺纹抗剪切强度、螺纹抗挤压强度和螺纹抗弯曲强度.计算过程中选取螺钉和螺

纹孔材料强度较弱的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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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 [１６],基于螺纹抗剪切强度、螺纹抗挤压强度和螺纹抗弯曲强度确定预紧力的计算过程

如下:
(１)基于螺纹抗剪切强度的预紧力计算

F０＝０５８πKsd１npτs (２)
式中　F０———预紧力,N;

Ks ———预紧力系数,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d１———螺纹内径,mm;

n ———螺纹工作圈数,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p ———螺距,mm;

τs ———材料的剪切屈服极限,一般取τs ＝０６σs ,MPa.
(２)基于螺纹根部弯曲的预紧力计算

F０＝
πKsd１npσs

２９４
(３)

式中　F０———预紧力,N;

Ks ———预紧力系数,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d１———螺纹内径,mm;

n ———螺纹工作圈数,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p ———螺距,mm;

σs ———材料的屈服极限,MPa.
(３)基于螺纹抗挤压的预紧力计算

F０＝
πKsd１npσs

１４
(４)

式中　F０———预紧力,N;

Ks ———预紧力系数,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d１———螺纹内径,mm;

n ———螺纹工作圈数,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p ———螺距,mm;

σs ———材料的屈服极限,MPa.

２３　以被连接件挤压强度为依据计算预紧力

防空导弹总装过程中,被连接件受到螺钉紧固,承受压力.被连接件的抗压强度,也制约螺钉预紧

力的大小.
基于被连接件抗压强度的预紧力计算式为

F０＝KsσsA (５)
式中　F０———预紧力,N;

Ks ———预紧力系数,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σs ———材料挤压屈服极限,MPa;

A ———挤压接触面积,mm２,盘头螺钉和内六角圆柱头螺钉一般与平垫圈一起使用,挤压面积以

平垫圈表面积为准,沉头螺钉以沉头锥形表面积为准.

３　拧紧力矩系数试验与计算

３１　拧紧力矩系数试验

拧紧力矩系数K 主要与螺纹中径、螺距、螺纹副的摩擦系数、螺钉端面与垫圈的摩擦系数、螺纹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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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角、螺纹升角、垫片与螺钉端面的接触面积等因素相关[１７].其中,摩擦系数主要与材料的表面粗糙度、
润滑条件、材料的软硬程度等因素相关.由于摩擦系数很难确定,因此精确地确定拧紧力矩系数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有必要针对防空导弹总装过程中常用螺钉的典型工况,开展拧紧力矩系数 K 值的测试,
以便为拧紧力矩系数计算结果校验提供依据.试验方法参考文献 [１８ １９].

由于没有测试螺钉拧紧力矩系数K 的专用设备,试验采用现有的拉伸机和拧紧力矩安装工具,设计

专用工装,实现K 值的测试.试验设计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中,模拟件的材料特性、加工特性与实际产品一致.壳体模拟件中螺纹孔的加工工具为普通丝

锥,通过切削加工.螺纹孔的尺寸精度为６H,表面粗糙度为Ra３２μm.
标准紧固件为不锈钢螺钉 A２ ７０ (GB/T８１８),不锈钢弹簧垫圈 (GJB５８６２２),不锈钢平垫圈 A２

(GB/T８４８).不锈钢螺钉表面为简单处理 (去油、去污).
采用力矩螺钉旋具对螺钉进行拧紧,产生相应的预紧力,预紧力通过拉伸工装,传递给拉伸机,拉

伸机通过显控软件,将预紧力显示出来.
通过改造万能试验机进行了拧紧力矩系数K 的试验,开展了不同材料、不同螺钉大小、有无弹簧垫

圈、有无螺纹胶水、有无钢丝螺套、不同拧紧力矩情况下的拧紧系数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１)紧固件为不锈钢盘头螺钉或内六角圆柱头螺钉,装配弹簧垫圈和平垫圈,螺纹孔材料为铝合金,

K 值实验了１９４组,总计拧紧约９５０次,平均K 值为０２９９;

２)紧固件为不锈钢盘头螺钉或内六角圆柱头螺钉,装配弹簧垫圈和平垫圈,螺纹孔材料为铝合金

(镁合金)镶配钢丝螺套或不锈钢螺母.K 值实验了３９组,总计拧紧约１８０次,平均K 值为０４０４;

３)紧固件为不锈钢沉头螺钉,螺纹孔材料为铝合金,K 值实验了３６组,总计拧紧约２００次,不涂胶

的平均K 值为０４２１.

图１２　试验设计示意图

３２　拧紧力矩系数计算

由机械原理可知,拧紧力矩系数K 的理论公式为

K ＝
d２

２dtanφ＋ρv( ) ＋
fc

３d
D３

w －d３
０

D２
w －d２

０
(６)

式中　d ———螺纹公称直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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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２———螺纹中径,mm;

φ ——— 螺纹升角,(°),φ＝arctan[p/(πd２)](p 为螺纹螺距,mm);

ρv ——— 当量摩擦角,(°),ρv ＝arctan(f/cosβ)(f 为螺纹副间摩擦系数,β为螺纹牙型斜角,对于

标准普通螺纹,β＝３０°);

fc ——— 紧固件与被连接件支撑面 (垫圈)间的摩擦系数 ;

Dw ———紧固件 (垫圈)与被连接件支承面外圆直径,mm;

d０———紧固件 (垫圈)与被连接件支承面内圆直径,mm.
当防空导弹总装过程中的零件为一般加工表面、无润滑时,根据表１归纳的典型连接结构,总结了防

空导弹螺纹连接K 值计算工况,见表２.
分析表２中的１５种工况,查阅机械设计手册,并结合 K 值测试结果,式 (６)中涉及的参数f,

fc,Dw,d０ 取值见表３,Dw,d０ 取值与螺钉尺寸有关.

将表３数据代入式 (６),计算上述１５类不同尺寸螺钉K 值见表４.从表４可以看出,螺钉尺寸对K
值影响较小.

表２　K 值计算工况表

工况
配合类型

螺纹副 紧固件与被连接件支撑面

１

２
不锈钢与不锈钢

不锈钢与钛合金 (无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无垫圈)

３

４
不锈钢与铝合金

不锈钢与钛合金 (无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无垫圈)

５ 不锈钢与钛合金 不锈钢与钛合金 (无垫圈)

６
不锈钢与不锈钢

(镁或铝合金镶嵌钢丝螺套)
不锈钢与铝合金 (无垫圈)

７

８

９

不锈钢与不锈钢

不锈钢与钛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镁合金 (有垫圈)

１０

１１
不锈钢与铝合金

不锈钢与钛合金 (有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有垫圈)

１２ 不锈钢与钛合金 不锈钢与钛合金 (有垫圈)

１３
不锈钢与不锈钢

(镁或铝合金镶嵌钢丝螺套)
不锈钢与铝合金 (有垫圈)

１４

１５
不锈钢与合金钢

不锈钢与钛合金 (无垫圈)

不锈钢与铝合金 (无垫圈)

表３　１５种工况的参数取值

工况
参数

f fc Dw d０

１ ０２５ ０２５ 沉头圆锥面的等效圆直径 螺纹孔直径

２ ０２５ ０２５ 沉头圆锥面的等效圆直径 螺纹孔直径

３ ０２５ ０２５ 沉头圆锥面的等效圆直径 螺纹孔直径

４ ０２５ ０２５ 沉头圆锥面的等效圆直径 螺纹孔直径

５ ０２５ ０２５ 沉头圆锥面的等效圆直径 螺纹孔直径

６ ０３ ０２５ 沉头圆锥面的等效圆直径 螺纹孔直径

７ ０２５ ０２ 弹簧垫圈外径 弹簧垫圈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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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况
参数

f fc Dw d０

８ ０２５ ０２ 弹簧垫圈外径 弹簧垫圈内径

９ ０２５ ０２ 弹簧垫圈外径 弹簧垫圈内径

１０ ０２５ ０２ 弹簧垫圈外径 弹簧垫圈内径

１１ ０２５ ０２ 弹簧垫圈外径 弹簧垫圈内径

１２ ０２５ ０２ 弹簧垫圈外径 弹簧垫圈内径

１３ ０３ ０２ 弹簧垫圈外径 弹簧垫圈内径

１４ ０２５ ０２ 扁圆头螺钉头部直径 螺纹孔直径

１５ ０２５ ０２ 扁圆头螺钉头部直径 螺纹孔直径

表４　１５种工况的K 值

工况
K 值

M２ M２５ M３ M４ M５ M６ M８ M１０ 平均值

１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４０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３７ ０３８

２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４０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３７ ０３８

３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４０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３７ ０３８

４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４０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３７ ０３８

５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４０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３７ ０３８

６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４１ ０４３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４１ ０４２

７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８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９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１０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１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１２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１

１３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３５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５

１４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１

１５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１

４　拧紧力矩计算及其实例

４１拧紧力矩的计算方法

在工程应用中,拧紧力矩按下式计算

T＝KdF０ (７)
式中　T ———预紧力矩,Nm;

K ———当量拧紧力矩系数,一般可从表４获得,特定工况条件下需按文献 [１５]规定的试验方法

获得;

F０———预紧力,N,以螺钉拉伸强度、螺纹强度、被连接件强度为计算对象,取三者中的最小值作

为预紧力;

d ———螺钉公称直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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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拧紧力矩计算实例

遥测舱上的口盖 (铝合金２A１２T４)通过 M５不锈钢螺钉 A２ ７０、弹簧垫圈 (GJB５８６２２)和平垫

圈 (GB/T９７１)安装固定在遥测舱壳体上,遥测舱壳体材料为铝合金２A１２T４,装配示意如图１３所示,
零件为一般加工表面,无润滑时进行拧紧力矩计算.计算过程中,Ks 取０３５~０４,不锈钢螺钉 A２ ７０
的σs 为４５０MPa,M５螺钉的As 为１４２mm２,d１ 为４１１mm,p 为０８mm,螺纹连接圈数n 为５圈,

铝合金２A１２T４的σs 取２７５MPa,τs 取１６５MPa,M５平垫圈的面积为２６７４mm２,当量拧紧力矩系数K
取０３１.

图１３　遥测舱口盖螺钉连接装配示意图

(１)基于螺钉强度计算预紧力

根据螺钉抗拉强度公式 (１)计算出基于螺钉强度的预紧力F０＝２２３６５~２５５６N.
(２)基于螺纹孔强度计算预紧力

根据螺纹孔抗剪切强度公式 (２)计算出基于螺纹抗剪切强度的预紧力F０＝１７２９~１９７６N.
根据螺纹孔抗弯曲强度公式 (３)计算出基于螺纹根部弯曲的预紧力F０＝１６９０~１９３１４N.
根据螺纹抗挤压强度公式 (４)计算出基于螺纹抗挤压强度的预紧力F０＝３５４９~４０５６N.
(３)基于被连接件抗压强度计算预紧力

根据公式 (５)计算出基于被连接件抗压强度的预紧力F０＝２５７３７~２７４１４N.
比较三者取其中的最小值,即基于螺钉强度的计算结果F０＝１６９０~１９３１４N 作为预紧力.代入公

式 (７)计算得拧紧力矩T ＝２６２~２９９Nm.由此确定遥测舱口盖螺钉连接装配拧紧力矩为２６２~
２９９Nm.

５　验证试验

本文所提出的防空导弹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方法已在多个型号螺纹连接关键部位的力矩量化

控制中得到应用,产品经过了多个批次的应力筛选、随机振动、冲击等环境试验和飞行试验,满足防空

导弹螺纹连接拧紧力矩使用需求.地面各种试验过程中的动态载荷量级满足GJB１５０A ２００９ «军用装备

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中规定的量级,飞行试验中的载荷满足飞行试验大纲的要求.

６　结论

为了能为防空导弹螺纹连接设计提供准确的拧紧力矩,采用经验公式结合物理试验的方法对防空导

弹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进行了研究.在分析防空导弹螺纹连接典型结构的基础上总结了典型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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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类型.研究了防空导弹螺纹预紧力计算方法,拧紧力矩系数计算方法和拧紧力矩工程计算方法.通

过物理试验对拧紧力矩系数进行了校验,并以表格的形式给出了典型螺纹连接结构的拧紧力矩系数值.
所给出的拧紧力矩量化控制方法已应用于多个型号中,进行了力矩装配和随机振动试验,验证了拧紧力

矩量化方法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研究结果对防空导弹螺纹连接拧紧力矩量化控制具有重要的工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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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ConnectionTighteningTorque
QuantitativeControlforAntiaircraftMissile

LIUGuang,YULiu jian,FAN Hao,XUZi ran,TUJing
ShanghaiElectro MechanicalEngineeringInstitute

　　Abstract　Inordertoprovideaccuratetighteningtorqueofthreadconnectiondesignforantiaircraft
missile,threadconnectiontighteningtorquequantitativecontrolmethodforantiaircraftmissileiscarried
outbyexperientialformulacombiningwithphysicaltestTighteningtorquequantitativecontrolmethod
for antiaircraft missile is givenTypical thread connection structures of antiaircraft missile are
summarizedThreadconnection preload computing method,tighteningtorquecoefficientcomputing
method and tightening torque engineering computing method for antiaircraft missile are
reviewedTighteningtorquecoefficientisvalidatedbyphysicaltestTighteningtorquecoefficientvalu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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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threadconnectionstructuresaregivenbyformThetighteningtorquequantitativecontrolmethod
isputintoproductassemblies,anditisverifiedfeasiblybypassingtheenvironmentaltestslikerandom
vibrationTheresearchresultshaveimportantengineeringvalueforthreadconnectiontighteningtorque

quantitativecontrolmethodofantiaircraftmissile
Keywords　Antiaircraftmissile;Threadconnection;Tighteningtorque;Quantitative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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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输入范围高动态响应DC DC变换器的研究

吴玉哲　程　新　杨　华　宗正骁　邱　燕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摘　要　针对１００V 母线电压的电源控制器的放电调节器进行了设计,采用Superboost作为升压拓

扑,在传统的Superboost电路上引入阻尼网络,消除了传递函数中的右半平面零点,改善了系统的稳定

性;为了满足放电调节电路宽输入范围、高动态响应的要求,进行了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环路的设计,
同时通过一系列优化设计来提升变换器的效率.通过伯德图验证环路的稳定性,最后给出了５００W 样机的

实验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关键词　阻尼网络;右半平面零点;环路稳定性;双环控制

０　引　言

电源控制器是卫星能量调节系统的核心.当卫星处在地影期时,蓄电池通过放电调节器放电,维持

母线电压的稳定.Weinberg电路具有高效率、高功率密度、开关管应力小的优势,广泛应用于蓄电池放

电调节器的拓扑设计中,但其升压范围具有局限性,不适用于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的场合;Superboost
电路虽然适用于输入输出电压差值较大的场合,但其为四阶系统,开环传递函数具有右半平面零点,系

统为非最小相位系统,不利于系统稳定性和控制环路的设计.
本文通过对传统Superboost电路进行改良,引入阻尼网络,消除传递函数中右半平面零点,改善了

系统的稳定性;同时进行了电流内环电压外环控制环路的设计,改善了系统的动态响应,通过伯德图验

证环路的稳定性,并通过实验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１　改进Superboost电路的建模与控制环路设计

１１　改进Superboost的拓扑设计

传统的Superboost电路如图１所示.其具有拓扑结构简单、效率高、电流连续的优点.开环传递函

数Gvd 可以表示为

Gvd(s)＝
a２s２＋a１s＋a０

b４s４＋b３s３＋b２s２＋b１s＋b０
(１)

其中a２＝２DL１C１(１－D),a１＝C２
１DL１ (１－D)２,a０＝－(１－D)２ .无论L１,C１,D 如何取值,始终有

a２＞０,a１ ＞０,a０ ＜０,传递函数必然存在右半平面零点,系统稳定性差,不利于控制环路设计.
为了保障系统的稳定性,消除右半平面零点,在传统的Superboost电路的电容两端并联阻尼网络,

如图２所示,通过RC 参数的选取来消除右半平面零点,改善系统的稳态性能.

