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射频目标与环境仿真是在实验室内，通过物理效应设备逼真地复现雷达寻的制导导弹在飞行

过程中所面临的电磁环境，是精确制导武器系统仿真的一个重要领域。 国内射频目标与环境仿真

技术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技术日趋成熟，已经在各军工部门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成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过程中重要的设计、验证和评价手段。
随着导弹攻防对抗技术的发展，精确制导导弹面临着复杂电磁环境下目标检测、识别和高精

度跟踪等带来的挑战，发展宽带高分辨成像精确制导技术成为重要的解决技术途径之一，由此给

射频目标与环境仿真带来新的技术挑战，包括复杂射频体目标多散射中心仿真基础理论、射频目

标与环境信号生成、宽带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及其仿真可信度评估技术等等。 本期精

选了该领域 ５ 篇论文，希望能给从事射频制导控制仿真专业人员提供参考，共同促进国内射频目

标与环境仿真技术的发展。
《基于多阶段 Ｂａｙｅｓ 信息融合的多散射中心仿真等效性评估方法研究》介绍了复杂体目标多

散射中心多阶段评估的框架，利用一维距离像，从外场数据、数学仿真数据、半实物仿真数据三个

阶段进行基于可信度的多阶段 Ｂａｙｅｓ 信息融合等效性评估。 在基于外场数据和数学仿真数据两个

阶段的验前信息，通过信息融合 Ｂａｙｅｓ 理论，获取可信度更高的半实物仿真等效性评估值。
《近场效应修正仿真算法研究》根据当前射频制导仿真系统所面临的新发展，结合射频制导仿

真系统的具体应用，介绍了采用单脉冲比幅测角方式的近场效应修正方法。 该方法利用单脉冲比

幅测角计算导引头的到达角误差。 利用由调整三元天线组的辐射信号振幅可控制合成目标位置

的方法，在三元天线组的辐射信号振幅的梯度方向上调整振幅，使得到达角误差趋于零，得到目标

在近场效应中的位置，从而反推出由近场效应带来的目标位置误差，生成方位角和俯仰角的近场

效应误差表格。 针对射频仿真的实际应用，推导出适合于裂缝阵天线导引头的单脉冲比幅测角模

型，并针对均匀圆阵的波导裂缝阵天线特点，简化了单脉冲比幅测角时所需要的和、差信号的计算

方法。 由该方法所产生的修正效应表格满足实际应用的精度误差要求，简化后的单脉冲比幅测角

在满足精度要求的同时，大幅度的降低了算法的复杂度。
《宽带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技术》高分辨雷达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用于导弹制导控

制系统设计验证的半实物仿真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半实物仿真验证试验中，仿真系统需要

为高分辨导引头模拟目标的多散射中心电磁环境，该环境需表征导弹和目标的多散射中心间实时

动态变化的相对运动关系和导引头探测到的实时动态变化的电磁特性。 利用目标角闪烁的角度

起伏和 ＲＣＳ 形成的目标幅度起伏来构造复杂射频体目标散射特性的统计模型。 建立基于目标散

射特性数据模型的复杂射频体目标动态观测模型，以及复杂射频体目标多散射中心散射特性动态

仿真控制模型。 通过在仿真计算机上实时解算得到复杂射频体目标多散射中心模拟的动态控制

参数，控制射频目标模拟系统实现制导仿真所需的动态射频体目标多散射中心模拟，实现高分辨

射频成像仿真。
《宽带、高精度毫米波目标阵列技术》随着防空导弹武器的发展，其拦截目标具有飞行速度更

高、雷达反射截面更小、目标体积更小的特性。 为了给新型武器系统提供更加可靠且逼真的仿真

环境，仿真的射频环境尽可能的具有在试探测器所遇到的多种情况的能力。 在射频仿真系统中，
最早实现的射频环境模型，通常是把散射体处理为依赖姿态角变化的一些点源，对于连续被或低

分辨率的探测器，一般来说已经足够了。 主动探测器迅速的发展，迫切的需要研制和实现高分辨

率的逼真模型及仿真系统，因为这种探测器在距离、角度和多普勒方面都具有高分辨率，并在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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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角闪烁。 为了满足这种技术需求，宽带、高精度毫米波目标阵列技术，通过选择合理的阵列天

线单元间距，目标阵列近场效应误差进行修正，采用创新方法对天线馈电路径幅相不平衡的实时

补偿，实现宽带毫米波目标阵列角位置高精度控制，提升射频仿真系统高精度、瞬时宽带目标模拟

性能。
《射频目标环境仿真误差分析及建模研究》射频目标仿真环境是实现无线电制导仿真实验室

验证的重要手段，针对射频环境目标仿真进行系统建模，有利于对仿真评估提供定量分析基础。
重点对运动学仿真、暗室环境、目标模拟实现等部分，分别运用控制系统设计原理、光学反射定律、
三元组定位原理、多散射点雷达距离分辨原理等方法开展了模型构建及误差分析，并构造了六自

由度 ＳＴＴ 导弹打靶仿真平台，将上述三个部分误差带入制导控制回路中，进行了仿真系统可信度

的研究。 为仿真系统可信度评估提供了重要模型支撑，同时为射频目标环境的设计也有一定的借

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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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题

基于多阶段 Ｂａｙｅｓ 信息融合的多散射中心仿
真等效性评估方法研究

马静

（航天系统仿真重点实验室，北京仿真中心，１００８５４）

摘要：本文介绍了复杂体目标多散射中心从外场数据、数学仿真数据、半实物仿真数据三个阶

段评估等效性的框架，利用一维距离像，设计了基于可信度的多阶段 Ｂａｙｅｓ 信息融合的多散射中心

半实物仿真等效性评估。 在基于外场数据和数学仿真数据两个阶段的验前信息，通过信息融合

Ｂａｙｅｓ 理论，获取可信度更高的半实物仿真等效性评估值。
关键词：评估；多散射中心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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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射频半实物仿真系统中对复杂体目标的仿真是对由体目标提取的多散射中心进行模拟，衡量目

