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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及学术影响:
创新点：
能源问题是关系到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空间太阳能电站是缓解未来能源问题的有效措施。以
空间太阳能电站在轨运行过程为研究背景，提出了适用于所有绝对节点坐标法单元的航天多体系统的姿-轨-柔耦
合动力学建模方法；发展了约束Hamilton系统的保能量-保约束算法，可保持长时间数值仿真中系统的固有特性；
提出了大幅节省姿态控制燃料、显著减轻结构质量的准对日定向姿态方案；研究了万有引力梯度引起的对日指向
梁的变形和振动，发现了新的共振现象；发展了迭代学习姿态控制方法和姿-轨-柔协调控制方法，提高了控制精
度，降低了传感器噪声的影响。
学术影响：
作者是国内最早进行空间太阳能电站动力学与控制研究的学者之一，将该领域的研究从质点和单刚体模型拓展到
姿-轨-柔耦合多体模型，在研究的深度和复杂性方面都有较大提升。此外，作者提出的动力学建模和控制方法适
用性较广，为超大型航天器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120200094090001009272

文

推荐意见:（不超过300字）

士学

位论

该博士论文以空间太阳能电站为需求背景，选题符合国家重大需求。论文对超大型空间结
构进行了的动力学建模、分析与控制问题研究，该研究方向是学术前沿研究方向，其研究结果
对各类超大型航天器的动力学与控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该博士论文介绍了一系列具有较强创新性的科研成果，体现出作者已经掌握了比较扎实的
理论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了较强的独立科研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论文工作量饱满，研究成果丰富，结构安排合理，层次分明，语言得当，图表规范，推荐
申请中国力学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推荐单位填写此栏）

秀博

声明：本单位承诺，所提供的推荐材料真实有效，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
调查处理。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推荐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电话：

电子邮箱：

中国

力学
学

推荐人（签名）：

会优

（中国力学学会理事推荐填写此栏）
声明：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推荐材料真实有效，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
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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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及实用价值

学位

一、选题意义：

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综合介绍材料

能源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直接关系到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大
战略问题[1]。美国学者最早于 1968 年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提出在太空建造空间太阳
能电站的想法[2]。由于太空中的太阳能具有能量密度高、受光照时间长的突出优势，所以

博士

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概念得到了美国能源部和 NASA 的高度关注[3]。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美国波音公司、雷神公司、杜鲁门飞机工程公司、NASA 等先后进行了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概
念方案设计和关键技术攻关[4]。日本、英国、德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也纷纷提出各自

(b)

(a)

图 1

(c)

(f)

(d)

(g)

(h)

学会

(e)

优秀

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发展规划和概念方案设计[5]，如图 1 所示。

空间太阳能电站概念设计方案：(a) 美国首次提出的空间太阳能电站; (b) 美国 1979 空间

太阳能电站基准系统; (c) 欧洲太阳帆塔; (d) 日本绳系空间太阳能电站; (e) 美国集成对称聚光系
统; (f) 美日英联合提出的 SSPS-ALPHA 方案; (g) 中国 SSPS-OMEGA 方案; (h) 中国多旋转关节
空间太阳能电站

我国从 20 世纪末开始关注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发展[6]。“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院士指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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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建设将引发一场技术和产业革命，一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7]。2014
年第 499 次国家香山科学会议以“空间太阳能电站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对关键技术、
发展规划进行了研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提出了“2030 年建设兆瓦级空间太阳能试验电
站、2050 年前具备建设吉瓦级商业空间太阳能电站的能力”的目标[8]。
因此，论文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空间太阳能电站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的基

础科学研究，对我国发展空间太阳能电站技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符合国家的航天强国
战略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
目前国内外对空间太阳能电站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概念方案设计、可行性分析和微波能量

传输技术等方面，其动力学与控制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9]。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尺寸达千米
量级，质量达万吨量级，具有与常规尺寸航天器非常不同的动力学特性[10]。因此，动力学
与控制问题是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11, 12]。然而，目前针对空间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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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能电站的动力学与控制研究，大多集中于轨道、姿态和结构的单独研究，还没有充分考虑复
杂空间环境和姿-轨-柔耦合效应的动力学模型，也没有考虑姿-轨-柔耦合效应的控制器设计
方法[9]。因此，为了充分掌握空间太阳能电站在轨运行时的动力学规律，并发展出相应的

