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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 出生日期

男性别

学历

会员编号

中国共产党

研究生

S030005530M

身份证号

民族

党派

1989/07/02

姓名 陈提

博士毕业时间 2017-03-18

职称 教授

学科方向 动力学与控制 研究方向

工作单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社会任职 无

手机 电子邮件 chenti@nuaa.edu.cn

二、主要学历（从大学填写）

起止 专业学校院（系）序号 学位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1 2006/09/04 工程力学 学士2010/06/2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2 2010/09/06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博士2017/03/18-

三、主要工作经历

年月

1 2017/04/18 研究助理2017/07/16- 香港城市大学

2 2017/08/01 博士后研究员2020/12/31- 加拿大约克大学

3 2020/03/01 联合博士后研究员2020/12/31-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4 2021/01/05 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

-

-

年月起止序号 职务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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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

-

-

Quasi-time-optimal controller design
for a rigid-flexible multibody system

via absolute coordinate based
formulation

1 Nonlinear Dynamics
88(1): 623-633

论文

Ti Chen, Hao Wen,
Haiyan Hu, Dongping
Jin

On-orbit assembly of a team of flexible
spacecraft using potential field based

method
2 Acta Astronautica 133: 221-232论文

Ti Chen, Hao Wen,
Haiyan Hu, Dongping
Jin

Output consensus and collision
avoidance of a team of flexible

spacecraft for on-orbit autonomous
assembly

3 Acta Astronautica 121: 271-281论文

Ti Chen, Hao Wen,
Haiyan Hu, Dongping
Jin

Distributed adaptive tracking control
of multiple flexible spacecraft under
various actuator and measurement

limitations

4 Nonlinear Dynamics
91(3): 1571-

1586
论文

Ti Chen, Guanro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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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opman-operator-based Attitude
Dynamics and Control on SO(3)

5
Journal of Guidance,

Control, and Dynamics
43(11): 2112-

2126
论文 Ti Chen, Jinjun Shan

Distributed control of multiple flexible
manipulators with unknown

disturbances and dead-zone input
6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67(11): 9937-
9947

论文 Ti Chen, Jinjun Shan

Rotation-matrix-based attitude
tracking for multiple flexible spacecraft

with actuator faults
7

Journal of Guidance,
Control, and Dynamics

42(1): 181-188
论文 Ti Chen, Jinjun Shan

Distributed adaptive attitude control
for networked underactuated flexible

spacecraft
8

IEEE Transactions on
Aerospace and

Electronic Systems

55(1): 215-225
论文

Ti Chen, Jinjun Shan,
Hao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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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候选人研究背景，研究方向与目标，重点介绍研究的创新性以及需要“托举”的需
求，如：专家智囊，学术交流机会等。简要说明推荐理由，以及候选人的亮点等，1000 字内）

候选人于2017年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胡海岩院士，先后在香港城市大学、
加拿大约克大学和多伦多大学从事科研工作，现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多个高维非线性复杂系统协作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单个系统的动力学与控制问题，还涉及相邻
系统之间的耦合，必然存在强非线性、高维度、多尺度等特性。候选人主要开展了航空航天领
域复杂工程系统群的动力学与控制研究，主要学术创新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针对多柔性航天器的在轨组装问题，厘清了三种动力学模型的使用范围；设计了避撞控
制策略，完成了组装任务与柔性部件振动抑制；研制了物理仿真实验系统，演示了两个柔性航
天器的组装过程。
（2）为解决航天器姿态协同问题，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不同通讯拓扑图、不同姿态描述下的柔
性航天器姿态协同问题；创新性地基于Koopman算子理论对姿态动力学进行了全局线性化，给
出了姿态同步控制方法，并将成果应用于四套微型直升机系统的姿态协同问题。
（3）针对复杂多智能体的协作问题，首次计入参数不确定性、外界扰动、作动器错误，为柔
性机械臂协同问题提出了控制算法。
候选人已发表学术期刊论文31篇，其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21篇，包含ND、IEEE
TIE、AST、IEEE TAES等中科院小区一区论文13篇，JGCD、AA等二区论文7篇，2篇论文多次
入选ESI高被引论文，1篇论文入选AA期刊2017年以来高被引论文。候选人的研究工作受到国际
宇航科学院院士Krishna Dev Kumar教授、加拿大工程院院士Zheng H. Zhu教授、中国工程院院
士曹喜滨教授、上海大学陈立群教授等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持续关注，一作论文被SCI他引150余
次。候选人的工作受到多位专家认可，多次获得ICIA 2018等国内外学术会议优秀论文奖，多次
受邀在ACC 2019等领域内高水平国际会议担任分会场主席。
候选人的“托举”需求：希望在现有研究方向上深入研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产出一系列特
色鲜明的成果；充分利用学会的托举平台，提升候选人的学术影响力，深化现有的国际合作
，拓宽学术视野，快速成长为国际动力学与控制领域知名年轻学者。
候选人在复杂工程系统群协作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注重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结合
，提出了若干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思路，产出了一系列高显示度的研究成果。因此，我郑重推荐
陈提博士申请“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

推荐人签字：

五、推荐理由

青
年
人
才
托
举
工
程
项
目

2021312419000102047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