标仿真的等效性是评定仿真置信度的关键。 在目标模拟过程中，可得到外场数据、数学仿真数据，将这

些数据利用 Ｂａｙｅｓ 理论进行融合，对半实物仿真数据进行评估，其置信度将更高。

１　 多阶段信息融合的 Ｂａｙｅｓ 理论

对于复杂系统，可以获得各种实验信息，需要研究多阶段实验数据融合方法，将各种实验数据进行

阶段分类，即将第 １ 阶段的实验数据作为最初的先验信息，当获取第 ２ 阶段的数据后，按照 Ｂａｙｅｓ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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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信息融合得到后验信息，并将其作为下一阶段的先验信息，依次递推，进行多阶段的信息融合。 设

复杂系统在研制过程中获得了阶段的先验实验数据信息：
ｘ（ ｉ）
１ ，ｘ（ ｉ）

２ ，…，ｘ（ ｉ）
ｎ ｉ

，　 ｉ ＝ １，２，…，ｍ
　 　 有 ｎ 个现场子样 ｘ１，ｘ２，…ｘｎ。 并假定仿真实验和现场子样都服从同一分布 ｆ（ｘ θ），并且都是独立

同分布样本。
根据多阶段实验数据融合的思想，将第 １ 阶段仿真数据 Ｘ（１）＝ （ｘ（１）

１ ，ｘ（１）
２ ，…，ｘ（１）

ｎ１
）作为第 ２ 阶段仿

真信息 Ｘ（２）＝ （ｘ（２）
１ ，ｘ（２）

２ ，…，ｘ（２）
ｎ２

）的先验信息。 这样，通过第 １ 阶段仿真数据就可获得第 ２ 阶段的先验

分布 π１（θ），再结合第 ２ 阶段仿真信息，就可以获得第 ２ 阶段的后验分布，记 π２（θ Ｘ（２）），具体如下：

π２（θ Ｘ（２）） ∝ 
ｎ２

ｉ ＝ １
ｆ（ｘ（２）

ｉ θ）π１（θ）

　 　 把 π２（θ Ｘ（２））作为下一阶段 Ｘ（３）＝ （ｘ（３）
１ ，ｘ（３）

２ ，…，ｘ（３）
ｎ３

）的先验分布，即得到下一阶段的后验分布，记
π３（θ Ｘ（３）），具体如下：

π３（θ Ｘ（３）） ∝ 
ｎ３

ｉ ＝ １
ｆ（ｘ（３）

ｉ θ）π２（θ Ｘ（２））

以此类推，就可获得第 ｍ 阶段的后验分布，记 πｍ（θ Ｘ（ｍ）），
具体如下：

图 １　 基于多阶段实验数据融合的 Ｂａｙｅｓ 原理图

２　 复杂体目标多散射中心半实物仿真等效性评估多阶段框架设计

本文采用一维距离像的重构度来评价获取数据的精度。 将目标连续多频点扫频 ＲＣＳ 傅里叶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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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一维距离像作为理论数据，本文设计的复杂体目标多散射中心仿真等效性评估框架将存在多个

阶段数据的精度，一是由缩比模型在造波池中获得的一维距离像可进行外场数据的重构度评价；二是

利用数学仿真通过仿真系统误差模型、导引头数据模型获得一维距离像进行数学仿真数据的重构度评

价；三是在射频半实物仿真系统中模拟多散射中心由接收装置获取一维距离像进行半实物仿真数据的

重构度评价。
对复杂体目标多散射中心仿真的等效性多阶段评估是利用外场数据重构度、数学仿真数据重构度

多阶段评估在射频半实物仿真系统中模拟的复杂体目标的等效性。 因此，本文利用多阶段信息融合的

Ｂａｙｅｓ 理论，融合外场数据、数学仿真数据的先验信息可信度的基础上，评估半实物仿真数据的等效性。

图 ２　 多散射中心半实物仿真等效性评估多阶段框架

３　 基于可信度的多阶段 Ｂａｙｅｓ 信息融合半实物仿真等效性评估方法

根据多阶段实验数据 Ｘ（１）＝ （ｘ（１）
１ ，ｘ（１）

２ ，…，ｘ（１）
ｎ１

）融合的思想，将外场数据 Ｘ（２）＝ （ｘ（２）
１ ，ｘ（２）

２ ，…，ｘ（２）
ｎ２

）作
为第 ２ 阶段数学仿真数据的先验信息。 这样，通过第 １ 阶段外场仿真数据就可获得第 ２ 阶段数学仿真

数据的先验分布 π１（θ），再结合第 ２ 阶段数学仿真数据，就可以获得第 ２ 阶段的后验分布，记 π２（ θ
Ｘ２），具体如下：

π２（θ Ｘ（２）） ∝ 
ｎ２

ｉ ＝ １
ｆ（ｘ（２）

ｉ θ）π１（θ）

　 　 把 π２（θ Ｘ（２））作为下一阶段评估半实物仿真数据 Ｘ（３）＝ （ｘ（３）
１ ，ｘ（３）

２ ，…，ｘ（３）
ｎ ）的先验分布，即得到下

一阶段的后验分布，记 π３（θ Ｘ（３）），具体如下：

π３（θ Ｘ（３）） ∝ 
ｎ３

ｉ ＝ １
ｆ（ｘ（３）

ｉ θ）π２（θ Ｘ（２））

３．１　 第 １ 阶段外场数据信息融合

设一维距离像的重构度 ｒ 服从瑞利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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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ｒ） ＝
１
σ２ ｒｅ