学位

控制器，亟需发展出适用于千米量级航天器的动力学建模、分析与控制方法。

因此，从学术的角度而言，论文基于航天动力学与多体动力学的基本理论，进行超大
型航天多体系统的动力学建模、动力学分析与控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空间太
阳能电站的方案设计和长期在轨正常运行奠定理论基础。同时，该论文作为超大型航天多

博士

体系统的基础研究，对其他超大型航天器的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1.2. 对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的综述与总结

针对空间太阳能电站动力学与控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为非耦合动力学与控制、简单
耦合动力学与控制、耦合动力学与控制三个方面进行介绍，如图 2 所示。
轨道动力学
与控制

简单耦合动
力学与控制

刚性哑铃
模型

结构动力学
与控制

(轴向)柔性
哑铃模型

刚柔耦合
模型

姿-轨-柔耦合
动力学与控制

本文的重点

学会

耦合动力
学与控制

姿态动力学
与控制

优秀

非耦合动力
学与控制

图 2

空间太阳能电站动力学与控制的国内外研究总结

在非耦合动力学与控制方面，轨道、姿态和结构振动的动力学与控制研究是分别单独进
行研究的，忽略了三者之间的耦合效应。Wie 和 Roithmayr 对空间太阳能电站的轨道、姿态
和结构振动进行了单独研究，分析了轨道和姿态摄动对动力学响应的影响，设计、分析了轨

中国
力学

道和姿态控制系统，并给出了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固有频率和模态[13, 14]。McNally 等对比了
地球同步拉普拉斯轨道和地球静止轨道上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发现地球同步拉普拉斯轨道长
时间的动力学响应更加稳定，从而几乎不需要轨道控制燃料维持，还能节约宝贵的地球静止
轨道资源，降低了跟太空垃圾碰撞的风险[15]。Wu 等设计了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对日指向姿
态的鲁棒最优控制器[16]。Elrod 研究了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准惯性定向姿态，发现准惯性定
向姿态比惯性定向姿态在损失少量的发电效率的情况下，几乎不需要姿态控制燃料[17]。当
系统的固有频率远大于轨道角频率时，这些非耦合的动力学与控制基本能描述空间太阳能电
站的大范围运动规律。然而，当系统的固有频率接近轨道角频率时，轨道、姿态和结构振动
之间的耦合效应成为影响其动力学特性的主导因素。
在简单的耦合动力学与控制方面，研究者们建立了哑铃模型、柔性哑铃耦合模型、刚柔

耦合模型等。最简单的姿轨耦合动力学模型为刚性哑铃模型，最初用于研究绳系卫星的动力

-420200094090001009272

论文

学问题，该模型包含了系统的轨道运动和俯仰、滚转姿态运动[18]。在刚性哑铃模型的基础

上，考虑其轴向振动，即可得到柔性哑铃模型，该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包括 Malla 等[19, 20]、
Ishimura 和 Higuchi[21]、魏乙等[22]的研究工作，但柔性哑铃模型忽略了系统的横向振动。

学位

由于在实际工程中，结构的横向振动通常占主导地位，哑铃模型无法满足研究需求，因此研
究者们考虑横向振动进行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刚柔耦合动力学建模研究。Liu 等建立了空间太
阳能电站的刚柔耦合的参数激励模型，并研究了万有引力梯度对结构稳态变形和结构稳定性

的影响[23, 24]。Ishimura 等对多绳系空间太阳能电站进行了姿态与结构振动的耦合动力学建
模研究[25]。刚柔耦合模型主要关注航天器的姿态与结构振动之间的动力学行为，而忽略了

博士

轨道及轨道摄动因素的影响。

在姿-轨-柔耦合动力学与控制方面，Mu 等建立了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姿-轨-柔耦合动力学
模型，并研究了万有引力梯度、太阳光压和热辐射对姿态和结构振动的影响[26]。Zhao 等建
立了平板型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姿-轨-柔耦合动力学模型，推导了广义力的表达式[27]。上述
研究均基于浮动坐标法进行，然而浮动坐标法主要适用于小变形、小转动的情形，虽然有研

优秀

究学者针对大变形情形提出了更高阶的形式，但增加了建模过程的复杂性[28, 29]。为了描
述结构大变形的几何非线性现象，美国学者 Shabana 教授提出了绝对节点坐标法，采用位置
梯度代替角度坐标，从而将结构的大范围运动和变形统一起来[30]。绝对节点坐标法具有建
模过程简单、质量矩阵为常矩阵等优势，目前已发展出完善的梁、板、壳、膜等多种单元形
式，成为使用最广泛的刚柔耦合系统建模方法之一[31]。然而，由于目前采用绝对节点坐标