８１７



图１　Superboost电路 图２　改进后的Superboost拓扑结构图

１２　改进后的Superboost电路的模型建立

Superboost电路工作时有如图３ (a)、(b)两种工作模式.MOS管关断时,二极管导通,电容C１ 充

电,电感L２ 续流;MOS管导通时,二极管关断,电容C１ 通过L２ 向负载放电.在状态 (a)和 (b)下分

别列写状态方程.

图３　改进后的Superboost拓扑的两种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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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MOS管关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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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开关周期平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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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变量写为稳态量加扰动的形式,并分离扰动,得到平均状态空间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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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占空比到输出电压的传递函数Gvd(s)为

Gvd(s)＝
x３s３＋x２s２＋x１s＋x０

y４s４＋y３s３＋y２s２＋y１s＋y０
(２)

各项系数分别为

x３＝
C１CdL１RdR

１－D

x２＝
RL１(C１＋Cd)(１－D)－CdL１RdD

(１－D)２

x１＝
CdRdR(１－D)２－L１D

(１－D)２

x０＝R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由劳斯判据,要使系统没有右半平面零点,系数应满足如下条件

x３,２,１,０ ＞０;x１x２－x０x３ ＞０
得到阻尼网络参数的选取范围为

L１D
R (１－D)２ ＜RdCd ＜

R(C１＋Cd)(１－D)
D

(３)

通过在Superboost拓扑电容C１ 上并联阻尼网络,选取合适的参数,可以达到消除传递函数右半平面

零点的目的,改善系统的稳定性.

１３　基于平均电流控制的Superboost环路设计

在１２节中通过对Superboost拓扑电容并联阻尼网络的方法,消除了右半平面零点,提升了系统的

稳定性,而控制策略的选择对系统的动态特性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选择电压外环电流内环的平均电流

双闭环控制策略,与单电压环相比,平均电流控制以电感电流为控制变量,具有调节性能好、动态响应

快、过充电压小的特点.同时,把电流环的控制对象等效为一阶积分环节,以便简化控制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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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控制框图如图４所示.图中GPWN ＝
１
Vm

为PWM 调制器的传递函数;Gid(s)为输入电流对占空比的

传递函数;Gvd(s)为输出电压对占空比的传递函数;H(s)为反馈分压网络传递函数;Ki 为电流环电流采

样系数.

图４　 Superboost变换器双环控制框图

对于双闭环系统,电流型控制电压环的穿越频率,受限于电流环的穿越频率,因此,在进行补偿网

络设计时,应先对电流环进行设计,再对电压环进行设计.

１３１　电流内环控制环路设计
改进Superboost电路输出电流到占空比的传递函数,并等效为一阶系统

Gid(s→ ¥)＝
２DVin

L２s
(４)

由图４可知,电流内环开环环路增为

Gi＝GidGPWMKi (５)
画出Gi 的伯德图如图５所示.从图５ (a)可以看出,电流环的穿越频率为１５３kHz,相位裕度为

９０°.但是其原始回路低频增益较小,理想状态下低频增益为无限大,并且以２０dB/dec的斜率下降,这

样可以使系统的稳态误差接近于０.

图５　Gid 未补偿伯德图 (a)和补偿网络电路图 (b)

电流内环补偿网络采用单零点双极点PI控制器,如图５ (b)所示.这里电流内环穿越频率设置为开

关频率的１/１０,即１０kHz,可以兼顾超调量和系统动态响应.在低频段,我们希望增益越大越好,这样

可以抑制高频噪声信号,减小输出信号的稳态误差.高频段幅频特性衰减速率反映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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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越大抗干扰能力越强.这里设置补偿网络使高频段以４０dB/dec衰减,令fp２＝fs ,Gi(s)的伯德图如

图６ (a)所示.
在设计了电流内环补偿网络后,可以得到补偿后电流内环传递函数为

Gin(s)＝Gib(s)Gid(s) (６)
在 Matlab中画出Gin(s)的伯德图,如图６ (b)所示.由图６ (b)可知,电流内环穿越频率为１１２

kHz,相位裕度５９７°,低频段增益显著增大,高频段以４０dB/dec下降.电流环得到很好的补偿.

图６　电流内环补偿网络伯德图 (a)和补偿后电流内环伯德图 (b)

１３２　电压外环控制环路设计
双环系统的设计准则,是根据先电流内环再电压外环进行设计,由系统的控制框图可知,首先需要

先计算电流闭环系统的传递函数GI

GI＝
GPWMGin

１＋kGidGPWMGin
(７)

双环控制系统电压开环传递函数为

GV ＝GvdH(s)GI (８)
所采用的补偿网络如图７所示.

图７　电压外环补偿网络

２　实验验证

通过之前的原理分析,进行了５００W 功率等级的Superboost放电拓扑的搭建,并完成闭环实验的调

试.为了提升变换器的效率,对效率损耗的来源进行了分析,采取了降低开关频率,减小开关损耗;采

用双 MOS管驱动,降低导通损耗;采用IR２１１０芯片来代替传统的隔离驱动电路来提升信号的传输速度

等措施,各工况的效率图如图８所示,在典型工况 (３００W)下,放电调节器的效率达到９５４％.
对于放电调节器,动态响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里测试了宽输入电压范围下 (３０~９０V)母

线的动态响应.输入电压阶跃的条件下,母线电压平均响应时间为１５ms;负载功率阶跃时,母线电压

平均响应时间为３ms.测试结果表明,在宽输入电压范围的条件下,放电调节器能稳定工作,并具有良

好的动态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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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Superboost各功率下的效率图

图９　输入电压由３０~６０V阶跃的母线电压 (１)和输入电压由６０~９０V阶跃的母线电压 (２)

３　结论

本文对卫星电源控制器中的放电调节器部分进行了电路设计和实验验证.引入阻尼网络消除了传统

Superboost电路传递函数中存在右半平面零点,进行了小信号模型的分享及双环控制系统环路设计,并

研制了一台５００W 的原理样机.实验表明,该电路具有输入范围宽、动态响应快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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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DC DCConverterwithWideInput
RangeandHighDynamicResponse

WUYu zhe,CHENGXin,YANGHua,ZONGZheng xiao,QIUYan
ShanghaiSpacePowerResearchInstitute

　　Abstract　 Designedforthedischargeregulatorofthepowersupplycontrollerwith１００Vbusvoltage,

usingSuperboostastheboosttopology,introducingadampingnetworkonthetraditionalSuperboost
circuit,eliminatingtherighthalfplanezerointhetransferfunction,andimprovingthestabilityofthe
system ;Inordertomeettherequirementsofwideinputrangeandhighdynamicresponseofthedischarge
regulationcircuit,thevoltageandcurrentdoubleclosed loopcontrolloopisdesigned,andaseriesof
optimizeddesignsareusedtoimprovetheefficiencyoftheconverterThestabilityofthecontrolloopis
verifiedbytheBodeplot,andfinallytheexperimentalresultsofthe５００W prototypearegiven,which
verifiesthecorrectnessofthetheoreticalanalysis

Keywords　Dampingnetwork;Righthalfplanezero;Loopstability;Dual loop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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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数字化协同标准体系研究与实践

劳海燕１　黄莉苹１　单丰丽１　黄　超２　何　慧１

１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２上海航天信息研究所

摘　要　为体现三维数字化协同的工作特点,规范数字化协同研制中的操作,并为航天产品的协同

研制过程提供知识支撑和基础保障,本文通过分析数字化研制标准体系的现状,结合我所业务现状和产

品全生命周期的特点,构建我所三维数字化协同标准体系模型并梳理各模块的标准项目,形成适用于我

所的三维数字化协同标准体系.通过对三维数字化协同标准体系的研究提炼出标准体系的构建方法与思

路,并在后续的工作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三维数字化;协同;标准体系

０　引　言

随着信息系统的广泛深入应用以及数字化研制模式的逐步确立,三维数字化协同研制在型号研制过

程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数字化协同研制不但能使不同地点的研制单位进行研制活动,同时,也能将

上下游单位的研制过程一一打通,设计单位能同时开展总体与分系统、分系统与分系统间、分系统与单

机间的协同设计,也能很快将设计结果与制造过程相衔接,并在制造过程中通过数字化的模拟装配减少

传统设计与制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能将测试、试验数据集中管理,减少数据的丢失与散落,有利

于数据的有效利用.三维协同研制主要具有可视化、精确性、实时性等特点,在数字化研制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三维协同研制模式是对传统研制模式的深刻变革,是数字模型代替传统的图样、文件,是工程

信息的表达、传递、处理和控制方式的改变,因而对以往用于规范设计制造的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

１　三维数字化协同标准现状

发达国家在２０世纪就开始了对三维数字化设计和制造方面的研究,并形成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通

过标准的形式将经验与规则进行了固化.其代表作就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ASME)于１９９７年在波音

公司的协助下发起的与三维建模和标注相关的研究,并在２００３年形成了 ASMEY１４４１ ２００３ «数字化

产品定义数据通则»标准.２００６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借鉴 ASMEY１４４１制定了ISO１６７９２
２００６ «技术产品定义文件　数字化产品定义数据通则».

为了满足我国产品三维设计的需要,国内相关机构研究制定了 GB/T２６０９９ «机械产品三维建模通用

规则»和 GB/T２４７３４ «数字化产品定义数据通则»等一系列国家标准.其中,一部分标准是对国际标准

在数字化技术方面的修订、补充和细化,如 «机械产品三维建模通用规则»的４项国家标准规定了三维建

模的通用要求、零件及装配建模的总体原则、总体要求、详细要求等规范化要求,另一部分标准则是在

针对数字化实施和应用制定的新标准,如 GB/T２６１００ «机械产品数字样机通用要求»从数字样机的分

类、构成、模型要求、建构要求、应用及管理等方面给出规范要求;GB/T２６１０１ «机械产品虚拟装配通

用技术要求»制定了虚拟装配模型的要求、虚拟装配的总体要求、装配过程规划以及虚拟装配结果的评

定等规范化要求.GB/T２４７３４的１１项国家标准统一描述了对三维CAD应用中的数据集、设计模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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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模型数值与尺寸、几何公差、基准的应用等要求,给出了三维模型标注的一般方法和规定.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三维数字化产品定义标准体系雏形.近年来,与三维数字化

定义相关的重要基础标准已陆续得到制定和报批,在规模上已基本能满足我国机械产品三维设计的基本

需要.在航天内部２００８年八院形成了Pro/E软件的基础标准,统一了八院内各单位Pro/E使用的环境、
模板等要素,在２０１３年及以后八院陆续形成了基于 DELMIA 软件与Pro/E软件的通用及专业领域的建

模标准.２０１８年,集团公司形成了三维数模从建模、签署、验收到归档等管理过程的一系列标准.这些

标准如何应用,如何提升航天产品的数字化研制水平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２　三维数字化协同标准体系建设需求

三维协同研制对传统研制流程的冲击、技术状态控制、信息表达与交换等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而数字化研制过程中的规则都要有标准规范来定义与约束.数字化设计、制造、试验及管理等全生命周

期活动都需制定和遵守的一系列可重复使用的规则是三维数字化协同研制的基础保障,要将这些以标准

的形式固化下来,这些数字化的标准能够为优化企业数字化技术应用流程和方法提供重要途径,为科研

成果推广转化提供新的技术载体.
三维数字化协同标准体系是围绕设计、仿真、制造、测试与试验、数字化管理等领域将相关标准科

学分类和管理的有机整体,是三维协同研制模式推行的基本保证.
经过对现状的调研可以看出,我们现在已发布的标准很多是基于应用软件为平台的,涉及全研制流

程方面的标准还缺乏以数字化研制为方法的指导标准.这些已有的标准存在相互间关系不明确,也不成

体系、不全面,标准定位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航天产品生命周期的层面出发,并结合标准化工作

的方法来构建我所的三维协同研制标准体系,通过标准的构建来梳理缺失标准,从而不断动态完善三维

数字化研制标准体系.

３　体系框架的研究与建模

标准体系是由若干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数字化标准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应依据航

天产品研制流程制定,覆盖产品研制的全生命周期,涵盖设计、仿真、制造、装配和试验等环节,为航

天产品的研制提供数字产品定义、三维协同设计、虚拟仿真、数字化制造与检验、可视化预装配、产品

的测试试验等方面的标准.同时,作为支撑这些数字化研制环节所需的基础标准,以及这些数字化研制

环节中用到的具有数字化特色的管理标准,因此,体系的第一层由基础标准、组成产品研制全生命周期

的数字化设计标准、数字化仿真标准、数字化制造标准、数字化测试与试验标准和数字化管理标准组成.

１)“基础标准”子体系下的标准为数字化协同研制各环节提供基础支撑,从产品研制全生命周期各环

节需要提供的要素考虑,分为 “术语和定义” “信息分类与编码” “信息运行与安全”和 “元数据和数据

表达”.“术语和定义”中的标准为研制过程中应用到的词汇与术语标准;“信息分类与编码”为数字化协

同研制过程中应用到的产品信息分类和这些信息的编码规则等标准;数字化研制过程中支撑系统安全运

行、确保数据传递的标准放入 “信息运行与安全”中;“元数据与数据表达”中的标准为识别研制过程中

数据的共享、识别、利用,描述数字化信息资源提供标准依据.

２)“数字化设计标准”子体系规定了数字化研制过程中使用信息化手段开展设计工作所需遵循的标

准,考虑到我所主要任务为产品的设计,因此在 “总系统模型设计标准” “详细专业设计标准”基础上,

增加 “其他标准”存放设计过程中的环境、坐标系、模型着色等设计基础标准; “总系统模型设计标准”
放入指导总体与分系统、分系统与单机间的设计协调工作所需用到的方法标准,“详细专业设计标准”下

细分为机、电、软专业的设计标准.

３)“数字化仿真标准”子体系下分为 “总体系统模型仿真标准”和 “详细专业仿真标准”. “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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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模型仿真标准”中包括专业模板、流程模板等标准;“详细专业仿真标准”包括机构、结构、电气、软

件模型的计算方法、建模规则、计算规范、仿真结果处理、半实物仿真标准.

４)“数字化制造标准”子体系下分 “数字化工艺设计与检验标准”“数字化制造仿真标准”和 “数字

化制造执行标准”.“数字化工艺设计与检验标准”包括结构化工艺设计、机加工、钣金、铸造、焊接专

业工艺与检验标准;“数字化制造仿真标准”包括加工仿真标准、预装配工艺仿真要求、虚拟加工标准;
“数字化制造执行标准”包括支撑数字化加工制造的物资编码标准.