－
ｒ ２

２σ ２ ， ｒ ≥ ０；

０， ｒ ＜ ０．

ì

î

í
ïï

ïï

　 　 记 σ２ 为 Ｄ，设 Ｄ 的验前密度为逆 Ｇａｍｍａ 密度函数 ｇ（Ｄ；α０，β０），

ｇ（Ｄ；α０，β０） ＝
αβ０

０

Γ（β０）
Ｄ －（β０＋１） ｅ －

α ０

Ｄ

　 　 验前参数 α０，β０ 可以由外场数据计算近似确定。 如对舰船的缩比模型在造波池中做了 ｎ０ 个角度

的测试，可得 ｎ０ 个重构度数据 ｒ０ｉ ，于是可取

α０ ＝ １
２ 

ｎ０

ｉ ＝ １
（ ｒ０ｉ ）

２，　 β０ ＝ ｎ０ ．

其中 α０，β０，ｒ
０，ｎ０ 是第一阶段外场数据的评估参数。

３．２　 第 ２ 阶段数学仿真数据信息融合

假定由仿真可信度评估给出可信度 ε（０≤ε≤１），（ε 表示第一阶段外场数据相对第二阶段数学仿

真数据的可信度），由先验信息获取先验分布密度函数为 π（ θ），获取现场试验数据计算验后分布密度

函数时，定义可信性 Ｂａｙｅｓ 模型

πε（θ ｘ） ＝ ｐ（ｘ θ）πε（θ）

∫
Θ

ｐ（ｘ θ）πε（θ）ｄθ

　 　 这样就把仿真可信度融入到了验后分布密度函数的计算中，基于 πε（θ ｘ）的 Ｂａｙｅｓ 分析称之为可

信性 Ｂａｙｅｓ 分析。
样本的释然函数为

Ｐ（ ｒ Ｄ） ＝ １
Ｄｎ 

ｎ

ｉ ＝ １
ｒ ｉ( ) ｅ －

１
２Ｄ

ｎ

ｉ ＝ １
ｒ２ｉ( ) ．

　 　 后验分布：
πε（Ｄ ｒ） ∝ Ｐ（ ｒ Ｄ）πε（Ｄ）

＝ Ｐ（ ｒ Ｄ）·（ｇ（Ｄ；α０，β０））
ε

＝ １
Ｄｎ 

ｎ

ｉ ＝ １
ｒ ｉ( ) ｅ －

１
２Ｄ

ｎ

ｉ ＝ １
ｒ２ｉ( ) ·

αβ０

０

Γ（β０）
Ｄ －（β０＋１） ｅ －

α ０

Ｄ
æ

è
ç

ö

ø
÷

ε

∝ Ｄ（（εβ０＋ｎ＋ε－１） ＋１） ｅ －
１
Ｄ εα０＋

１
２ 

ｎ

ｉ ＝ １
ｒ２ｉ( )( ) ．

　 　 由于逆 Ｇａｍｍａ 分布为共轭分布，故第二阶段数学仿真数据的验后分布为

π（Ｄ ｒ） ＝ ｇ（Ｄ；α１，β１），

α１ ＝ εα０ ＋ １
２ 

ｎ

ｉ ＝ １
ｒ２ｉ ，β１ ＝ εβ０ ＋ ｎ ＋ ε － １．

　 　 其中 α１，β１，ｒ，ｎ，ε 是第二阶段数学仿真数据的参数，ｒ 表示第三阶段半实物仿真数据的半径，ε 表

示第一阶段外场数据相对第二阶段数学仿真数据的可信度。
同理，把第二阶段数学仿真数据的验后分布作为第三阶段半实物仿真数据的验前信息，可求得第

三阶段的验后分布：
π（Ｄ ｒ′） ＝ ｇ（Ｄ；α２，β２）

α２ ＝ ε′α１ ＋ １
２ 

ｎ

ｉ ＝ １
ｒ′２ｉ ，　 β２ ＝ ε′β１ ＋ ｎ′ ＋ ε′ － １．

（这是一个迭代的过程）
其中 α２，β２，ｒ′，ｎ′，ε′是第三阶段半实物仿真的参数，ｒ′表示第三阶段半实物仿真数据的半径，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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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数学仿真数据相对第三阶段半实物仿真数据的可信度。
此时可得到对第三阶段密集度 Ｄ 的 Ｂａｙｅｓ 估计如下。
Ｄ 的均值为

Ｄ^ ＝
α２

β２ － １

４　 舰船目标多散射中心半实物仿真等效性评估

４．１　 正交试验设计半实物仿真等效性评估

正交试验设计法是研究多因素多水平的一种设计方法，它是根据正交性从全面试验中挑选部分有

代表性的点进行试验。 正交试验设计法是目前最常用的试验设计分析方法，以实际经验、数理统计和概

率论为基础。 试验方案由标准化正交表安排。 对复杂体目标的仿真等效性也存在如何从众多目标入射

角度范围内设计具有代表性的点进行试验。 这些代表性的点具有“均匀分散，齐整可比”的特点。
通常的正交试验设计是“点状设计”，根据半实物仿真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局部遍历性，即小范围有

限次试验，本文将改进正交试验设计从“点状设计”到“面状设计”，利用正交试验设计设置试验取值顶

点，按此顶点外扩一个长方形区域进行试验。
以入射角俯仰、方位作为实验因子利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设计试验取值顶点，如下图所示，设计有

２５ 个顶点，再取以这 ２５ 个顶点角度范围为 ５∗１５ 度的长方形范围角度进行半实物仿真试验，采集一维

距离像，取点范围如图所示。

图 ３　 正交性试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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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测试点选择

４．２　 三阶段一维距离像

本文通过接收、处理生产一维距离像来评估复杂体目标的仿真等效性，图 ５ 到图 ７ 是俯仰角为 ２０
度、方位角为 ９０ 度时舰船一维距离像的外场数据、数学仿真数据和半实物仿真数据，外场数据的重构度