学会

法进行的研究只关注系统短期的动力学行为，没有考虑航天器的轨道和姿态动力学响应，也
没有考虑空间摄动力/力矩的影响，难以直接用于空间太阳能电站的轨道-姿态-结构耦合分析
中。

综上所述，目前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动力学与控制研究中，主要集中在非耦合和简单耦合
的轨道、姿态、结构动力学与控制方法，而采用姿-轨-柔耦合模型的研究尚不充分。由于空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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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太阳能电站具有超大、超柔的特性，已有研究已发现空间太阳能电站在控制力/力矩和空
间摄动力/力矩的共同作用下，可能出现大幅结构振动、姿-轨-柔耦合、结构失稳等非线性现
象，因此亟需发展出更精确的姿-轨-柔耦合动力学建模方法，从而进行姿-轨-柔耦合机理与
规律、控制器设计等分析，并为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方案设计提供参考。

二、成果创新性：
2.1. 提出了空间多刚体系统的姿轨耦合建模方法
针对空间多刚体系统建模过程复杂、系统的万有引力和万有引力梯度难以精确计算的困

难，基于自然坐标法，提出了一种简单易用的空间多刚体系统姿轨耦合建模方法。其主要学
术贡献是建立了自然坐标法的万有引力势能表述方法，并提出了约束 Hamilton 系统的保能

-52020009409000100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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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约束算法，满足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多体动力学数值仿真需求。该方法适用于复杂航天
器、空间机械臂、可展开结构等多刚体系统的动力学建模与数值仿真中，该项研究已经在

学位

《Acta Astronautica》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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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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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Main structure

u0

2.2. 提出了柔性多体系统的姿-轨-柔耦合统一建模方法
为了研究空间太阳能电站的轨道、姿态、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解决空间超大型柔性体
几何非线性建模的难题，提出了空间柔性多体系统的姿-轨-柔耦合统一建模方法。该方法的

学会

学术思想为：通过矩阵的 Kronecker 积将所有绝对节点坐标法单元（包括梁、板、壳、弦、
体等基本单元）的动力学方程写成统一的格式，然后基于 Kronecker 积与 Taylor 级数推导了
统一的万有引力表达式，将绝对节点坐标法的应用推广到了航天动力学领域。该方法可用
于所有形式的空间柔性结构的姿-轨-柔耦合动力学建模，该项研究工作已经在《AIAA Journal》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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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图 4

超大型板在轨运行过程的动力学响应（姿态受控）

2.3. 提出了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准对日定向姿态方案
为了在保证发电效率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姿态控制燃料消耗，提出了空间太阳能电站准

对日定向姿态方案，定量分析发电效率、控制燃料消耗、控制带宽、控制精度以及引起的结
构振动。给出了准对日定向姿态的数值构造方法，研究了系统轨道、姿态以及结构振动对准
对日定向姿态的影响。研究发现：准对日定向姿态的控制带宽、控制力矩、控制误差、引

-62020009409000100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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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结构振动都比对日定向姿态减小 1~2 个数量级，有利于降低结构质量。以 Abacus 空间
太阳能电站为例，采用该方案每年可节省 36791 千克姿态控制燃料。该项研究工作已经在

Solar Radiation

Solar Radiation

学位

《宇航学报》发表。
Solar Radiation

t =24 h, =0,  =0

Earth

Earth

Earth

Earth

Earth

GGS attitude

inertial attitude

SP attitude

QI attitude

QSP attitude

空间太阳能电站各种姿态示意图（QSP 为准对日定向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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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t =0 h, =0,  =0

2.4. 探索出万有引力梯度对超大空间结构振动的影响规律
空间太阳能电站在空间摄动力/力矩和姿轨控制力/力矩的共同作用下，可能会出现较大

优秀

幅度的结构振动。为此，研究了万有引力梯度引起的对日指向梁的结构稳态变形和结构振动
问题，在小变形假设下得到了稳态变形和准静态振动的解析解，揭示了梁自身参数和轨道、
姿态参数的影响规律；针对大变形情形建立了几何非线性模型，研究了几何非线性的影响机
理和影响规律；首次发现了结构固有频率为轨道角频率 4 倍时梁的共振现象，并从理论的
角度解释了万有引力梯度和几何非线性共同引起共振的机理。相比而言，不考虑姿-轨-柔耦
合效应的模型无法捕捉到该共振现象，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导致共振的危险。该项研究工作