５)“数字化测试与试验标准”子体系包含产品试验所需的标准,按试验的种类分为 “振动试验标准”
“热试验标准”“力学试验标准”“环境试验标准”和 “试验数据管理标准”.

６)“数字化管理标准”包含数字化设计、仿真、制造、测试与试验等应用系统的运行、权限、模板、
技术状态、归档、数据包管理等标准.

通过以上分析和研究,形成的体系框架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三维协同研制标准体系模型

４　标准项目的研究与建设

在框架模型形成后,需将标准项目清单纳入模型中,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三维数字化协同标准体系.
标准项目的梳理过程中遵循下列原则:

１)充分采用适用的各级标准,形成系统完整、科学协调的有机整体;

２)标准应横向一致,同样内容在体系中应无冲突,优先采用高级标准;

３)现有标准中没有的内容先形成修订计划,待成熟后择机形成上级标准.
梳理步骤如下:
作为基础标准,“术语和定义”标准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标准,由信息化人员提出研制过程中可能

用到的数字化方面术语,由标准化人员收集各级标准中与数字化术语和定义相关的标准,按设计、仿真、
制造、测试进行分类后提供给设计、仿真、制造、试验与测试相关人员进行标准适用性分析,对于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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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没有规定的再编制所标,最后梳理出９份国标、１份集团标准、１份 TE标准.
“机械设计标准”中标准的梳理先由机械设计研究室设计师根据业务特色提出标准清单,考虑到航天

产品特色,由标准化人员收集集团标和八院标准供设计师参考,经过多次迭代最终形成标准清单,包括４
份院标,１８份所标.

根据以上的梳理方法梳理出来的其他模型标准项目数量见表１.

表１　各模块标准项目数量

序号 模块名称 国标 国军标 集团标 行标 TE标 院标 所标

１ 术语和定义 ９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２ 信息分类与编码 ０ ２ ９ ０ １ ０ ０

３ 信息运行与安全 １８ ６ １ １ ２ ６ ０

４ 元数据与数据表达 ９ ２ １ ０ ３ ０ １

５ 总体系统模型设计标准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６ 电设计标准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７ 机械设计标准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８

８ 其他标准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９ 总体系统模型仿真标准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１０ 数字化工艺设计与检验标准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２

１１ 制造仿真标准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２ 数字化制造执行标准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３ 试验数据管理标准 １５ １６ ５ ６ １３ ５ ４

１４ 数字化管理标准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０

５　亮点与不足

数字化协同研制标准体系已在所内实施推广,体系涵盖了航天产品研制全生命周期各环节,通过一

段时间的实施,能够满足航天产品数字化协同研制的需求.
体系的构建以串联起产品研制全过程的各环节为层级,较以往以产品组成为层级的方式不同,采用

标准适用性评估的方式梳理标准项目,解决了以往同类标准要求不一致、采标时互相矛盾的问题.
因标准项目的梳理与信息化建设进度密切相关,故部分模块中的标准还未梳理完全,需在后续工作

中不断补充完善.
标准体系的研究与总结创建了一套适用于构建标准体系的方法,可供后续构建其他标准体系时使用,

也为进一步制修订数字化标准和申报上级标准明确了范围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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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载设备接地方式对浪涌抑制电路影响分析

樊晶晶　刘 莉　曹　庆　李晓花

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摘　要　卫星地面测试及在轨运行过程中,由于浪涌电流过大导致功率继电器粘连的故障时有发生.

经分析发现,虽然单机内部进行了浪涌抑制电路的设计,但是在接入卫星系统后,接地方式发生变化,
导致部分通路的浪涌电流不能得到有效抑制.文章通过分析两种基于场效应管 (MOSFET)的浪涌抑制

电路原理,对星载设备接地方式对浪涌抑制电路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该研究对于抑制电源加电瞬间浪涌

电流,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卫星;浪涌抑制;接地方式;MOSFET器件

０　引　言

卫星地面测试及在轨运行过程中,由于浪涌电流过大而导致功率继电器粘连故障时有发生.浪涌电

流是一种突发性瞬态电流脉冲,常见的是在电源接通瞬间出现的流入设备的峰值电流.卫星产品中产生

浪涌电流主要是因为用电设备为提高电源品质,在一次母线输入端设置EMI滤波器,滤波器主要由滤波

电容组成.继电器闭合瞬间,电源对滤波电容进行充电直至电压稳定.充电过程中产生很大的脉冲电流,

导致浪涌电流产生[１].

为了避免由于浪涌电流过大导致继电器触点粘连,卫星建造规范通常要求连接到母线上的用电设备

启动电流不超过其正常工作电流的１５倍或２A,二者取较大者,上升斜率不大于１０６A/s.为了满足建造

规范要求,单机研制厂家通常会设置浪涌抑制电路将浪涌电流限制到规范要求以内,其中比较通用的方

式是采用 MOSFET器件构成软启动电路.然而在多个型号研制过程中发现,在单机测试时,浪涌抑制电

路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效果,但是当设备接入整个系统时,浪涌电流依然会超标,甚至导致功率继电器

发生触点粘连,导致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设备接入系统后接地方式改变了.

本文在分析浪涌电流形成原因及浪涌抑制电路工作原理的基础上,对星载设备接地方式对浪涌抑制

电路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１　浪涌电流形成原因分析

浪涌电流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星上用电设备在一次电源母线输入端接入了EMI滤波器,EMI滤波器简

化原理图如图１所示,其中最左边的第一组电容称为 Y电容,两个 Y电容串联后跨接在输入端,并将电

容器中点接大地,能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左边第二组电容串接在电源正负线之间,用来滤除两条线之

间的线间干扰.右端的π型滤波电路主要是滤除 DC DC变换器本身向母线发射的高频干扰.EMI滤波

器中有大量电容接在电源正线与回线之间,继电器闭合时,电容器充电瞬间近似于短路状态,等效电阻

(ESR)较小,由

Ic ＝CdvC/dt (１)

可知,加电瞬间将引入瞬时浪涌电流,而且电容越大,产生的浪涌电流越大.EMI滤波器中左侧的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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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选用大容量钽电容,是输入浪涌电流产生的主要原因,所以设计浪涌抑制电路时应该重点解决这两

组电容导致的浪涌电流.

图１　星上设备电源输入接口EMI滤波器简化图

２　浪涌抑制电路

卫星设备中常用的浪涌抑制方法主要包括在供电母线串入电阻和在供电通路中设计软启动电路[２].供

电母线串入电阻是指在设备一次母线输入端串联一个固定电阻,利用电阻的限流作用,在设备加电时将

浪涌电流限制在一定范围,但是该方法仅适用于功率较小的设备,因为电阻长期工作会导致发热和功率

损耗.软启动电路的方法是将 MOSFET场效应管接入供电通路,通过控制其在可变电阻区的导通过程,
抑制滤波器中由于突然加电产生的浪涌电流.该方法适用于大部分电子设备的浪涌电流抑制,也是目前

星载设备比较常用的方法.软启动电路主要包括 N沟道 MOSFET浪涌抑制电路和P沟道 MOSFET浪涌

抑制电路.

图２　 N沟道场效应管输出特性曲线

２１　N沟道 MOSFET浪涌抑制电路

N沟道 MOSFET管输出特性曲线如图２所示,曲线分为可变电阻区、恒流区和截止区三部分.

MOSFET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当场效应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时,可以将其看作一个压控电流

源,漏极电流IDS随栅极电压UGS的增加几乎线性增大,从而控制流过漏极的电流[４].使用 N 沟道

MOSFET管搭建浪涌抑制电路时,需要将场效应管串联在供电回线上,如图３所示.工作原理是,栅极

电压受R１、R２、C１ 组成的无源RC 网络控制,继电器闭合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MOSFET
管的栅源极电压被钳位在０V,漏源截止.电容通过电阻逐渐充电,栅源极电压UGS逐渐升高至开启电压,

MOSFET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漏极电流IDS与栅源电压UGS成比例关系,电流不会发生突变.滤波器中

的滤波电容C２ ~C５ 被逐渐充电至稳定,浪涌电流得到抑制.通过调节R１、R２、C１ 组成的无源RC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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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可以达到期望的抑制效果[３].
继电器闭合后,一次母线电源经过R１ 对C１ 进行充电,则C１ 两端电压为

UC１(t)＝Udc[１－e－t/(RC１)],t＞０ (２)
式中,R 为R１ 与R２ 并联的电阻值,Udc为继电器闭合后电容两端的稳态电压,则浪涌抑制电路的持续作用

时间为ts (其中UGS为场效应管完全导通时的栅源极电压),即

ts＝RC１ln[Udc/(Udc－UGS)] (３)

ts＞tS才能有效抑制容性负载的浪涌电流.TS的值由输入浪涌电流的最大限流幅值决定,即

TS＝CinputUdc/Max(Iinrush) (４)

图３　N沟道 MOSFET浪涌抑制电路原理图

２２　P沟道 MOSFET浪涌抑制电路

P沟道 MOSFET管输出特性曲线如图４所示,与 N沟道 MOSFET管输出曲线相似,同样分为可变

电阻区、恒流区和截止区,但是UGS启动电压为负值,UDS和IDS同样为负值.使用P沟道 MOSFET管搭

建浪涌抑制电路时,将场效应管串联在设备的供电正线上,如图５所示,在继电器导通瞬间,UGS电压为

０,处于截止状态,电源通过电阻R１ 给电容C１ 充电,UGS反向增大,达到开启电压时,MOSFET开启并

工作在可变电阻区,漏极电流IDS与UGS成比例反向增大.MOSFET管导通过程中,滤波器中电容充电至

稳定,浪涌电流得到抑制.

图４　P沟道场效应管输出特性曲线

　
图５　P沟道 MOSFET浪涌抑制电路原理图

３　设备接地方式对浪涌抑制电路影响分析

卫星一次母线接地的主要原则是并联单点接地,所有使用一次母线的设备回线在单机内部禁止与结

构地相连,需要回到供配电系统某单机中汇合在一起,再通过此台单机上某个专用的低频连接器所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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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线搭接到卫星结构主接地桩上.单机内部如果使用了滤波器,滤波器一般会直接与设备结构地搭接,
因为较大的接地电阻和电感会严重削减滤波器共模抑制能力,同时也会产生公共接地阻抗耦合的问题.
使用EMI滤波器的卫星设备接地原理图一般如图６所示,在单机设备内部,一次母线回线与设备机壳绝

缘,隔离电阻大于１MΩ,浪涌电流仅由通路１产生.但是当设备接入到系统后,所有星上设备通过安装

面或接地螺钉与卫星结构低阻搭接,搭接电阻一般小于１０mΩ,继电器接通过程中,会导致存在如通路２
所示回路产生浪涌电流.单机设备在设计浪涌抑制电路时,容易忽略由通路２产生的浪涌电流,由于接地

形式不一致,单机测试过程中往往也不容易发现.

图６　星载设备接地示意图

某设备一次母线供电通路设计原理如图７所示,滤波器中 Y 型电阻中间引出接地点连接到设备机壳

上.浪涌抑制电路选用了 N沟道 MOSFET管串联在设备供电回线上,其栅极电压受R１ ~R５,C１ ~C３

组成的无源RC 网络控制,继电器闭合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MOSFET管的栅源极电压被

钳位在０V,漏源截止,电容通过电阻逐渐充电,栅源极电压UGS逐渐升高至开启电压,MOSFET管工作

在线性电阻区,串接在电源正负端之间滤波器中的滤波电容C４ ~C７ 被逐渐充电至稳定,浪涌电流得到

抑制.

图７　某星载设备一次母线供电通路原理图

由于在单机内部,一次母线回线与机壳地隔离,继电器接通时,浪涌电流仅由一次母线正线和回线

之间的电容充电产生,N沟道 MOSFET串联在一次母线回线上,所以该电路能够很好地起到浪涌抑制效

果.该设备单机测试结果如图８所示,设备启动电流为持续时间５ms、峰值电流约１５A 的脉冲电流,
满足建造规范要求,浪涌电流得到有效抑制.当设备接入系统后,设备机壳地通过卫星结构与一次母线

回线接地点搭接,形成图７中箭头所示的通路,一次母线供电通过电容C４ (约１μF)、机壳地到一次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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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回线,由于 MOSFET管串联在设备供电回线上,所以抑制电路对这一回路起不到作用.将设备接入

系统后进行浪涌电流测试,测试结果如图９所示,在正常的持续５ms、峰值电流１５A 的启动电流前存

在一个持续时间约１５μs、峰值电流６４A的脉冲电流,超出了卫星建造规范对负载浪涌电流的规定,在

该状态下,设备长期进行加断电操作产生的浪涌电流将对继电器触点造成损害甚至发生粘连.

图８　单机浪涌测试结果 图９　接入系统后浪涌测试结果

对于使用P沟道 MOSFET 管的浪涌抑制电路,其一次母线供电及接地通路如图１０所示.P沟道

MOSFET管串联在一次母线正线上,浪涌抑制功能主要通过控制正线上IDS的变化过程,使其缓慢增大,
在这个过程中滤波器电容充电至稳定,浪涌电流得到抑制.由于 MOSFET管串联在设备供电正线上,不

仅一次母线正负之间电容充电导致的浪涌电流能够抑制,而且由一次母线供电通过电容C４ (约１μF)、机

壳地到一次母线供电回线中的浪涌电流同样可以得到有效抑制.

图１０　P沟道 MOSFET浪涌抑制电路供电原理图

４　结论

通过分析,对于P沟道 MOSFET浪涌抑制电路,由于将场效应管串接在供电正线上,所以无论接地

方式如何变化,电路中的浪涌电流均能达到有效抑制.而对于 N沟道 MOSFET浪涌抑制电路,由于场效

应管串联在供电回线上,设备接入系统后,由结构地构成的潜通路中形成的浪涌电流无法得到有效抑制.
因此,在使用由 N沟道 MOSFET构成的浪涌抑制电路时,需要考虑设备接入系统后,接地方式改变对浪

涌抑制电路的影响.单机进行浪涌电流测试时应该模拟整星接地方式进行测试.对于接地方式改变产生

的浪涌电流,设计时应做充分考虑,可以通过采取加大产生浪涌电流通路的阻抗来减小浪涌电流,或通

过采取隔离等措施避免接入系统后形成的潜通路导致的浪涌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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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processofsatellitetestandorbitoperation,thepowerrelaycausedbyexcessivesurge
currentisfrequencyThoughanalysis,wefoundthatalthoughthesurgesuppressioncircuitisdesignedin
theequipment,thesurgecurrentofsomechannelscan,tbeeffectivelysuppressedduetothechangeof

groundingmodeafterthesatellitesystemisconnectedByanalyzingtwokindsofsurgesuppression

principlesbasedon MOSFET,theinfluenceofsatellitegroundingmodeonsurgesuppressioncircuitis
analyzedIt,shelpfulforsuppressinginrushcurrentandimprovingthereliabilityandsafetyofsatellite

power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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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ltaRica逻辑建模的卫星故障分析技术

王红勋　王宗仁　李　毅　吴继峰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卫星事业部

摘　要　航天器研制中缺乏成熟的故障容限设计工具,故障分析仍依赖于手动绘图和计算,造成故

障分析效率低下,完备性差,故采用 AltaRica开展系统逻辑建模方法和故障分析技术研究.本研究建立

了卫星供配电分系统级和单机级模型,基于此模型生成了对应的故障树,并开展了故障树定性和定量分

析,确定了影响分系统顶层故障的关键单机和部件级故障事件.结果表明,相对于现有的手动故障分析

方法,基于 AltaRica逻辑建模的方法开展卫星系统故障分析,具有更高的故障分析效率、更强的分析能

力和更好的航天系统适用性.