为 ０．８２６，数学仿真数据的重构度是 ０．９２３，半实物仿真数据的重构度是 ０．８９４。

图 ５　 理论一维距离像与外场一维距离像

　 　

图 ６　 数学仿真一维距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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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半实物仿真一维距离像

４．３　 三阶段 Ｂａｙｅｓ 信息融合评估试验

在外场造波池中采集舰船缩比模型的一维距离像并计算重构度，由于外场测试条件受限，试验样

本数少，如下表所示。

表 １　 外场数据重构度

角度 （°） 重构度

（２０，６０） ０．９０８６

（２０，９０） ０．８５２６

（２０，２２５） ０．７２８０

数学仿真可获取大范围角度的一维距离像，本文采取按照将俯仰角每 １０ 度，３６０ 度方位角平

均的方式统计数学仿真数据重构度。

表 ２　 数学仿真数据重构度

俯仰角（°） 重构度

１０° ～２０° ０．９７７０

２０° ～３０° ０．９７３１

３０° ～４０° ０．９６２１

４０° ～５０° ０．９５１４

５０° ～６０° ０．９４３２

６０° ～７０° ０．９３３８

７０° ～８０° ０．９２８９

半实物仿真按照正交试验设计方法来采集一维距离像，获取重构度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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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半实物仿真数据重构度

长方形

顶点
重构度

长方形

顶点
重构度

长方形

顶点
重构度

长方形

顶点
重构度

长方形

顶点
重构度

（０，０） ０．９２３ （２０，０） ０．９１４ （４０，０） ０．９０５ （６０，０） ０．９０１ （８０，０） ０．８７９

（０，８０） ０．９２４ （２０，８０） ０．９２０ （４０，８０） ０．９１８ （６０，８０） ０．８９９ （８０，８０） ０．８８５

（０，１６０） ０．９２８ （２０，１６０） ０．９１８ （４０，１６０） ０．９１１ （６０，１６０） ０．８９７ （８０，１６０） ０．８９６

（０，２４０） ０．９２４ （２０，２４０） ０．９１８ （４０，２４０） ０．９０４ （６０，２４０） ０．８９６ （８０，２４０） ０．８７５

（０，３４５） ０．９７８ （２０，３４５） ０．９２１ （４０，３４５） ０．９０７ （６０，３４５） ０．８８４ （８０，３４５） ０．８７４

按照基于可信度的多阶段 Ｂａｙｅｓ 信息融合半实物仿真等效性评估方法，平均值为 ０．９２７３。 按

照数据统计求平均，第一阶段的外场数据平均值为 ０．８２９７，第二阶段的数学仿真数据平均值为 ０．
９５２８，第三阶段的半实物仿真数据平均值为 ０．９０８５。 由此可以看出，在基于前两个阶段验前信息基

础上，由多阶段 Ｂａｙｅｓ 信息融合方法得到的半实物仿真等效性评估值将更具可信度。

５　 总结

本文介绍了复杂体目标多散射中心多阶段评估的框架，利用一维距离像，从外场数据、数学仿

真数据、半实物仿真数据三个阶段进行基于可信度的多阶段 Ｂａｙｅｓ 信息融合等效性评估。 在基于

外场数据和数学仿真数据两个阶段的验前信息，通过信息融合 Ｂａｙｅｓ 理论，获取可信度更高的半实

物仿真等效性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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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场效应修正仿真算法研究

马静　 金从军　 何秋茹

航天系统仿真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８５４

摘要：本文根据当前射频仿真系统的具体应用，介绍了采用单脉冲比幅测角方式的近场效应

修正方法。 该方法利用单脉冲比幅测角计算导引头的到达角误差，将到达角误差在三元天线组振

幅的梯度方向上调整振幅幅值，使到达角误差趋于零。 本文方法所生成的近场效应误差修正表格

对方位角的精度满足实际应用的精度误差要求。
关键词：近场效应误差修正 单脉冲比幅测角 射频仿真

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 Ｅｒｒ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ＦＳＳ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ｉｎｇ ＭＡ Ｃｏｎｇｊｕｎ ＪＩＮ ＱｉｕＲｕ ＨＥ

［１］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５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ＦＳＳ （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 ｅｒｒ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ｎｏ－ｐｕｌｓ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ｗｏ ｔ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 ｅｒｒ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 ｏｎ ｔｒｉａｄ ｏｆ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ＤＯＡ（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ｒｉｖ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ｍｏｎｏ－ｐｕｌｓ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ｚｅｒ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 ｅｒｒ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ｏｕ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ＲＦ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ａｒ－ｆｉｅｌｄ Ｅｒｒ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ｎｏ－ｐｕｌｓｅ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　 引言

在射频制导系统半实物仿真中，为了复现导弹和目标的相对位置关系，需要根据要求将射频目标

在阵列上预定的位置复现，这一个过程称为射频目标仿真。 复现的方法是根据射频目标预定位置选取

阵列上的某三元组进行射频辐射，根据阵列三元天线组视在辐射相位中心的角闪烁方程控制三元天线

组三单元辐射信号的相对振幅和相位。 如果辐射单元的口径很小，可看作是一个点源，则接收天线所接

收到的是一个球面波，那么利用角闪烁方程控制三元天线组三单元辐射信号的相对振幅和相位可正确

复现目标预定位置。 然而，如果空间存在多个点辐射单元，并且辐射单元间存在距离，或者辐射单元的

口径不可忽略，则根据美国 Ｄ．Ｄ．Ｈｏｗａｒｄ 的分析结果表明，各个辐射单元在接收天线口径面上所产生的

电磁场相互叠加，得到一个合成场。 这个合成场的相位波前不再是一个球面，而是产生畸变。 此时，接
收天线所观测到的复合目标视在方向是不同的，这就是产生“近场效应误差”的根本原因。 在存在近场