中国
力学

图 6

Am

学会

已经发表在《AIAA Journal》期刊。

2ω0

Resonance
4ω0

ω1

共振现象研究与机理分析

2.5. 发展了空间太阳能电站的高阶迭代学习姿态控制方法
空间太阳能电站大型微波发射天线需要进行高精度的对地姿态指向控制。针对普通控制

器增益大则对噪声敏感、增益小则控制精度低的矛盾，发展了空间太阳能电站的高阶迭代学
习控制方法，将迭代学习控制方法推广到进程连续、慢时变、有噪声的系统。该控制器使得
姿态跟踪控制精度提高了 20 倍，同时对传感器噪声的敏感性下降了 10 倍。该方法为航天
器周期性姿态跟踪任务提供了高精度的控制方法参考，该项研究工作已经在《Journal of
Guidance, Control, and Dynamics》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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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提出了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姿-轨-柔协调控制方法
空间太阳能电站在轨运行时可能会发生大幅结构振动，由此引起传感器和作动器的运动，
影响系统的轨道和姿态控制精度，而轨道和姿态的控制又进一步引起结构的变形与振动。因
此，对于超大型的空间结构，必须考虑姿-轨-柔-控耦合效应。基于此，设计了姿-轨-柔协调

优秀

控制器，提高了原控制器的轨道和姿态控制精度，有效抑制了结构的低频振动，使系统的
轨道、姿态和结构振动之间的耦合程度得到了缓解。该项研究工作已经在《Journal of
Guidance, Control, and Dynamics》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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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能力：

3.1. 论文体现的理论基础与专门知识
作者对空间太阳能电站在轨运行过程进行了姿-轨-柔耦合的动力学建模、分析与控制研

究，其中涉及轨道动力学、姿态动力学、结构动力学、多体系统动力学、分析力学、控制
理论、辛数学等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具体应用的专门知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动力学建模方面，为了满足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建模需求，作者基于多体系统动

力学领域中最前沿的绝对节点坐标法与自然坐标法，推导了普遍适用的万有引力表达式。该
研究涉及向量的 Taylor 级数、矩阵 Kronecker 积等基本原理，并对 Kronecker 积的定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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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了扩充，体现出作者深厚的数学理论基础。

（2）在数值仿真方面，作者采用约束 Hamilton 系统建立了动力学模型，并提出了保能
量-保约束方法进行求解，从而在长时间数值仿真中保持系统固有特性，并保证数值算法的

学位

长时间稳定性，体现了作者具有分析力学、辛数学方面的专门知识。

（3）在姿态动力学分析方面，作者对比了惯性定向姿态、对日定向姿态、万有引力梯
度稳定姿态、准惯性定向姿态等多种方案，并系统分析了准对日定向姿态的优势，体现了作
者具有深厚的姿态动力学的专门知识。

（4）在结构动力学分析方面，作者对万有引力梯度引起的梁稳态变形问题进行了解析

博士

求解，分析了几何非线性的三个来源，并从固有频率的角度解释了万有引力梯度引起的共振
机理，体现出作者具有结构动力学方面的深厚基础。

（5）在控制方面，作者对迭代学习控制进行了改进，使其适用于连续进程的周期性轨
迹跟踪问题。此外，作者还提出了姿-轨-柔协调控制方法，缓解了超大型结构的姿-轨-柔耦

优秀

合效应。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体现出作者具有控制理论方面的专业知识。

3.2. 论文体现作者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432010)资助下完成的，作者结
合自身的专业知识与国内外研究现状，确定了空间太阳能电站姿-轨-柔耦合动力学与控制的
研究方向，具备了较强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

学会

作者对空间太阳能电站动力学建模、分析和控制三方面进行探索性研究。在理解了前人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到了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新的动力学建模、数值计算与控制方法，
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作者是国内最早进行空间太阳能电站动力学与控制研究的学者之一，针对研究过程中遇
到的动力学建模、数值计算、动力学分析、控制器设计问题，提出了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中国
力学

提出了多项创造性的成果，具有独立的科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者在博士期间主持了西北工业大学博士创新基金 1 项，发表学术论文共 24 篇，多次

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并作报告。博士毕业论文结构安排合理、概念清楚、层次分明，并获得
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们的一致认可。这体现出作者具有良好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者学习刻苦，思维活跃，科研能力突出，有认真、严谨的科学

研究态度，掌握了扎实的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了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创新能力
和团队协作精神，体现出作者具有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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