关键词　故障分析;故障树 (FT);可靠性建模;AltaRica;安全性

０　引　言

由于航天器高可靠、长寿命的技术特点,航天器研制过程中大力推行在轨故障容限能力设计,故障

树分析 (Faulttreeanalysis,FTA)技术作为故障容限设计的基础,在航天器潜在风险识别与控制方面起

到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但由于缺乏开展故障容限设计的成熟工具,航天器研制过程中的故障分析和

计算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技术人员的手动绘图和计算,使得故障容限设计的任务繁重,工作重复性高,
造成了大量人力和时间资源的浪费,且工作效率不高.

故障树分析作为故障容限设计的重要方面,对故障容限设计的影响最为典型.故障树分析是一种系

统的演绎方法,随着系统的复杂化,故障树的节点迅速增加,建树难度也随之增大.完整的分系统和系

统级故障树极为庞大,节点繁多,分析过程烦琐,且需要多次迭代.然而,目前仅能通过 Visio等制图工

具对故障树进行手动绘制和计算,极易导致后续识别出的潜在风险无法及时反馈到故障树中,造成故障

模式的疏漏.同时,由于很难手动完成复杂系统和分系统级故障树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实际工作中通常

需要对其进行大量简化,从而极易造成故障树的过度简化而无法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基于 AltaRica逻辑建模的故障分析技术是采用系统的组成单元、单元状态、单元内部及单元间的逻

辑关系、故障数据进行统一建模,然后根据所建的唯一模型开展可靠性安全性分析.基于模型的故障分

析技术不需要分别进行手动的故障树和可靠性框图等的绘制,通过唯一的模型便可生成故障树、可靠性

框图、FMEA等系统安全设计需要的结果[１３],而无须像传统分析方法一样对可靠性和故障树分别建

模[４].该技术目前已被广泛应用在航空、空间技术、防御、能源、交通、海事等领域.

在国内航空领域,基于模型的故障分析技术已是许多重要的科研院所、高校和工程应用单位开展可

靠性安全性研究和应用的重要技术手段.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人员为保证故障树分析的完整性,采用

AltaRica开发了基于航电系统架构的故障树建模方法[５].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针对航电系统研究了

多语言结合下的多层次建模来解决安全性分析中失效模式完备性和数据一致性的问题[６].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研究人员为解决宇航系统复杂性增加带来的可靠性安全性计算问题,研究了基于 AltaRica语言的液压

系统可靠性模型[７].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对比研究了基于模型的方法相对于传统故障分析方

法的优势,并给出了在飞机研制流程中的应用案例[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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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航空领域,基于模型的故障分析技术已成为航空领域可靠性安全性分析方面成熟且不可或缺

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的各个环节,包括总体设计、产品 (分系统、单机)供应、检验检测、
检修维护等.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通过对新机场控制中心平流层地面段的 AltaRica建模来进行可靠性

和可用性评估,空客公司对包括 A３２０、A３３０、A３４０、A３５０、A３８０和 A４００M 在内的几乎所有飞机均采

用基于模型的方法进行系统安全性分析,法国航空工业公司采用 AltaRica模型开展 KC１３５军用飞机燃油

系统安全性分析,泰利斯航空电子公司对飞机驾驶舱显示系统的安全性进行建模分析等[８].

在航天领域,基于模型的故障分析技术在国内仍待研究和应用验证.而在国外,该技术在航天领域

的认可度不断提高,其应用范围也愈加广泛.仅在过去的２０年中,诸如赫尔墨斯、阿里安火箭、国际空

间站、欧洲自动货运飞船、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等重大航天研制项目均采用了基于 AltaRica建模的故障

分析技术开展可靠性安全性研究.欧洲卫星公司通过地球同步卫星导航增强系统的地面部分建模来确定

合适的方法以保证其运营可用性,找出需要实施的维护改进措施,并进行卫星级别的FDIR (故障检测、
隔离与恢复)建模支持、紧凑型天线测试范围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用性评估等.

另外,航天器研制正在积极探索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Modelbasedsystemsengineering,MBSE)技

术[９１１].然而,航天器研制中可靠性安全性分析以人工、手动分析为主的特点无法满足 MBSE统一平台

和统一数据源的要求,将直接制约与 MBSE技术的对接及对可靠性、安全性的保证作用.因此,基于模

型的可靠性安全性分析是航天器研制技术持续进步必然要开展的研究工作.
基于 AltaRica逻辑建模的方法能够建立卫星系统由顶层到底层的,更系统、更准确的系统或分系统

级可靠性安全性模型[１２].同时,模型作为知识数据库,有助于不同专业和团队间的沟通和借鉴,通过改

变模型中的对应部分就可以实现不同设计方案的对比和相似系统的建模,避免了现有可靠性安全性分析

需要采用不同数据源或模型的问题,能大幅度提高分析效率.
本文开展基于 AltaRica的逻辑建模方法和基于模型的故障分析技术在航天器研制中的应用研究,并

以卫星供配电分系统为案例开展分系统级和单机级建模研究,基于所建模型进行故障的定性分析和定量

计算,进而求解出影响分系统顶层故障的关键单机和部件级底事件.

１　建模方法

根据设计需求,系统结构模型可能仅包含一个或几个单机或部件,或者是包含多层单元块的复杂模

型.系统建模的过程是不断迭代和细化的过程,各个阶段模型的细化程度是不同的.设计人员根据系统

功能和需求自顶向下不断细化系统的结构,以模型树的方式对模型进行多层级的管理,以方便复杂系统

的建模及管理.而且多个子系统可以分别单独构建,最终再汇总组成最终的完整系统,并将可靠性安全

性指标分配给系统的子单元块.
基于逻辑关系建模的故障分析采用自动状态机原理,建立一个完整的自动状态机包含以下主要信息:

单元块 (b)、输入 (i)、输出 (o)、状态变量 (s)、逻辑函数 (f),如图１所示.逻辑关系模型的基本

组成单元为单元块,每一个单元块表示一个分系统、模块、单机或零部件,每一个单元块是一个或多个

不同层级和复杂程度的自动状态机.
自动状态机的输出结果通过定义的特定逻辑函数建立输入信息和内部状态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即

o＝f(i,s) (１)
式中,i和o分别是单元块的输入和输出;s为单元块的状态变量.

输入、输出接口是不同单元块间信息传递的通道,一个单元块可以定义零个或多个输入,也可以有

一个或多个输出,一个输入或输出也可以同时有一个或多个状态,见式 (２).式中的 [o１,o２,,on]

表示输出的不同状态.每一个接口需要根据单元块的功能特点和建模需求定义不同的接口变量,接口变

量是反映单元块的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状态的参数,可以按需定义任意多种输入或输出状态,即[o１,

o２,,on]的状态可以是正常 (Nominal)、失效 (Failed)和降级 (Degraded)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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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自动状态机原理图

o＝[o１,o２,,on] (２)

状态变量是表明单元块在寿命周期内自身硬件和功能状态的参数,见式 (３).式中的 N 表示单元块

的正常状态,其性质为正常;[F１,F２,,Fn]表示所有可能的故障模式,性质可以是失效和降级.另

外,自动状态机内部的状态变量也可以受外部事件的触发而发生转变或转移.在定义单元块状态变量的

同时,根据单元块所表征的组件的故障特征设定每一种故障概率密度函数的类型和相应参数,本研究所

有故障均为指数型.

s＝[N,F１,F２,,Fn] (３)

单元块内部的逻辑函数f 是单元块的输入和状态变量对输出结果影响关系的方程,是建立单元块内

输出结果与输入、故障模式间联系的关键,见式 (１).单元块的输出状态由各个输入状态和单元块状态

共同确定,逻辑函数f 的实现采用 AltaRica脚本和逻辑多项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单元块内输入信息和

状态变量对输出结果的具体影响.

不同单元块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单元块间的信息传递而建立.单元块bm＋１ 之前所有单元块的输出均

可能是之后单元块的输入,见式 (４),式中通过逻辑函数g 确定单元块bm＋１ 的输入.通过一系列自动状

态机间的复杂逻辑函数建立了整个模型的输出与各单元块间的逻辑关系.

ibm＋１ ＝g(ob１
,ob２

,,obm
) (４)

图２　系统逻辑建模流程

系统逻辑建模流程主要分为四步,如图２所示.第一步,需要对建模对象进行系统逻辑分析.根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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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分析确定研究对象 (系统),把研究系统的功能和硬件组成进行逐级分解,直至确定所建模型的底层单

元,如单机或部件,进而确定对应底层单元自身的故障模式.第二步,在系统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自上而

下分层级开展单元块的建模和逻辑定义,即由系统顶层单元逐级分解功能模块,然后给所建单元块添加

输入、输出接口,并对接口属性、状态及本层单元块自身状态进行定义.第三步,建立单元块输入、状

态与输出间的逻辑关系.第四步,对所建模型的正确性进行验证和计算输出.
对于建立的模型,采用逐步仿真的方法进行验证,在模型中注入已知故障进行逐步传播来查验是否

与故障的实际传播路径一致,从而对模型进行改进.基于系统逻辑关系建立的是一个唯一的、可视化的、
集成可靠性安全性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模型.

２　实例建模

２１　分系统级模型

建立卫星供配电分系统模型,模型顶层架构包括南、北蓄电池组,南、北太阳电池阵,南、北太阳

帆板驱动机构 (Solararraydriveassembly,SADA),电源控制器 (Powerconditioningunit,PCU)和母

线,如图３所示.分系统以太阳电池阵作为主电源,通过SADA实现能量转换;蓄电池组作为贮能装置;

PCU对供电母线和功率实行调节和控制.分系统选用单母线供电方式,由PCU对太阳电池阵和蓄电池组

的功率进行调节,形成统一母线输出到平台综合业务单元 (Platformintegratedservicesunit,PFISU)、
载荷综合业务单元 (Payloadintegratedservicesunit,PLISU)以及载荷南、北配电单元,保证卫星在光

照期和星蚀期的能量供应.其中,南、北蓄电池组,南、北太阳电池阵以及南、北SADA 的设计架构为

完全相同的对称结构.

图３　供配电分系统模型顶层架构

PCU模型架构如图４所示,其中包含分流调节 (SUN)模块、充放电调节 (Batterychargingand
dischargingregulator,BCDR)模块和遥测/指令 (Telemetry/Telecommand,TM/TC)模块.SUN 模

块对太阳电池阵产生的经SADA传输过来的能量进行分流调节,并继续将其传输给母线;BCDR模块进

行蓄电池的充放电调节,其能量经整合后继续传输给母线;TM/TC模块中包含一个主误差放大器 (Main
erroramplifier,MEA)控制SUN模块和BCDR模块的工作状态,一个电池充电管理器 (Batterycharge
management,BCM)通过BCDR实现对蓄电池组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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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PCU模型架构

供配电分系统模型中,母线共有两个输入,分别为经过调节的蓄电池组和太阳电池阵提供能量.太

阳电池阵供电与蓄电池组供电为独立事件,两种供电模式均为正常时,母线的供电正常为 “nominal”;母

线 “无电压”为失效状态,母线 “电压降级”为不可接受的降级状态,母线 “电压下降”为可接受的降

级状态.

２２　单机级模型

２２１　太阳电池阵
南、北太阳电池阵模型各设有１６个子阵PC,相邻的两个子阵构成１个分阵,第１５和１６子阵分别单

独形成分阵,如图５所示.Judge_ 太阳电池阵是没有实际物理意义和自身状态变量的判定单元块,用于

构建１６个子阵的整体输出情况间的逻辑函数.１６个子阵的输出经Judge_ 太阳电池阵的逻辑函数判定,
整合为一个Judge_ 太阳电池阵全局输出.当所有子阵输出均无功率时,Judge_ 太阳电池阵输出为 “无
功率”,为失效状态;当有四个及以上子阵输出为无功率时,Judge_ 太阳电池阵输出为 “四个以上子阵无

功率”,是不可接受的降级状态;当所有子阵输出为功率下降和正常状态的组合时,Judge_ 太阳电池阵输

出为 “功 率 下 降”,是 可 接 受 的 降 级 状 态;其 余 情 况 下,Judge_ 太 阳 电 池 阵 输 出 均 为 正 常 状 态

“nominal”.

２２２　蓄电池组
蓄电池组模型架构如图６所示,每个蓄电池组由 A、B两个模块组成,每个模块包含１０串３并单体

(P３)电池,同时每个模块配置智能监视集成系统 (Intelligentsurveillanceintegratedsystem,ISIS),

ISIS包含智能变换器 (Smartconvertor,SC)和均衡器 (Spaceequalizers,SE),用于电池组的单体均

衡.每个３并单体配置有旁路 (Bypass)开关,ISIS和Bypass开关配合用于电池组的单体失效管理,当

３并单体中的单体电池失效时,Bypass开关对其进行旁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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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太阳电池阵模型架构

图６　蓄电池组模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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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组中,P３发生故障与否及Bypass动作与否为随机事件,为建立Bypass对３并单体的旁路逻

辑关系,设置Judge_P３单元块.该单元块是一个只有输入和输出,而没有自身状态变量的单元块,没

有实际的物理意义,其逻辑函数用于判定对应Bypass和３并单体综合作用后的输出.同理,Judge_ 蓄电

池组也是没有自身状态变量和实际物理意义的判定单元块,用来建立模块 A和模块B共２０个输出间的逻

辑函数.逻辑函数整合后的Judge_ 蓄电池组共四种输出状态:正常 “nominal”,不可接受的降级 “开
路”和 “两个以上P３短路”,可接受的降级 “能量减少放电深度增加”.

３　计算与分析

３１　分系统级

所建供配电分系统模型可以分别生成以 “母线无电压”“母线电压降级”和 “母线电压下降”为顶事

件的故障树.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 “母线电压降级”为顶事件进行分析,生成的规范化分系统故障

树如图７所示.