效应误差的情况下，仅使用角闪烁方程已经不能准确复现目标的位置，这就需要通过近场效应误差修

正得到正确的目标复现位置。
本文中所讨论的“近场效应误差”与经典天线测量理论和实践中所采用的近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实际上，这种误差是由角闪烁方程带来的，并不是由经典天线测量中的近场带来的，之所以被称为“近
１１



场效应误差”是源于美国波音公司的早期资料。 文献［１］中对这两种近场误差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
近场效应误差修正是保证射频制导系统半实物仿真精度和置信度的前提，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学

者针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２］－［４］。 近年来，随着射频仿真技术的不断发展，射频寻的式制导导弹技术

快速发展，使得雷达射频制导导弹的半实物仿真技术与设备正处于更新换代阶段。 研究人员正在研制

制导精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的射频制导仿真［５］。 在这个技术更迭的新时期，研究能够满足射频制

导仿真新系统中近场效应误差修正的问题已经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６］［７］。 本文将介绍射频仿真系统中

面向具体应用的近场效应误差修正方法的关键技术。

２　 射频目标仿真系统近场效应误差修正模型

２．１　 射频目标仿真近场效应误差修正半实物模型

射频目标仿真近场效应误差修正半实物模型如图 １ 所示，它由导引头、幅相角度误差测量装置、目
标阵列、馈电控制系统等组成。 整个系统在近场效应误差修正算法控制下进行近场误差修正。 本文所

介绍的面向应用的近场效应误差修正针对的导引头是均匀圆形波导裂缝阵天线，目标阵列是由四脊圆

锥喇叭天线构成的天线阵。

图 １　 近场误差修正模型

２．２　 射频目标仿真近场误差修正数学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近场效应误差修正算法的总体思路如下：
利用电磁场互易定理和导引头天线以及目标阵列天线的电磁场分布，推导出导引头天线和、差信

号的方向图；由单脉冲和差信号比幅测角方式计算出导引头天线的到达角（方位角和俯仰角）误差；将
到达角误差在三元天线组振幅的梯度方向上调整振幅幅值，使到达角误差趋于零。 此时，三单元辐射信

号上的振幅为处于近场效应中的真实值，利用目标精准位置控制方程（１）计算出目标位置（Ｘ，Ｙ）。 该

点的近场误差修正值（ΔＸＦ，ΔＸＦ）为式（２），其中（ＸＦ，ＹＦ）为目标的预定值。

Ｘ ＝
Ｅ２

２
＋ Ｅ３

Ｙ ＝ Ｅ２

ì

î

í
ïï

ïï
（１）

ΔＸＦ ＝ Ｘ － ＸＦ

ΔＹＦ ＝ Ｙ － ＹＦ
{ （２）

　 　 将近场效应误差修正表中每个节点使用以上所描述的方法计算修正值，以表格形式存入计算机

内。 表格入口为（ＸＦ，ＹＦ），对应的修正值为（ΔＸＦ，ΔＹＦ）。 如果（ＸＦ，ＹＦ）不在节点上，可以采用二维线性

插值。 那么，在进行射频目标仿真时，目标在近场效应中的坐标值通过查表得到，即
Ｘ ＝ ＸＦ ＋ ΔＸＦ

Ｙ ＝ ＹＦ ＋ ΔＹＦ
{ （３）

２．３　 单脉冲比幅测角

比幅单脉冲雷达天线在一个角平面内有两个部分重叠的波束，这两个波束同时收到的信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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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差波束处理，分别得到和信号（∑）和差信号（△），其中差信号就是该角平面内的误差信号，如图 ２
所示。 比幅单脉冲测角系统通过比较两个相位中心重合但指向不同的波束得到目标角度信息。 当目标

偏离和波束中心时，单脉冲天线接收到的归一化差信号（△ ／∑）的大小及归一化差信号极性符号代表

了目标偏离波束中心的程度和方向。 该误差角可表示为：

ε ＝ ｒｅａｌ
Δ（ ｔ）
Σ（ ｔ）

æ

è
ç

ö

ø
÷·ｃｏｓ（ϕ） （４）

　 　 其中，

ϕ ＝
０， 当误差信号与参考信号同相时

π， 当误差信号与参考信号反相对{ ，

ｒｅａｌ（）为取实部。

图 ２　 比幅和差波束图

由电磁场互易定理经过推导可知，三元组第 ｉ 个单元在第 ｊ 个导引头天线上的场强为：
Ｆ ｉ，ｊ（ｘ，ｙ，ｚ） ＝ Ｆ ｉ ｆ ｊ （５）

ｆ ｊ 为导引头天线上（ｘ，ｙ，ｚ）处阵元对三元天线组第 ｊ 个单元天线的场；
Ｆ ｉ 为三元天线组第 ｉ 个单元天线在导引头天线上（ｘ，ｙ，ｚ）处的场。

２．４　 近场效应中梯度法调整目标精准位置

阵列式射频目标仿真系统是采用电子控制部件来实现目标的空间角度运动仿真的。 精准地控制

三个辐射信号的相对振幅，便可以精确地控制合成目标的位置，如图 ３ 所示。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通过

调整三元天线组三个单元的辐射振幅，从而得到目标的精准位置。

图 ３　 目标位置精确控制方法

文献［４］中对于调整振幅求解目标精准位置的方法是采用牛顿迭代法求解使（１１）和（１２）式为零的

非线性方程组。 牛顿迭代法的收敛速度很慢，本文将抛开求解非线性方程组的思路，采用在方位和俯仰

角误差在三元天线组三个单元的辐射振幅的梯度方向上调整振幅值，使得单脉冲测角得到的方位和俯

仰角误差（１１）和（１２）式趋于 ０ 的方法来解决该问题。 本文提出的梯度法调整目标精确位置的收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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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将明显快于牛顿迭代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组。
为此，取振幅方位角误差和俯仰角误差在三元天线组振幅 Ｅ ｉ 方向的梯度，即

δＥ ｉ ＝ ｇｒａｄ（Ｅ ｉ） ＝ 
３

ｉ ＝ １

∂αψ

∂Ｅ ｉ

× δＥ ｉ （６）

　 　 再加上 Ｅ１＋Ｅ２＋Ｅ３ ＝ １ 这个条件，迭代调整三元天线三个单元的振幅，使得方位和俯仰角误差趋于

０。

３　 射频目标仿真近场效应修正实验结果

根据射频目标角位置预定值（ψ，θ），按照式（７）计算其在三元天线组内的归一化位置（ＸＦ，ＹＦ）。

ＸＦ ＝
ψ － ψ１

ψ３ － ψ１

ＹＦ ＝
θ － θ１

θ２ － θ３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７）

　 　 提取出一对修正值（ΔＸ，ΔＹ）。 如果（ＸＦ，ＹＦ）不在节点上，可以采用二维线性插值。 利用式（３）计
算修正后的目标坐标值（Ｘ，Ｙ），代入式（３０）计算三元天线组三单元的振幅。

Ｅ１ ＝ １ － ＸＦ －
ＹＦ

２
Ｅ２ ＝ ＸＦ

Ｅ３ ＝ ＸＦ －
ＹＦ

２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８）

按照计算出的振幅值调整三元组得到的合成信号，即为修正了近场误差后的射频目标仿真中所形成的

目标。
将目标角位置的预定值与目标测量值进行对比，如表 １ 所示，可以分析出采用本文方法的近场效

应误差修正方法的精度。

表 １　 射频目标仿真近场效应误差修正精度

射频目标角

位置形定值
归一化位置 近场效应修正值

三元组三单元信号

所需的相对振幅（ｄＢ）
射频目标角

位置测量值

方位角 俯仰角 方位角 俯仰角 方位修正 俯仰修正 单元 １ 单元 ２ 单元 ３ 方位角 俯仰角

０．４ ０．３４６４１ ０．１ ０．１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１９４ －１．７５４５ －１８．４５９９ －２３．９４４５ ０．４０３ ０．３５

０．４ ０．６９２８２ ０．１ ０．２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３０３ －２．３２３９３ －１２．７５４１ －４７．０３２８ ０．４０１ ０．６９３

０．６ ０．３４６４１ ０．１５ ０．１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１５７ －２．３２８４８ －１８．７３３３ －１８．４５６３ ０．６０５ ０．３４９

０．６ ０．６９２８２ ０．１５ ０．２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２３２ －２．９２４８２ －１３．０２６１ －２４．０５４６ ０．６０１ ０．６９３

０．６ １．０３９２３ ０．１５ ０．３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２５７ －３．４７１３８ －９．７４３６５ －４８．５１９４ ０．６０１ １．０４

０．８ ０．３４６４１ ０．２ ０．１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１２６ －２．９１０３４ －１８．９６９２ －１５．２８４４ ０．８０６ ０．３４９

０．８ ０．６９２８２ ０．２ ０．２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１７２ －３．５３７０４ －１３．２６２８ －１８．６１４ ０．８０２ ０．６９３

０．８ １．０３９２３ ０．２ ０．３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１６８ －４．１２２８ －９．９８４３ －２４．２７９２ ０．８０１ １．０３９

０．８ １．３８５６１ ０．２ ０．４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１４４ －４．６７７６９ －７．６５１６１ －５３．９７９４ ０．８０４ １．３９１

从表 １ 可以看出，经过近场效应误差修正后，射频目标角位置的预定值和测量值之间的差距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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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本文根据当前射频制导仿真系统所面临的新发展，结合射频制导仿真系统的具体应用，介绍

了采用单脉冲比幅测角方式的近场效应修正方法。 该方法利用单脉冲比幅测角计算导引头的到

达角误差。 利用由调整三元天线组的辐射信号振幅可控制合成目标位置的方法，在三元天线组的

辐射信号振幅的梯度方向上调整振幅，使得到达角误差趋于零，得到目标在近场效应中的位置，从
而反推出由近场效应带来的目标位置误差，生成方位角和俯仰角的近场效应误差表格。 本文针对

实际应用，推导出适合于裂缝阵天线导引头的单脉冲比幅测角模型，并针对均匀圆阵的波导裂缝

阵天线特点，简化了单脉冲比幅测角时所需要的和、差信号的计算方法。 由本文方法所产生的修

正效应表格满足实际应用的精度误差要求，简化后的单脉冲比幅测角在满足精度要求的同时，大
幅度的降低了算法的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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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技术

王晓雷　 陶渝辉　 刘柏廷　 王超磊　 杨召伟

（航天系统仿真重点实验室，北京仿真中心，１００８５４）

摘要：本文着重研究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关键技术及系统实现。 建立了复杂射频

体目标的散射特性统计模型、基于目标多散射中心数据模型的复杂射频体目标成像仿真控制模

型，并构建了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系统，完成了仿真验证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仿真模

型建模合理，高分辨射频成像技术和半实物仿真系统构建正确可行，可有效支撑高分辨射频成像

制导半实物仿真技术研究。
关键词： 高分辨；射频成像；半实物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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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高科技战争对雷达装备的功能和性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雷达具有高灵敏度

和低信噪比接收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求雷达具有多功能、多目标探测、跟踪和识别的能力。 由于带宽

的限制，传统雷达难以提供更多的目标结构信息。 而具有大带宽的高距离分辨雷达，对信号回波进行变

换处理后能够得到目标高分辨距离像，从而提取出目标特征信息参量。 因此，高分辨雷达成为雷达领域

的重要研究方向。
高分辨雷达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用于导弹制导控制系统设计验证的半实物仿真技术提出了新的要