图７　 “母线电压降级”为顶事件的故障树

通过以上故障树计算出在１３１４００小时的顶事件 “母线电压降级”发生的概率为６２１×１０－３.按照航

天器风险评价标准,“母线电压降级”的风险评价指数为５,是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消除或降低的风险.
根据生成的故障树计算出顶事件在１３１４００小时的最小割集见表１,由于建模过程中逻辑函数实现的

需求,此处计算出的最小割集中包含状态为 “nominal”的底事件.“母线电压降级”为顶事件的故障树共

有１个２阶最小割集和５个３阶最小割集,其中出现概率最高的４个３阶最小割集中分别包含了底事件

“蓄电池组两个以上P３短路”和 “太阳电池阵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表明这两个底事件较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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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顶事件为 “母线电压降级”的最小割集

阶数 最小割集 概率

２ SUNstates四个以上S３R故障 & MEAstatesnominal ５７６×１０－４

３ MEAstatesnominal&BCMstatesnominal& 北蓄电池组states两个以上P３短路 ５０５×１０－４

３ MEAstatesnominal&BCMstatesnominal& 南蓄电池组states两个以上P３短路 ５０５×１０－４

３ SADA_ Nstatesnominal& 北太阳电池阵states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 & MEAstatesnominal ２３２×１０－３

３ SADA_Sstatesnominal& 南太阳电池阵states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 & MEAstatesnominal ２３２×１０－３

３ MEAstatesnominal&BCMstatesnominal&BCDRstates两个以上BCDR故障 ７６９×１０－７

根据故障树计算出底事件相对概率重要度见表２. “母线电压降级”为顶事件的相对概率重要度最高

的底事件是 “太阳电池阵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其次为 “SUN 四个以上S３R故障”和 “蓄电池组两个

以上P３短路”.结合底事件在最小割集中的出现频率,“太阳电池阵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和 “蓄电池组

两个以上P３短路”对 “供配电分系统电压降级”的影响更为重要.

表２　顶事件为 “母线电压降级”的底事件相对概率重要度

底事件 重要度

北太阳电池阵states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 ５７６×１０－４

南太阳电池阵states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 ０７７

SUNstates四个以上S３R故障 ０７７

北蓄电池组states两个以上P３短路 ０４５

南蓄电池组states两个以上P３短路 ０４２

BCDRstates两个以上BCDR故障 １１０×１０－３

３２　单机级

根据分系统级模型的计算结果,“太阳电池阵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和 “蓄电池组两个以上P３短路”
对 “供配电分系统电压降级”的影响较大.因此,对太阳电池阵和蓄电池组两个重要单机进行故障的定

性和定量计算,以 “太阳电池阵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为顶事件生成故障树如图８所示,根据生成的故障

树计算出１３１４００小时的顶事件故障概率为: “Judge_ 太阳电池阵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１１２×１０－３.
同理,以 “蓄电池组两个以上P３短路”为顶事件计算出１３１４００小时的顶事件故障概率为:“Judge_ 蓄

电池组两个以上P３短路”＝２３７×１０－４.

图８　 “太阳电池阵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为顶事件的故障树

进一步计算得到 “太阳电池阵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为顶事件共有２９１２０个４阶最小割集,“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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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两个以上P３短路”为顶事件共有最小割集５阶８１０个、６阶３８８８个和７阶４２３６个,表３列出了部分

阶数最低的最小割集.

表３　单机级故障树最小割集

顶事件 阶数 最小割集 概率

　Judge_ 太阳

电池 阵 四 个 以

上子阵无功率

４
　PC_ N４states子阵短路 &PC_ N３states子阵短路 &PC_ N２states子阵短

路 &PC_ N１states子阵短路
７１６×１０－１７

４
　PC_ N４states线缆开路 &PC_ N３states子阵短路 &PC_ N２states子阵短

路 &PC_ N１states子阵短路
５１１×１０－１７

　Judge_ 蓄电

池组 两 个 以 上

P３短路

５
　SE_ NA２statesnominal& P３_ NA２states 短路 & SE_ NA１statesnominal
&SC_ NAstatesnominal&P３_ NA１states短路

７２８×１０－１０

５
　Bypass _ NA２states 内 部 短 路 & SE _ NA２statesnominal & SE _

NA１statesnominal&SC_ NAstatesnominal&P３_ NA１states短路
７２８×１０－１０

５
　 Bypass _ NA２states 误 动 作 & SE _ NA２statesnominal & SE _

NA１statesnominal&SC_ NAstatesnominal&P３_ NA１states短路
７２８×１０－１０

计算出两个单机级顶事件对应的底事件相对概率重要度,表４仅列出了编号为１的部件所对应的底事

件,其他对应部件的情况相同.可以发现, “PC子阵短路”是造成 “太阳电池阵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
最重要的底事件,其次为 “PC线缆开路”,两者的重要度也较为接近;对 “蓄电池组两个以上P３短路”
影响最重要的底事件是 “SCfailure”,且其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几个底事件.

表４　单机级故障树底事件相对概率重要度

顶事件 底事件 重要度

Judge_ 太阳电池阵

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

PC_ N１states子阵短路 ０５７

PC_ N１states线缆开路 ０４８

Judge_ 蓄电池组

两个以上P３短路

SC_ NAstatesfailure ０８１

SE_ NA１statesfailure ００１

P３_ NA１states短路 ３５９×１０－３

Bypass_ NA１states内部短路 ３５９×１０－３

Bypass_ NA１states误动作 ３５９×１０－３

P３_ NA１states开路 ３１５×１０－３

３３　结果分析

从分系统级计算结果可知, “太阳电池阵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和 “蓄电池组两个以上P３短路”是

导致供配电分系统 “母线电压降级”的主要事件.进一步对单机级计算可知,“PC子阵短路”和 “PC线

缆开路”对 “太阳电池阵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的影响最为重要,且影响程度接近; “SCfailure”是对

“蓄电池组两个以上P３短路”影响最重要的底事件.因此,要降低供配电分系统 “母线电压降级”的发

生概率,在单机层面上,降低 “太阳电池阵四个以上子阵无功率”和 “蓄电池组两个以上P３短路”的发

生概率最为有效;在部件层面上,主要可以通过降低 “PC子阵短路”“PC线缆开路”和 “SCfailure”三

个底事件的失效率来实现.同理可以分析出对供配电分系统 “母线无电压”和 “母线电压下降”影响最

重要的单机和部件级事件,从而更有效地降低对应故障的发生概率,提升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太阳电池阵和蓄电池组中包含大量的冗余或串、并联部件,由于存在多个部件间的冗余组合,对应

故障树中的节点急剧增加,最小割集数量达上万个.在此情况下,故障树的绘制、最小割集和故障概率

的计算过程会非常复杂.本研究基于模型的方法能够在几秒内对此进行计算,非常方便、快速;而采用

传统的手动方法却很难实现,实际应用中也不具备可行性.更重要的是,卫星产品高可靠的特点使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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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存在大量的冗余或备份结构,对整星级的故障分析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实际计算中只能通过大量

简化来实现.而本研究中的分级模型既可以快速地完成故障相关的计算,同时可以实现由顶层到底层的

完整故障分析.

４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开展了基于 AltaRica逻辑建模的故障分析技术研究,建立了卫星供配电分系统模型、太阳电

池阵和蓄电池组单机模型,重点对故障树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并以卫星供配电分系统的 “母线

电压降级”为案例,给出了系统故障的分析方法.基于 AltaRica逻辑建模的故障分析方法采用统一模型

对故障进行自动分析,保证了所有计算结果数据源的统一性,避免了手动故障分析方法中的重复性工作,
大幅度提高了故障的分析效率和分析能力,同时证明了该方法在卫星系统故障分析中的适用性.

另外,使用本研究所建的模型还可以自动生成可靠性框图、FM (E)CA 表,计算可靠度、可用度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列出计算结果),实现对可靠性和安全性的系统化快速计算分析.该特点使得可

靠性工作人员可以有效地完成对产品设计的快速验证,并及时将可靠性安全性建议反馈到产品设计中,
能够有效强化可靠性安全性分析对产品设计的保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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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s,faultanalysisstilldependsonmanualdrawingandcalculation,whichresultsinlowefficiency

５４７



andpoorcompletenessoffaultanalysisTosolvetheproblems,systemlogicmodelingmethodandfault
analysistechnologybasedonAltaRicawasemployedThesubsystem levelandsinglemachine level
modelsofsatellitepowersupplyanddistributionsubsystem wereestablished,andthenbothqualitative
andquantitativefaulttreeanalysiswerecarriedoutThekeysinglemachine levelandcomponent level
faultsaffectingthetop levelfaultofthesubsystem weredeterminedTheresultsshowthat,compared
withtheexitingmanualfaultanalysismethod,theAltaRicabasedlogicmodelingapproachapplyingfor
satellitesystemfaultanalysishashigherefficiency,greateranalyticalabilityandbetterapplic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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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失效物理的SiP模块可靠性试验设计

王宗仁　王学望　李朝阳　王红勋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卫星事业部

摘　要　针对宇航用中央控制单元SiP模块应用特点,基于失效物理的思想,设计了SiP模块寿命与

可靠性评价方案.基于产品特征以及实际应用环境条件,通过 FMEA 等薄弱环节分析方法,识别了关键

元器件及主要失效模式及机理.针对关键元器件主要失效机理设计了基于 Arrhenius模型的寿命试验方

案,明确了主要使用条件.
关键词　失效物理;可靠性;寿命试验

０　引　言

作为后 “摩尔定律”时代的未来发展方向,三维集成系统级组件 (SiP)已开始应用于航天、航空、

电子等多个领域.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进步,以及其他元件的微小型化的发展,航天器单机产品小型化

发展趋势日益显著.通过混合集成电路工艺方法,在同一个封装内部集成多种工艺、不同功能的元器件

甚至裸芯片,以三维集成系统级组件的方式实现传统航天器单机产品的功能是未来满足航天器小型化、

轻量化的必然趋势[１].

国内外系统级封装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两个方面:一是系统级封装相关技术问题以及降低成本下的

应用研究;二是可靠性研究[２,３].国外通过系统级封装的应用和可靠性分析研究,认为由于系统级封装涉

及较多的材料和复杂的结构,随着集成度的提高和封装体积的减小,热流密度急剧增加,温度上升将使

封装内不同材料间产生严重的热膨胀系数 (CTE)失配,并在封装内部产生较大的热应力,使得系统级

封装内部元器件热管理以及焊点互连退化、疲劳等,而这正是系统级封装可靠性的关键问题所在.

在现阶段还无统一标准对系统级封装组件可靠性考核的情况下,欧空局参考 MIL STD ８８３M、

ECSS Q ST ７０ ０８C、JESD２２以及３DPlus公司的内部规范,单独提出了空间应用模块的可靠性鉴

定方法和技术要求,用于系统级封装组件的评价.目前,国内对航天电子产品提出了１０~１６年的在轨寿

命要求,但没有针对SiP的可靠性考核要求.
目前SiP寿命与可靠性评估主要包括两条思路,一是基于数理统计的寿命与可靠性评估;二是基于失

效物理的寿命与可靠性评估.对于国产的SiP模块,往往成本极高,难以通过大量实验获取可靠性评估数

据,以大量数据为基础进行基于数理统计的可靠性评估方案难以实现.鉴于此,本论文基于失效物理的

思想,根据SiP产品特征以及实际应用环境条件,识别了SiP模块关键元器件及其主要失效模式与机理,
有针对性地对关键元器件主要失效机理设计了可靠性试验方案.

１　可靠性薄弱环节分析

１１　产品基本情况

本论文中涉及的SiP模块属于混合集成电路,采用基于 LTCC (低温共烧陶瓷)基板的平面组装工

艺.芯片采用绝缘胶粘接到基板,采用金丝进行键合,电容采用再流焊焊接,采用平行焊缝焊工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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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密封装.外壳为２２０线PGA 型高温陶瓷外壳,该模块类似于小整机,其包含裸芯片 (SoC、存储器、
接口电路等)、片式电阻电容、互连结构 (键合、粘接、焊点等)等.

１２　产品工作环境及应力剖面分析

产品的可靠性与其工作环境条件密切相关.产品的应力剖面获取须根据产品的典型任务剖面,考虑

多种任务下设备经历的环境应力条件,分析构建产品应用过程中的应力剖面.
该产品制造完成并交付用户后,首先随星经历约２年贮存,然后随星发射,之后在星上一直工作.产

品随星贮存时,处于可控的良好贮存环境;产品在发射过程中会经历较为严酷的应力条件,包括高温、
振动、冲击等,但发射过程较短,这个阶段的可靠性问题主要在于环境适应性问题;产品在星上开始工

作后则面临长期可靠性问题.产品的环境适应性问题主要通过产品的鉴定检验进行试验评价并提供技术

保障.而由于有温控系统,产品在星上工作条件为:无明显温度变化、无明显机械应力.

１３　薄弱环节识别及主要失效模式分析

薄弱环节及主要失效模式分析可以结合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１)历史失效信息分析:历史失效数据及FMEA分析结果;

２)故障激发试验:结合应力剖面分析结果,开展故障激发试验;

３)仿真分析:对仿真模型,施加剖面应力,进行模拟计算,获取薄弱环节及关键结构响应,主要输

出包括:力、热仿真 (产品薄弱环节及关键结构响应).
目前,该型SiP产品在实际应用中未发生失效,无现场使用失效信息.结合器件结构、工艺特点、应

用条件以及相似产品的失效信息,该产品可靠性薄弱环节主要包括键合、粘接、芯片、片式元件焊点等

方面,见表１.

表１　可靠性薄弱环节分析

薄弱环节 失效模式 失效机理 敏感应力

键合 开路

１)腐蚀

２)电流应力下IMC层的加速生长

３)热应力下的孔洞形成

高温、电

粘接 界面分层
１)填充材料中水汽高温汽化产生巨大应力

２)高温导致的粘接胶老化
高温、湿度

硅芯片 功能失效

１)热载流子注入效应 (HotCarrierInjection,HCI)

２)与时间有关的栅介质击穿 (TimeDependentDielectricBreakdown,TDDB)

３)金属化电迁移 (Electromigration,EM)

４)PMOSFET负偏置温度不稳定性

温度、电

片式元件焊点 开路

１)疲劳

２)热失配

３)IMC层的生长降低了焊点的机械强度

４)高电流密度作用下原子与空位的定向迁移

温变、电

通过对SiP故障模式、故障影响、故障严酷度及故障原因的深入分析,确定其中SoC芯片为SiP模块

最关键的元器件,SoC 芯片的可靠性直接决定了 SiP 模块的可靠性.另外,存储芯片 (SRAM 及

FLASH)可靠性对SiP的影响也较大,但其结构功能没有SoC芯片复杂,且SiP模块采用了多个存储芯

片的设计,具有冗余的功能,能较大程度上提供可靠性保障,而接口电路以及片式电阻电容等其他元器

件的故障对SiP模块的影响较小.
基于FMEA分析结果,结合薄弱环节分析以及产品６０℃恒定高温试验 (无明显温度、无明显机械应

力),本产品主要考虑恒定高温环境下的长期可靠性.其中主要失效模式包括芯片高温失效、Au/Al键合

高温退化失效以及粘接胶高温老化.根据FMEA 分析,SoC芯片为模块最关键元器件,因此可靠性试验

主要针对SoC芯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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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可靠性评估方案

２１　试验失效物理模型

高温或温度循环或热冲击的载荷会引起SiP器件中金属互连界面的金属间化合物产生,这种失效机理

将导致器件中键合引线或凸点电阻增大、机械性能变差 (低强度和脆性断裂).Arrhenius方程和激活能

可以很好地描述金属间化合物生长动力学和氧化膜厚度增加.许多失效机制均是热激活的,而每种材料

的机制有对应于其特有的激活能.
(１)Arrhenius模型

Arrhenius模型是一种经验模型,它描述产品退化速率与激活能的指数成反比,与温度倒数的指数成

正比.Arrhenius模型已被广泛用于描述温度对化学反应速率以及产品退化率的影响,它的具体形式为

R＝γ０∗exp[－Ea/(kT)] (１)

式中,R 为反应速率;γ０ 为常数;Ea 为激活能 (物理单位:eV/原子,化学单位:kcal/mol);k为玻耳兹

曼常数,８６２×１０－５eV/K;T 为开尔文温度.
(２)Arrhenius模型的加速因子

T１ 对T２ 的加速因子AF 为

AF＝exp[(Ea/k)(１/T１－１/T２)] (２)

式中,T１ 为较低温度 (K);T２ 为较高温度 (K).值得注意的是,加速因子对于激活能Ea 和温差大小是

非常敏感的.

２２　试验判据

(１)引线键合寿命试验

通过对 Au/Al键合系统失效机理的研究可知,在温度应力下,Au/Al键合系统会产生金铝间化合物

和Kirkendall空洞,从而导致键合强度下降、接触电阻增加,甚至开路.当温度升高时,退化速率大大加

快,以接触电阻增加２０％为失效依据,开展引线键合寿命评价试验.
(２)有机胶粘接寿命试验

SiP模块中采用有机胶进行芯片粘接,有机胶高温下退化会导致芯片与有机胶粘接界面的粘接性能退

化.粘接性能退化一方面会导致封装热阻增大,影响散热,另一方面会减小芯片的粘接强度.通过测量

芯片热阻在长期高温环境中的退化情况,以热阻增加２０％为失效依据,开展有机胶粘接寿命评价试验.

２３　试验方案

(１)试验样品制备

考虑到试验成本、时间及可行性等因素,将引线键合和有机胶粘接两个寿命评价试验合并进行,设

计试验样品应满足两个试验需求,具体需求如下:

１)试验样品芯片设计 PAD 菊花链结构,菊花链长度便于测量键合界面电阻;

２)试验样品芯片设计加热电阻,用于模拟芯片内部发热;

３)试验样品芯片设计测温电路,用于测量芯片温度;

４)选取合适外壳及基板,将试验芯片组装成样品电路,便于进行 “菊花链”阻值及热阻测试.
结合以上需求,设计并流片热测试芯片用于可靠性考核试验中,热测试芯片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在芯片中心区域设计一个梳齿状结构的二极管PN结 (编号１位置,采用多个二极管关联,实现大的

梳齿状结构的二极管PN结),用于加热产生温升.在发热PN 结上部位置,分别设计一个金属测温电阻

(编号２,置于１的正上方)和一个温度监测的温敏PN 结 (编号３).此外,分别在芯片左右两侧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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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热测试芯片示意图

一个温度监测的温敏PN结 (编号４和编号５).每个端口各引出两根互连线至外部引出端.
金属测温电阻:直接平铺在PN结区的上方,通过热传导的方式感知有源区产生的温度场,用于测定

有源区的实际结温.当达到热平衡后,其温度值可从电阻值的变化量来确定.设计四个PAD与金属电阻

相连接,以方便进行四线法测量,以提高电阻值的测量精度.具体的电阻阻值可以根据芯片设计需要自

行决定.
根据需求尽可能多地设计PAD 菊花链结构,在芯片内部两两相连,外部键合,最外侧两个PAD键

合至外壳,以便进行阻值测试.
(２)试验样品数量

不同样品在高温过程失效时间各不相同,失效数据具有统计分布特性,因此为获得高温失效的统计

分布,试验过程中需要一定数量的样品,每组应力下试验样品数量不少于５０只.
(３)试验热应力载荷选择

键合寿命试验选择了三组温度应力作为加速应力,这三组应力分别为:S１＝１５０℃,S２＝１７５℃,S３

＝１９５℃.有机胶粘接寿命试验选择三组温度应力作为加速应力,三组应力分别为:S１＝１２５ ℃,S２＝

１５０℃,S３＝１７５℃.
综合以上需求,需进行四组温度应力下的可靠性评价试验.

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引线在不同存储温度下的加速寿命模型

３１１　１５０℃试验组

１５０℃加速试验一共进行了９组,试验样品均无失效,但接触电阻呈现明显的线性退化情况,如图２
所示.因此采用线性外推的方法,推算伪失效寿命,假定电阻变化２０％即认定为失效,则外推结果见表

２,并做出引线累计失效的威布尔概率分布图,如图３所示,借助图３中拟合的直线,即可确定１５０℃加

速试验下特征失效时间α和威布尔分布斜率β.

图２　１５０℃试验组样品接触电阻的退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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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５０℃试验组样品接触电阻的退化情况

样品编号 失效判据 拟合模型 伪失效寿命/h

４ １ １４２０２ Y＝１１８９＋６２８３３９×１０－５t ３６８×１０４

４ ２ １４２８０ Y＝１１９３３０９＋６２５１７５×１０－５t ３７５×１０４

４ ３ １４２９３ Y＝１１８８２０２＋６３４３２４×１０－５t ３８０×１０４

５ １ １４３１５ Y＝１１９０８０１＋５９２０２２×１０－５t ４０７×１０４

５ ２ １４３５０ Y＝１１９７４９３＋６０５１１３×１０－５t ３９３×１０４

５ ３ １４３５３ Y＝１１８９１９８＋６２７６８１×１０－５t ３９２×１０４

６ １ １４３９６ Y＝１１９６５９１＋６２２７８２×１０－５t ３９０×１０４

６ ２ １４３９０ Y＝１１９６６０６＋６３１０７×１０－５t ３８４×１０４

６ ３ １４４０１ Y＝１１９５１７６＋６６１７９５×１０－５t ３７０×１０４

图３　１５０℃试验组样品威布尔概率分布图

３１２　１７５℃试验组

１７５℃加速试验一共进行９组,４只样品失效,如图４所示.将退化的４只试样失效时间作威布尔概

率分布,如图５所示,借助图５中拟合直线,可确定１７５℃加速试验下特征失效时间α和威布尔分布斜率

β.

图４　１７５℃试验组样品接触电阻的退化情况

　
图５　１７５℃试验组样品威布尔概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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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１９５℃试验组

１９５℃加速试验一共进行了９组,只有４只样品失效,如图６所示.将退化的４只试样失效时间作威

布尔概率分布,如图７所示.借助图７中拟合的直线,即可确定１９５℃加速试验下特征失效时间α和威布

尔分布斜率β.

图６　１９５℃试验组样品接触电阻的退化情况

　
图７　１９５℃试验组样品威布尔概率分布图

３１４　综合计算

利用上述三组不同热存储温度下通过威布尔概率密度分布拟合得到的三组数据 (T１,α１)、(T２,

α２)、(T３,α３), 则变形可以得到三组数据 (１/T１,lnα１)、(１/T２,lnα２)、(１/T３,lnα３). 这三组数据

通过最小二乘法可以拟合出公式 (３)的直线,如图８所示.通过直线的斜率和截距可以得到威布尔

Arrhenius模型的参数B 和Ea,α,见表３.

图８　总的寿命特征图

表３　威布尔 Arrhenius模型的相关参数

参数

模型 Arrhenius

分布 Weibull

B １５７７２２×１０－５

Ea/eV ０７７７４８６

KB/ (eV/K) ８６１７×１０－５

R２ ０４６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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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得到的 Arrhenius寿命预测模型为

α＝１５７７２２×１０－５exp
０７７４８６

KBT
æ

è
ç

ö

ø
÷ (３)

３２　绝缘胶在不同存储温度下的加速寿命试验

绝缘胶加速寿命试验是将带绝缘胶的SiP模块分别放置在１２５℃、１５０℃、１７５℃温度下,一共存储

约４１２８h,并测量不同存储时间后绝缘胶的热阻值.在不同温度下,热阻值随存储时间变化如图９~图

１１所示.
试验表明绝缘胶受温度以及存储时间的影响非常小,无明显退化趋势,故不讨论其失效物理模型.

图９　１２５℃试验组热阻值随时间的变化图

图１０　１５０℃试验组热阻值随时间的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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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１７５℃试验组热阻值随时间的变化图

４　结语

本文针对航天中央控制单元SiP模块,依据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结果,识别了关键器件及其主要故障

模式、故障机理,给出了基于其故障机理的可靠性试验方法.设计了引线键合寿命试验和有机胶粘接寿

命试验,明确了试验样品制备需求,确定了试样温度条件及试样个数,确定了寿命评价试验终止判据.
完成了关键器件的加速寿命试验,基于引线加速寿命试验数据给出了威布尔 Arrhenius模型参数,确定

了故障物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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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testdesignofSiP
modulebasedonfailure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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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ccordingtotheapplicationcharacteristicsoftheSiPmoduleofthecentralcontrolunit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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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space,thelifeandreliabilityevaluationplanoftheSiP modulewasdesignedbasedontheideaof
failurephysicsBasedonproductcharacteristicsandactualapplicationenvironmentalconditions,thekey
componentsandmajorfailuremodesandmechanismsareidentifiedthroughFMEAandotherweaklink
analysismethodsAimingatthemainfailuremechanismofkeycomponents,alifetestschemebasedon
Arrheniusmodelwasdesigned,andthemainoperatingconditionswere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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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在轨服务站应用模式发展现状

周昊澄　杨　宏　李　伟　邢　涛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进入第三步的实施阶段,如何更好地发挥大型载人航天器的在轨支持

能力,是中国人实现利用太空的关键.本文充分调研国际空间站在轨服务站的技术和应用模式,提出空

间自主在轨服务向体系化、规模化、高自主化方向发展,建立以空间主控中心为核心、附带大型船坞式

服务站和自主在轨服务航天器的多位一体空间在轨服务体系的方向.基于大型载人航天器已有的应用规

划开展共轨飞行应用模式的需求分析,从已有项目中寻找需要发展大型载人航天器共轨飞行器支持的应

用项目.对我国大型载人航天器在轨运营阶段的运营模式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　大型载人航天器;在轨服务;太空母港

０　前言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已全面进入三期阶段,未来将建成中国空间站.在空间应用方面,有望取得若干

具有重大价值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成果.对于如何将大型载人航天器运营阶段开展的航天技术试验与

载人航天后续发展方向结合起来,一直是载人航天领域关注的焦点和重点.

大型载人航天器在轨组装建造完成后,需在轨运行１０年以上,运营期间可以作为在轨服务平台增加

在轨工作效率.大型航天器的研制发射费用高昂,如果出现航天器燃料耗尽、应用功能需求增强或平台

设备出现故障的情况,需依靠地面重新发射航天器.若将大型载人航天器作为 “太空母港”对其他航天

器进行在轨支持,可有效提升航天器的在轨寿命,快速提升系统功能结构,从而节约运营期间的成本,

提高空间系统的应用效益.本文对国内外相关在轨应用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应用前景.

１　国外大型在轨服务站

空间自主在轨服务应用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未来的空间自主在轨服

务将向体系化、规模化、高自主化方向发展,建立以空间主控中心为核心、附带大型船坞式服务站和自

主在轨服务航天器的多位一体空间在轨服务体系.国外已开始评估大规模无人在轨服务基础设施的技术

可行性[１].

１１　 “低轨后勤服务基地”规划

近年来,美国对于空间在轨服务体系的研究愈发重视,图１为美国对２０２５年以前低轨后勤服务基地

的建设规划.该计划主要包括八个关键部分:重复使用运载器、大推力运载器、空间服务机器人、太空

穿梭机、空间机库、行星际后勤运载器、船坞和指挥控制中心[２].

受该建设计划启发,根据目前航天器技术的发展现状、技术水平与分类,并按照在服务体系中的功

能,服务体系可分为操作系统、运输系统、存储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四部分,其基本结构如图２所示.从

总体上讲,按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可将空间在轨服务体系分为服务体和服务对象两个部分:１)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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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美国低轨后勤服务基地

是指在轨服务的提供者,主要包括直接或间接参与服务行为的航天器,如空间机器人、空间运载器等;

２)服务对象是指作为客户系统接受在轨服务的航天器体系,如空间站、卫星和大型空间结构等.

图２　空间在轨服务体系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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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主要是指直接与服务对象进行交互、执行服务操作任务的航天器.该类型航天器应具备较

强的中近距离空间运动能力,以完成多种、复杂的直接服务任务,如检查检测、部件维修与更换、在轨

组装与加注等.主要应具备的运动能力包括:轨道机动、绕飞、伴飞、各种形式的接近和自主交会以及

其他操作运动.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操作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航天器[６７].
(１)自主服务航天器

自主服务航天器的主要特点是具有一定程度或更高的智能化水平,体积相对较小,行动灵活敏捷.
这种航天器主要分为自由飞行和附着两种形式.自由飞行自主服务航天器可在轨道间、服务对象周围的

一定空间区域内,对己方服务对象实施如检测、维护、加注、升级、营救、拖曳、组装,对敌方服务对

象实施攻击、监视,一般装有先进的机械臂系统和运动系统.附着型自主服务航天器可装于大型空间机

械臂上用于辅助服务操作,也可在航天器舱内执行服务管理舱内货物的任务,还可在航天器外部表面或

桁架结构间执行安装、维修的服务任务.
(２)载人航天器

在轨服务技术中,载人航天器的发展历史时间最长,目前主要的航天器是航天飞机和载人飞船.空

间在轨服务体系中,人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对于很多复杂的空间任务,目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的

机器人都无法代替人的作用,因此有人参与的直接在轨服务行为依然会长期地存在于空间在轨服务体系

中.在今后的发展中,新的载人服务航天器将替代现有的航天飞机和载人飞船.
(３)空间服务平台

空间服务平台是指为航天器提供在轨组装和维修等服务的大型空间平台,如前述图１所示的后勤服务

基地.它既能作为多种航天器的停靠平台、维修工厂或补给基地固定在某一空间位置,也可以成为自主

或载人服务航天器的母舰在轨道间实现机动,为空间中其他大型空间系统提供在轨服务.
存储系统是指在轨提供存储物资的平台,主要存放各种空间中的所需物资,包括燃料、零部件和各

种类型的备用航天器等.它既可作为物资存放基地单独存在于空间中,也可与空间服务平台一起构成大

型的服务基地[３５].

１２　 “太空港”低轨至高轨基础设施系统方案

“太空港”概念是天基或在轨机器人或自动化服务基础设施的核心部件.这被视作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

研制一次性使用运载火箭 (ELV)和卫星,七八十年代研制航天飞机和部分重复使用运载器 (PRLV),
八九十年代和２１世纪研制 “国际空间站”(ISS)的合理而适当的后续方案.大量低轨至高轨航天器/卫星

通过机器人方式服务和防护的经验,被假定为开发和保护NASA所设想运行在GEO以远的大型科研探索

设施及人机探索系统的 “铺路石”.
图４展示了一个低轨至高轨在轨服务基础设施方案.其中,“太空港”作为专用自动化服务和防护航

天器 (SASPS)的 “基地”设施,容纳多种航天器,每种都专门建造以提供具体服务,如再补给燃料、
升级、维修、检查、重定位、拆除、威胁拦截、威胁压制等 [图５ (a)]. “太空港”被设想为八边形,
其中四个边上对称地设有对接站.基线概念性系统包括:

１)两个 “太空港”,各配有１６个专用服务航天器 (图３).

２)一套卫星指挥、通信和控制 (C３)系统.

３)一个燃料站 [补给站,图５ (b)].