求。 目前国内对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技术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很

少。 本文以新一代某型导弹为研究背景，着重研究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关键技术及系统实

现。 本文第一节完成复杂射频体目标散射特性统计模型建模，包括体目标角闪烁建模和雷达散射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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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ＲＣＳ）起伏模拟，第二节完成基于目标多散射中心数据模型的复杂射频体目标成像仿真控制模型建

模，第三节完成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系统的构建和仿真试验验证，第四节完成全文总结。

１　 复杂射频体目标散射特性统计模型建模

本节主要研究的是复杂射频体目标角闪烁统计模型建模和 ＲＣＳ 起伏模拟。 利用目标角闪烁的角

度起伏和 ＲＣＳ 形成的目标幅度起伏来构造复杂射频体目标散射特性的统计模型。
当导弹接近目标时，射频导引头跟踪误差的主要来源为目标角闪烁噪声。 在现有导弹制导半实物

仿真试验中，通常将目标看作线目标，角闪烁线偏差方差取为常值。 本节通过研究体目标姿态变化与角

闪烁噪声之间的关系，计算得到目标姿态变化时目标反射能量中心的线性起伏，考虑了角闪烁噪声的

信号带宽，完成基于目标几何尺寸特征点和目标姿态变化的体目标角闪烁噪声统计模型建模。
在传统的半实物仿真试验中，通常通过取不同的固定等效 ＲＣＳ 值进行统计分析后完成对 ＲＣＳ 起伏

的模拟。 本文提出了在实测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实时解算出的导引头探测目标的方向角进行插值计算，
得到 ＲＣＳ 起伏模拟值，并考虑了目标章动的影响，叠加了章动引起的 ＲＣＳ 起伏模拟。
１．１　 体目标角闪烁统计模型建模

假设目标姿态角为 ϑｍ、ψｍ 和 γｍ，导弹与目标的视线高低角和方位角分别为 ｑε、ｑＢ，ΔＲ 为弹目视线距

离，ｍ 为目标几何尺寸特征点个数，目标特征点在目标固联坐标系下的分布位置为［Ｘａｉ Ｙａｉ Ｚａｉ］（ ｉ ＝ １，２…
ｍ），发射坐标系到目标固联坐标系的转换矩阵为 Ｌ（ψｍ，ϑｍ，γｍ）、到视线坐标系的转换矩阵为 Ｌ（ｑβ，ｑε，０）。

目标特征点向量由目标固联坐标系转换到发射坐标系：
Ｘａｆｉ

Ｙａｆｉ

Ｚａｆｉ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ＬＴ（ψｍ，ϑｍ，γｍ）
Ｘａｉ

Ｙａｉ

Ｚａｉ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ｉ ＝ １，２…ｍ）

　 　 再由发射坐标系转换到视线坐标系，得到目标特征点向量在视线坐标系下的投影：
Ｘａｓｉ

Ｙａｓｉ

Ｚａｓｉ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Ｌ（ｑβ，ｑε，０）
Ｘａｆｉ

Ｙａｆｉ

Ｚａｆｉ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ｉ ＝ １，２…ｍ）

　 　 计算目标特征点向量在视线坐标系下的最大合成投影绝对值，即目标角闪烁线偏差：
ΔＬｙ ＝ ＭＡＸ（Ｙａｓｉ） ｉ ＝ １，２…ｍ
ΔＬ ｚ ＝ ＭＡＸ（Ｚａｓｉ） ｉ ＝ １，２…ｍ

　 　 通过线偏差便可计算出体目标角闪烁角度瞬时值：

Δφｙ ＝
ΔＬｙ

ΔＲ

Δφｚ ＝
ΔＬｚ

ΔＲ
　 　 考虑到角闪烁的信号带宽，为了更加真实的模拟角闪烁噪声，可在已得角闪烁角度瞬时值的基础

上经过低通滤波器和正态分布随机数，得到最终的体目标角闪烁噪声：

Δφｙ ＝
ΔＬｙ

ΔＲ
∗

１
ａｓ ＋ １

∗σ（０，１）

Δφｚ ＝
ΔＬｚ

ΔＲ
∗

１
ａｓ ＋ １

∗σ（０，１）

１．２　 ＲＣＳ 起伏模拟方法

假设 Ｘｄ、Ｙｄ、Ｚｄ、Ｘｍ、Ｙｍ、Ｚｍ 分别为导弹和目标在发射坐标系下的三个位置分量。 可计算出发射坐

标系下的弹目相对位置和弹目相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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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Ｘｍｄ ＝ Ｘｍ － Ｘｄ

ΔＹｍｄ ＝ Ｙｍ － Ｙｄ

ΔＺｍｄ ＝ Ｚｍ － Ｚｄ

ΔＲｍｄ ＝ ΔＸ２
ｍｄ ＋ ΔＹ２

ｍｄ ＋ ΔＺ２
ｍｄ

　 　 将弹目相对位置从发射坐标系向目标固联坐标系转换：
ΔＸＴ

ｔ

ΔＹＴ
ｔ

ΔＺＴ
ｔ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Ｌ（ψｍ，ϑｍ，γｍ）

－ ΔＸｍｄ

－ ΔＹｍｄ

－ ΔＺｍｄ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其中，目标姿态角加入了章动和自旋，即在姿态角上叠加了幅值为 Ａϕ 频率为 ｆ 的章动角：
ϑｍ ＝ ϑｍ ＋ Ａϕｃｏｓ（２πｆｔ）
ψｍ ＝ ψｍ ＋ Ａφｓｉｎ（２πｆｔ）