４)一个零件站 [图５ (c)].

５)一个燃料/零件补货运输机.
低轨至高轨大规模无人在轨服务基础设施方案基于 “国际空间站”形成概念,由其P３/P４桁架段建

造,较短的平行边各包括３段桁架,较长的平行边各包括６段,其余四条成４５°角的边各包括４段.这样,
整个基础设施总长１６０m,宽１１９m.低轨至高轨基础设施计划在一条圆形 “太空港组装轨道”上建造,
与当前 “国际空间站”轨道共面但保持安全而接近的距离.低轨至高轨在轨服务操作设想在最优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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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位置进行,将在考虑辐射和碎片环境等因素之后确定.

图３　 “太空港”设想图

图４　低轨至高轨无人服务站体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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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无人服务站体系组成部分

１３　大型在轨服务站关键能力

大型在轨服务站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包括但不限于遥控机器人、在轨组装/拆装、轨道间和轨道内转移

与入轨、自主交会对接、低推力电推进/化学推进、发电和储能、耐低温/辐射电子元件、高数据率通信、
宽带卫星通信、低温储藏、燃料在空间中的转移和存储等.需要从在轨机动、智能自主等不同的侧面尝

试提升现有能力,满足机动逼近、协同运行、自主任务规划等应用需求.

２　国外在轨服务概况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在轨服务已在很多实际的空间应用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与进步的今天和未来,空间应用必将显现出更大的优势与效益.回顾空间应用的发展历程,按服务体类

型可分为有人在轨服务和自主在轨服务两部分,其研究历程基本可分为３个发展阶段.
(１)概念形成与研究阶段

２０世纪６０至７０年代,美国和苏联等航天大国随着各自航天技术起步与发展,均意识到 “空间在轨

服务”技术的必要性,并先后开始了对该技术的概念研究,主要包括基本方案、效益评估和一些关键技

术等内容.此时的关键技术主要围绕着有人在轨服务展开,如航天员舱外活动、人控交会对接以及对接

机构等技术[８].
(２)有人在轨服务技术研究与探索阶段

２０世纪７０至９０年代,美国和苏联等航天大国开始对空间应用开展全面的研究与探索,并利用一些

实际项目验证所涉及的相关技术,进行了初步的应用,如利用航天员释放太阳能帆板,修复哈勃太空望

远镜等.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依然偏重于有人在轨服务.
(３)有人在轨服务技术应用与自主在轨服务技术研究验证阶段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空间应用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世界各国都利用该技术进行了广泛的实践,
以美国、俄罗斯为代表的有人在轨服务技术已趋于成熟,多次成功的任务均收到了不菲的效益.美国与

俄罗斯等国主要利用航天飞机或飞船将航天员送入太空,再通过航天员出舱完成如组装、回收、修理、
释放等服务任务.但由于有人参与的一些局限性,如成本高、风险大等缺点,使它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

限制,因此基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空间在轨服务应运而生.很多航天大国纷纷开始了对这一

技术的研究与验证,并逐步走向应用阶段,如美国、德国、加拿大等.

２１　有人参与的在轨服务研究发展概况

有人参与或主导的空间应用的研究与实践已有数十年的历史.１９６５年,美国成功完成 “双子星座”
的交会对接任务,从而掌握了在轨接近与捕获技术.１９７３年,航天员在舱外活动 (EVA)中成功维修了

“天空实验室”上未能正常展开的太阳电池翼,由此开创了航天员在舱外进行在轨服务作业的历史,并充

分证明了有人在轨服务的应用价值.美国投入大量经费重点发展航天飞机计划,用于支持空间在轨服务,
先后完成了多项在轨组装、维护、补给等服务任务.随着 “国际空间站”(ISS)开始建造,有人在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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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达到顶峰,也使美国在有人在轨服务技术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９].

２２　自主在轨服务研究发展概况

由于有人在轨服务技术存在着种种弊端,为完善空间在轨服务体系,自主在轨服务技术应运而生.

相比于有人在轨服务,自主在轨服务具有以下优点:

１)自主完成服务任务,避免了人的参与,从而降低了人进入空间的成本,也避免了航天员空间操作

的危险;

２)航天器自主完成测轨、测控等许多工作,可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

３)在轨服务航天器自主运行减少了天地间的交互,使航天器不易受到干扰和攻击,从而增强了其在

轨运行的隐蔽性,提高了在复杂空间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以及战时对目标攻击的突然性;

４)自主在轨服务能够快速处理突发事件,及时排除目标故障,从而提高了航天器在轨服务的效率.
近年来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技术飞速发展,为自主在轨服务提供了良好的研究与应用基础.

NASA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都很重视自主在轨服务能力开发.NASA戈达德航天中心

的卫星服务能力办公室 (SSCO)多年来致力于开发对在轨航天器进行燃料加注的技术.欧洲国家中,德

国对在轨服务技术的研究由来已久.加拿大研制并建造的几代空间机械臂系统以及与美国合作开展的机

器人燃料加注计划都是瞄准空间机器人在轨服务的应用领域[１０１１].

２３　 “国际空间站”开展的任务

“国际空间站”(ISS)是长期在轨的大型空间基础设施,使其成为验证有人和无人在轨服务系统的天

然平台 (虽然平台本身是人造的).“国际空间站”在轨组装本身就是最大规模的有人在轨服务的典型例

证,此后的建造和全面应用阶段,航天员完成了各种在轨维护和服务任务,包括太阳电池翼在展开期间

发生故障的维修、开裂的太阳电池翼的维修、旋转关节的润滑和拆除、维修发生故障的制冷系统部件等.
除此以外,已利用 “国际空间站”上的机器人系统进行过多次在轨服务作业试验,验证了包括自主交会

及停靠/捕获/对接 (AR&B/C/D)、机器人系统、空间中燃料补给 (推进剂转移)及航天器系统组装和维

修在内的关键技术.

３　应用模式需求分析

基于大型载人航天器已有的应用规划开展共轨飞行应用模式的需求分析,从已有项目中寻找需要发

展大型载人航天器共轨飞行器支持的应用项目.
(１)空间资源整合

大型载人航天器与在轨卫星建立星间链路,发挥已有卫星的性能优势,将已有的卫星整合成天基态

势感知系统.利用不同轨道上部署空间目标监视卫星、多颗卫星进行组网的方式建成天基态势感知系统,
可以有效弥补地基空间目标监视系统存在盲区、地基观测设备受天气和大气环境影响较大、容易产生观

测误差的缺点,实现更好的探测效果.
(２)轨道间运输

利用大型载人航天器及伴飞飞行器开展卫星服务,可以充分利用大型载人航天器的后勤补给能力,

及时通过伴飞飞行器完成对不同轨道高度卫星的服务,替代在轨航天器的部件,可使航天器性能得到显

著的提高.通过燃料补给延长高价值的观测、导航和通信卫星的工作寿命;对故障卫星进行营救和维修;
将废弃卫星推入无价值轨道;对卫星的设备进行维护和升级提高性能,都将会大大地提高卫星的经济

效益.
(３)空间设施组装

基于大型载人航天器的大型空间设施在轨组装,可以充分发挥大型载人航天器中航天员对复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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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务的综合判断能力,配合大型载人航天器配置的机械臂系统,提高空间设施在轨组装任务的成功率.
同时,在轨组装之后的空间设置可先采用与大型载人航天器共轨飞行的模式,对其性能进行在轨验证,
如出现故障,可由大型载人航天器中的航天员实施在轨处置或更换,之后再运行至目标轨道执行特定任

务,确保设施可用.
(４)深空探测

一方面,可以根据载人深空探测的任务需求,开展基于近地大型载人航天器组装的载人深空探测任

务规划,在近地轨道完成航天器组装之后更好地完成深空探测任务;另一方面,可在近地大型载人航天

器中开展载人深空探测的技术验证,为载人深空探测任务的实施奠定基础.

４　总结

我国大型载人航天器的任务目标是突破和掌握航天员长期在轨技术、大型复杂结构空间组合体的组

装和运营技术,支持大规模空间应用.本文充分调研国际大型载人航天器的在轨应用模式,同时面向技

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载人宇宙探索等重大战略需求,充分发挥大型载人航天器的独特优势,开展创

新性的空间应用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技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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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ChinasmannedspaceprojecthasenteredthethirdstageofimplementationHowto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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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playtotheonorbitsupportcapabilityoflarge mannedspacecraftisthekeytoChinesepeoples
utilizationofspaceThispaperfullyinvestigatesthetechnologyandapplicationmodeofinternationalspace
station(ISS)inorbitservicestation,andproposesthedevelopmentdirectionofspaceautonomousinorbit
servicestationtobesystematic,large scaleandhighlyautonomous,andtoestablishamultiintegrated
spaceonorbitservicesystem withspacemastercontrolcenterasthecore,withlargedocktypeservice
stationandautonomousinorbitservicespacecraftBasedontheexistingapplicationplanningoflarge
scalemannedspacecraft,thedemandanalysisofcommonorbitflightapplicationmodeiscarriedout,and
theapplicationprojectsthatneedtobesupportedbycommonorbitvehicleoflargemannedspacecraftare
foundfromexistingprojectsTheoperationmodeofChinaslargemannedspacecraftinorbitoperation
stageis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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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基于 MBSE的航天器可靠性分析现状

种婧宜１　周昊澄２　邢　涛２

１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通信与导航卫星总体部;

２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摘　要　针对国外在集成可靠性分析和系统设计过程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在航天器研制领域的应用现

状进行了调研与分析.具体总结了国外为了解决现阶段可靠性分析与系统设计过程融合度差的问题所提

出的方法流程和关键技术,并对其在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航天任务的试点应用情况进行了分析与评

估,验证了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MBSE)对于航天器可靠性分析与任务保证过程的辅助是可行且有效

的.调研分析结果表明,国外在该领域经历了理论研究、方法探索、应用推广以及形成行业标准的过程,

对我国未来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MBSE);系统建模语言 (SysML);可靠性分析;航天器

０　引　言

随着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航天器系统复杂度越来越高,并具有多功能化和高度集成化的特点.航

天器系统属于典型的大型复杂工程系统,其子系统众多,涉及不同的学科领域且耦合关系复杂.由于航

天器系统的复杂性高,运行环境极其恶劣、在轨维修技术尚不成熟以及成本高昂等特点,航天器需要具

备较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１].航天器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的正确性,因此为了保证航天器的

高可靠性,应当从航天器的方案设计阶段开始就开展可靠性分析工作.
目前,在航天器可靠性分析领域,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常规的航天器可靠性分析手段,

如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 (FMEA)、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 (FMECA)、故障树分析 (FTA)等方法

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航天器系统复杂度的显著增大,上述可靠性分析方法的应用越来越困难,

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现阶段航天器可靠性分析遵循传统系统工程以文档为中心的模式,输出内容承载于大量的文档

中,缺少统一规范表达的数字化模型.因此在沟通协同的过程中,自然语言的信息表达极易产生歧义.

同时大量文档需手动维护,难以管理,也难以保证信息来源的统一.

２)常规的可靠性分析手段大多具有高度主观的特点,依赖于工程师的个人经验,随着系统复杂度的

提升,难以保证分析结果的正确性、一致性.

３)现阶段航天器研制流程中,可靠性分析过程和系统设计过程相对独立,可靠性分析的开展具有明

显的滞后性,且各自模型不统一,因此可靠性分析结果难以对设计过程提供实时、有效的指导.

４)航天器系统设计是不断迭代更新的过程,需要多次进行可靠性分析,现阶段的手动方式难以实现

多次、高效、实时的可靠性分析,设计更改成本较高,也难以对设计人员的决策和权衡提供实时、有效

的帮助.

５)缺少可靠性分析相关的模型存储库,难以实现不同项目之间以及和未来继承性项目之间的模型与

数据共享,重用性差.

随着当前工业技术的发展,为了适应设计问题中显著增长的系统规模和复杂性,MBSE应运而生.

MBSE使用统一的形式化建模语言 (如SysML),保证了对系统描述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在此基础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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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相关的建模环境和数据交换标准,MBSE让不同学科领域的设计人员围绕统一的系统模型进行设计与

分析,每个人都从统一的系统模型数据库中进行信息的存取,共同优化和维护模型,保证了数据来源的

统一性和不同模型元素之间的可追溯性,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出错的可能,同时提高了不同领域工作人员

的沟通协同效率.目前,MBSE已经在国外航空、航天、武器装备、铁路交通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与实践.与此同时,可靠性分析工作作为与系统研制并行且高度耦合的环节,必然也会走向与 MBSE结

合发展的方向,从传统的可靠性分析发展为基于模型的可靠性分析.
国外多家研究机构已经针对 MBSE辅助的可靠性分析方法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在航天领域进

行了具体实践.近年来对象管理组织 (OMG)还组织行业专家对基于SysML的可靠性分析规范和标准开

展了研究.我国对 MBSE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理论研究积累和工程实践经验.本文将重点对国

外基于 MBSE的可靠性分析方法研究及其在航天器研制领域的应用现状进行调研与分析,为我国未来的

进一步研究和工程应用提供参考.

１　基于 MBSE的可靠性分析方法研究

根据文献资料,国外对于集成可靠性分析与系统设计方法的研究已经进行了近十年,美国、法国、

英国、意大利、巴西等国家的高校和研究所均开展了相关研究.
基于 MBSE的可靠性分析的最初目的是解决可靠性分析与系统设计融合度差的问题.最早人们使用

UML进行系统建模,并尝试用它来表示或推导可靠性相关模型.法国PRISME实验室的PierreDavid等

人在文献 [２ ３]中总结了前人基于 UML的可靠性分析研究,指出可靠性分析的集成增加了模型的复杂

性,构建模型需要已知系统功能失效行为,并且量化每个组件的故障,也就是说模型是为了可靠性分析

而建立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用于系统设计的模型.由于 UML在复杂系统建模方面的局限性,该实验室进

一步提出了对由SysML表达的复杂工程系统进行可靠性分析的 MeDISIS方法[４],其流程如图１所示.该

方法首先由SysML系统模型自动生成FMEA来识别系统潜在的故障模式,然后基于SysML系统模型和

生成的FMEA,运用形式化语言 Altarica来构建用于可靠性评估的计算模型,最后使用商业软件工具来

进行可靠性的计算与评估.该方法构建了较为完整的 MBSE与可靠性分析的集成框架,并且创建了基于

SysML的故障行为模型库DBD,以实现可靠性信息的自动管理和组织,同时实现模型与数据的共享和重

用.该研究还重点分析了SysML模型和 Altarica模型、AADL模型以及Simulink模型之间的模型转换

技术.

使用相类似的方法,美国 MyronHecht等人[５]和 AndrewKennedy等人[６]也分别提出了从SysML模

型的BDD图、IBD图、状态机图、活动图自动生成FMEA的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均采用了遍历驱动

程序来自动遍历模型中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关联来自动生成FMEA.
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巴黎理工大学的 Mhenni等人提出了基于SysML的集成安全分析与 MBSE的

方法SafeSysE[７].该方法从SysML系统模型中捕获安全性需求,进而派生出功能以及功能分解,并通过

功能分析识别出潜在的故障模式,由此生成FMEA.然后根据不同组件之间的交互分析,通过故障传播

的推理生成故障树.
在故障树自动生成方面,法国卡诺研究所的 NataliyaYakymets等人提出了由 MBSE自动生成故障树

的SMF FTA框架[８],包括元模型、模型转换、验证以及工具等,其架构如图２所示.该框架中,在

Papyrus平台基于SysML模型识别出系统可能的故障行为,自动提取故障模式,然后将SysML模型转换

为 Altarica语言,并由 ARC工具为所考虑的模型生成最小割集,实现自动创建故障树并进行定量分析.
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学DEIS研究室的 AlfredoGarro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SysML模型的集成系统总

体研制、可靠性分析以及Simulink仿真的方法RAMSAS[９],其具体流程如图３所示.该方法包含四个阶

段:可靠性需求分析、基于SysML的系统建模、基于Simulink的系统仿真以及结果评估.首先在可靠性

需求分析阶段,结合系统模型、功能分析和FMEA 识别出来的故障模式,定义系统的可靠性分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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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MeDISIS具体流程

图２　SMF FTA架构

然后基于SysML对系统架构和行为进行建模,表达系统故障的原因和传播.接下来将SysML模型转换

为Simulink模型以实现系统的仿真.最后针对前期定义的可靠性分析目标进行评估,并根据结果来指导

系统设计的改进或者权衡与决策.
在同样集成仿真环节的研究中,还包括 AlessioCostantini等人提出的SySTEMA (System &Safety

ToolforExecutingModel basedAnalyses)方法[１０].该方法在系统设计阶段实现了自动化可靠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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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RAMSAS具体流程

包括FMEA和FTA,能快速获取反馈并指导系统设计,其流程如图４所示.SySTEMA包括系统架构建

模、系统行为建模、系统仿真和生成可靠性分析结果四部分.与其他方法不同的是,SySTEMA没有采用

模型转换技术集成Simulink仿真,而是利用了SysML中的用例图来实现系统运行方案的模拟,并基于行

为模拟自动生成FMEA和FTA.

图４　SySTEMA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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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新的研究中,ArthurHenriquedeAndradeMelani等人提出了一种不同的FTA自动生成分析方

法[１１],其中故障树是由SysML模型映射而来,同时可以为系统的每种运行方式生成不同的故障树.在建

模过程中,该方法用块定义图表达系统的架构组成,由状态机图表达系统的运行方式,然后建立活动图

并利用SysML关联关系定义组件和动作的分配关系.最后在SysML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定义特定的映

射方法将SysML图映射到故障树,并识别出每一个故障树的底事件和逻辑门.
从上述提出的方法来看,基于 MBSE的可靠性分析方法在整体思路上基本遵循首先进行系统分析与

建模,然后结合模型信息的捕获和仿真自动生成可靠性分析结果,最后根据结果反馈给系统设计进行优

化与改进.在系统分析与建模中,包括初步的系统需求分析、功能分析等,然后基于SysML的块定义

图、内部块图以及状态机图对系统的需求、功能、组件和行为等关键信息进行统一的形式化表达.然后

基于SysML模型,进行可靠性分析的自动生成,主要包括FMEA和FTA.其中FMEA的自动生成需要

根据系统建模中由块定义图表达的系统需求和功能捕获系统的潜在故障模式和影响;FTA 的自动生成则

需要捕获故障在不同系统层级之间的传递方式,进而通过故障推理来完成.在研究中还包括了系统模型

的行为仿真,以支持FMEA、FTA 的自动生成.行为仿真可以通过SysML与Simulink的集成来实现,
也可以从SysML的用例中进行模拟.最后可靠性分析结果将有助于系统设计人员的决策和权衡,实现对

系统的进一步优化.

２　航天器研制领域的应用

第１节主要对基于 MBSE的可靠性分析方法进行了调研与分析,主要关注方法框架的提出和关键技

术的解决,其中包含的简单案例也仅仅是用于验证所提方法的可行性,缺少实际工程应用的支撑.MBSE
在航天领域的具体应用与实践以美国 NASA试点项目为主.在 NASA的航天项目中,MBSE作为传统以

文档为中心的系统工程的替代方法正在稳步的普及[１２].基于 MBSE的航天器可靠性维护工作作为 MBSE
的重要拓展应用目前已经得到了 NASA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本节将重点调研 NASA基于 MBSE的航天

器可靠性分析的项目应用现状.
根据文献 [１３],NASA在故障管理、任务保证方面的研究历史由来已久,早期 NASA的故障管理缺

少完备的系统架构,仅作为一种辅助功能在项目生命周期的后期进行,并且系统的功能、行为要求等不

能直接追溯到设计过程,复杂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也难以验证.随着其航天任务越来越复杂,其故障管理

向更高的技术水平和实践水平发展,以适应未来的复杂任务.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提出要强化相

关概念的形式化表达,利用 MBSE将故障管理集成到主线的系统工程活动中进行管理,并提出了基于模

型的故障推理、形式化验证以及实现SysML自动生成FMEA、FTA 等研究规划.后续的项目试点研究

主要包括:人居示范单元 (HabitatDemonstrationUnit,HDU)项目、SoilMoistureActive Passive
(SMAP)航天器、先进水回收系统 (CascadeDistillerSystem,CDS)、EUROPA推进器、瓦洛普斯飞行

装置 (WFF)、探空火箭姿态控制系统 (ACS)和国际空间站 (ISS)蒸发器等.
人居示范单元 HDU项目于２０１０年启动,目的是验证月面系统人类居住的有效性.在 HDU 项目拟

解决方案中,需建立 HDU以及深空人居 (DeepSpaceHabitat,DSH)的SysML模型,包括子系统、系

统接口、功能以及故障模式、故障原因和故障影响等元素.２０１１年美国 NASA的约翰逊航天中心 (JSC)

提出了基于SysML的故障模式建模方法[１４],并以 HDU 项目为背景开展了相关研究.在上述SysML模

型的基础上,还组建了可重用的组件模型库,并且创建了插件以实现SysML模型向其他模型的转换.同

时JSC还给出了 SysML 的故障管理元模型 (图５),并在未来研究规划中指出需开发基于 SysML 的

FMEA自动生成技术,如图６所示.该项目试点以故障模式的形式化建模为主,作为后续基于 MBSE可

靠性分析的前提基础.

２０１２年JPL以SoilMoistureActive Passive(SMAP)任务为研究对象,使用SysML对故障行为进

行了建模[１５].该研究开发了捕获SysML中故障行为的通用方法,并展示了这些方法如何进行系统推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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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故障管理元模型

图６　FMEA的自动生成

检查完整性和有效性.在 SysML 原有视图的基础上,该研究还创建了状态效果图 (State Effects
Diagram,SED)来描述状态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用来确定FMEA 中故障模式的可能原因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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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FMEA的自动生成.

２０１６年JPL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太空任务提出了基于模型的任务保证 (MBMA)的概

念[１６],指出 MBSE对于太空任务的帮助不只局限于可靠性分析中FMEA、FTA 的自动生成,还应该包

括:系统的一致性、完整性表达、基于行为建模的推理以及评审文件的自动生成等方面.由此,MBMA
概念的提出进一步确定了 NASA关于集成 MBSE与航天器任务保证的研究方向,并为未来 NASA在基于

模型的安全性与任务保证计划中的进一步项目试点奠定了基础.
同年,美国 Tietronix软件公司和 NASA 提出了 MBFME 框架 (Model BasedFaultManagement

Engineering)[１７],运用 MBSE 的思想,开发相关技术和工具集,将航天器任务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ReliabilityandMaintainability,R&M)内容集成于设计阶段早期.该研究应用于 NASAJSC研制的先

进水回收系统 (CascadeDistillerSystem,CDS),该系统属于环境保障与生命支持系统,用于实现长时间

的人类LEO以外的星际探索.该研究中,开发了用于将故障管理活动集成到系统工程中的SysML元模

型,包括需求、功能、组件、行为、影响、运行状态等这些元素的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７所

示.在元模型的基础上,还开发了指导工程师建模的方法论,实现系统结构和行为等方面的建模.同时,
还在 Magicdraw中开发了一套故障管理数据转换工具,用于提取模型信息生成可靠性分析结果.例如通

过对行为建模状态机模型之间的交互来遍历故障路径,以自动生成FTA (图８);通过遍历模型之间的交

互来捕获故障影响,以及从结构模型中捕获信息以生成FMECA (图９).该框架提供了完整的集成框架

与实施方案,同时,该方法仅通过执行直接相关联的组件状态机就可以一次性捕获左右的故障组合,但

是需要进一步考虑复杂模型状态机数量显著增长所带来的问题.

图７　MBFME元模型

２０２０年,作为 NASA基于模型的安全与任务保证计划 (Model BasedSafetyandMissionAssurance
Initiative,MBSMAI)的一部分,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已经完成了相关的建模和测试工作.该项研究中,
已经开发的任务子系统模型包括:EUROPA 推进器,瓦洛普斯飞行装置 (WFF)、探空火箭姿态控制系

统 (ACS)和国际空间站 (ISS)蒸发器.使用的工具是 MADe (MaintenanceAwareDesignenvironment
fromPHM Technology Siemens)和 NoMagic基于SysML的建模工具 Magicdraw[１８].该研究在建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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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自动生成FTA工具

图９　自动生成FMECA工具

基础上,对模型和支持可靠性分析的能力在准确性、一致性和效率方面进行了评估,以便更好地定义

MBSE/MBSMA建模过程.在该研究中,对于每个研究对象在 MADe和 Magicdraw 中分别进行建模.

MADe建模中,建立了系统的功能框图,同时对于每一个组件都建立了包含潜在故障模式、影响、原因、
检测和补偿措施的故障图,另外在每个系统层级定义了功能和流来表达故障在系统层级之间的传播.在

SysML/Magicdraw中建模时,用块定义图来表达系统的组成、层级关系和组件的连接方式,以便于进行

可靠性分析,并使用多个状态机图来定义系统,并以与传统FMECA 生成类似的方式将功能、原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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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信号分配到每个状态机图中,为故障原因分配了失效概率,为每个潜在影响分配了严酷程度,可以

实现定量的计算与可靠性分析.在最后的可靠性分析兼容性评价中,结果表明 MADe和 SysML/

Magicdraw均可以从基于模型的信息中生成准确的FMECA 报告,故障树以及相关可靠性分析结果,并

且与传统的分析结果非常吻合,基于SysML/Magicdraw的分析可以生成具有概率的功能或故障因果关系

故障树和功能FMECA.目前的局限是二者均无法进行寿命相关的可靠性分析,例如有限寿命分析报告

(LLA).

同年,NASA计划和项目保证部提出使用 MBSE跟踪和传达总风险的方法[１９].该方法针对先前提出

的基于模型的任务保证 (MBMA)的概念,目的是利用 MBSE模型具有的关联模型元素的能力,为跟踪

和沟通总体风险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在所提出的方法中,风险作为不同的元素被添加到系统模型中,并

且与模型其他元素相关联,具有 “风险到”的关系,在生成的报告中进行体现,由此提高对系统风险态

势的整体把握,使得当做出与风险有关的决策或权衡时,可以提供更有效的指导.
从上述航天器研制领域的应用情况来看,美国 NASA 已经完成了部分建模工作与自动化可靠性分析

方法的测试与验证.结果验证了由 MBSE辅助的航天器可靠性分析方法在具体工程实践中的可行性.

３　我国未来研究发展方向

为了应对复杂航天任务的可靠性分析问题,国外已经开展了大量基于 MBSE的可靠性分析方法研究

和初步的工程实践.随着 MBSE概念的深入,人们将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分析与 MBSE指导的系统设

计过程有机融合,通过自动化生成FMEA、FTA的方式提高其利用率和有效性,同时将基于模型的可靠

性、安全性分析工作提前到系统设计早期.初步的工程实践证明在适当的建模方法指导和环境支持下,

MBSE对于航天任务的安全和任务保证以及可靠性分析的辅助是有效且可行的.国外重点围绕基于

SysML的建模过程,可靠性信息捕获,SysML模型与其他语言或平台的模型转换技术以及FMEA、FTA
的自动化生成等展开了研究.同时,以美国 NASA 为主结合自身有关航天任务保证、故障管理的相关规

范和流程,在部分项目中进行了工程应用,已初步完成模型的构建与可靠性分析的自动生成,验证了上

述关键技术的具体实施.经过了前几年的方法研究和应用试点,OMG一直致力于协调这些不同的方法,
以便 对 工 业 设 计 过 程 提 供 更 有 效 的 辅 助.２０１７ 年,OMG 发 布 了 征 集 建 议 书 (Requestfor
Proposals)[２０２１],旨在为SysML提供安全性信息和可靠性信息的建模功能,实现包括FTA分析和FMEA
分析等可靠性分析工作,并使用结构化参数组织模型.该研究将持续几年时间来完成标准的形成与完善,
并解决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我国近几年对 MBSE的研究还以系统建模为主,总体来看,研究的深度和应用的范围还十分有限.
在航天领域,几乎没有开展基于 MBSE的航天器可靠性分析相关研究.结合国外的研究与实践,我国需

要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方面:

１)完善航天器基于 MBSE的正向设计流程和SysML建模方法,为基于 MBSE的可靠性分析提供基

础和输入,实现对系统需求、功能、行为进行统一的规范化表达.

２)开展SysML模型与可靠性分析专用建模语言和其他平台的数据转换技术和模型接口研究.从

SysML模型中可以捕获可靠性分析相关的关键信息,但是专业的可靠性分析包括定量的计算等工作,还

需要打通SysML与其他建模语言和平台的接口.

３)FMEA、FTA的自动化生成技术研究.FMEA、FTA 的自动化生成,大大提高了可靠性分析工

作的效率和准确性,是基于 MBSE的可靠性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研究需要结合１)中的建模规

范,因为自动化生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是否能规范地表达FMEA、FTA所需的信息并且能够实现自

动捕获.

４)可靠性分析相关模型库的构建.航天领域的系统研制过程继承性较强,模型库的构建可以很大程

度上提高模型重用的效率,同时可以利用故障模型库辅助可靠性信息的自动管理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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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经过以上调研可以得出,近年来国外对于集成可靠性分析与系统研制过程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美国

NASA已经在其航天任务中完成了初步的建模与测试评估,未来将进一步推广到更复杂的项目研制过程

以及实现更广泛的可靠性分析工作.从近期 OMG提出的整合行业标准来看,国际上也正致力于形成相关

的行业规范和标准,以提供更有效的支持.随着我国 MBSE研究的深入,应该充分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
结合自身的航天器系统研制过程和可靠性分析工作流程,形成基于 MBSE的航天器可靠性分析框架并开

展相关的建模与分析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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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paperinvestigatesandanalyzesthetheoreticalresearchonintegratedreliability
analysisandsystem designprocessabroad,aswellastheapplicationstatusinthefieldofspacecraft
developmentThemethodsandkeytechnologiesproposedbyforeigncountriestosolvethepoorintegration
ofreliabilityanalysisandsystemdesignaresummarizedandtheapplicationofModel BasedSystems
Engineering(MBSE)in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NASA)spacemissionisanalyzed
andevaluatedItisprovedthatMBSEisfeasibleandeffectiveinassistingspacecraftreliabilityanalysisand
missionassuranceprocessTheresultsofinvestigationandanalysisshowthatforeigncountries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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