γｍ ＝ ２πｆｔ
　 　 利用目标固联坐标系下的弹目相对位置和弹目相对距离，可计算得出目标固联坐标系下的弹目视

线高低角和方位角：
ｑＴ
ε ＝ ａｒｃｓｉｎ（ΔＹＴ

ｔ ／ ΔＲｍｄ）
ｑＴ
β ＝ ａｒｃｔｇ（ － ΔＺＴ

ｔ ／ ΔＸ
Ｔ
ｔ ）

　 　 最后，通过实时解算得到的弹目视线角 ｑＴ
ε 和 ｑＴ

β，进行目标散射特性实测数据的插值计算，得到相应

时刻的 ＲＣＳ 值，即为考虑目标章动后的 ＲＣＳ 起伏值。

２　 复杂射频体目标多散射中心仿真控制模型建模

在半实物仿真验证试验中，仿真系统需要为高分辨导引头模拟目标的多散射中心电磁环境。 该环

境需表征导弹和目标的多散射中心间实时动态变化的相对运动关系和导引头探测到的实时动态变化

的电磁特性。 因此需要开展基于目标散射特性数据模型的复杂射频体目标动态观测模型研究，以及复

杂射频体目标多散射中心散射特性动态仿真控制模型建模。 通过在仿真计算机上实时解算得到复杂

射频体目标多散射中心模拟的动态控制参数，控制射频目标模拟系统实现制导仿真所需的动态射频体

目标多散射中心模拟，实现高分辨射频成像仿真，支撑宽带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
２．１　 复杂射频体目标动态观测模型

复杂射频体目标多散射中心模型是基于雷达波束照射方向进行建模。 多散射中心与照射波束的

关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等效散射点在目标固联坐标系中位置固定、数量固定、ＲＣＳ 由照射波束方向确

定；另一种是等效散射点在目标固联坐标系中的位置、数量、ＲＣＳ 均随照射波束方向变化。
一般具有跟踪定向装置的导引头，在目标跟踪过程中，其发射天线的指向与弹目视线的夹角较小，

一般不超过 １ 度。 因此本文采用弹目视线代替天线指向进行多散射中心模型计算。 即建立导弹对目标

的观测角计算模型，进行多散射中心模型计算，从而得到等效散射点数量、等效散射点在目标固联坐标

系中的位置及 ＲＣＳ。
目标观测角定义为：目标与导弹连线在目标固联坐标系下的方位角、俯仰角，记为 ψｖ、θｖ。
设导弹位置为 ｘｄ、ｙｄ、ｚｄ，目标中心位置为 ｘｍ、ｙｍ、ｚｍ，目标姿态角为 ϑｍ、ψｍ、γｍ，发射坐标系到目标固

联坐标系的转换矩阵为 Ｌ（ψｍ，ϑｍ，γｍ），通过坐标转换运算可得目标观测角：

Δｘ
Δｙ
Δｚ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 Ｌ（ψｍ，ϑｍ，γｍ）·
ｘｄ － ｘｍ

ｙｄ － ｙｍ

ｚｄ － ｚｍ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ψｖ ＝ ｔｇ －１（ － Δｚ ／ Δ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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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ｖ ＝ ｔｇ －１（Δｙ ／ Δｘ２ ＋ Δｚ２ ）
　 　 由此，可进行多散射中心模型计算，得到此观测角下的目标等效散射点数量、等效散射点在目标固

联坐标系中的位置及 ＲＣＳ。
２．２　 复杂射频体目标多散射中心动态仿真控制模型

为了实现上述体目标动态的电磁环境模拟，需控制射频目标模拟系统，进行目标多散射中心与导

弹的角位置关系模拟，以及各点幅度、距离和多普勒频率的模拟。
为此，需要将目标固联坐标系下多散射中心与导弹之间的弹目视线角转换到发射坐标系，再转换

到实验室坐标系下，控制射频目标模拟系统。
设目标有 ｎ 个多散射中心，多散射中心在目标固联坐标系下的分布位置为［Ｘｍ Ｙｍ Ｚｍｉ］ ｉ ＝ １，２，…ｎ，

导弹在发射坐标系下的位置为 Ｘｄ，Ｙｄ，Ｚｄ，发射坐标系下的目标姿态角为 ϑｍ、ψｍ 和 γｍ，发射坐标系到目

标固联坐标系的转换矩阵为 Ｌ（ψｍ，ϑｍ，γｍ）。
目标的多散射中心分布位置从目标固联坐标系转换到发射坐标系：

Ｘｍｆｉ

Ｙｍｆｉ

Ｚｍｆｉ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ＬＴ（ψｍ，ϑｍ，γｍ）
Ｘｍｉ

Ｙｍｉ

Ｚｍｉ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ｉ ＝ １，２，…ｎ

　 　 发射坐标系下目标的多散射中心与导弹之间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距离为：
ΔＸ ｆｉ

ΔＹｆｉ

ΔＺ ｆｉ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Ｘｍｆｉ

Ｙｍｆｉ

Ｚｍｆｉ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Ｘｄ

Ｙｄ

Ｚｄ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ｉ ＝ １，２，…ｎ

ΔＲ ｉ ＝ ΔＸ２
ｆｉ ＋ ΔＹ２

ｆｉ ＋ ΔＺ２
ｆｉ ｉ ＝ １，２，…ｎ

　 　 由此可得发射坐标系下目标的多散射中心与导弹之间的弹目视线角为：
ｑεｆｉ ＝ ａｒｃｓｉｎ（ΔＹｆｉ ／ ΔＲ ｉ）

ｑβｆｉ － ａｒｃｔａｎ（ － ΔＺ ｆｉ ／ ΔＸ ｆｉ） ｉ ＝ １，２，…ｎ
　 　 最后将发射坐标系下的多散射中心弹目视线角 ｑεｆｔ、ｑβｆｉ转换到实验室坐标系下，控制射频目标模拟

系统，实现目标多散射中心与导弹的位置关系模拟。
设目标各散射中心的散射截面积为 ＲＣＳ ｉ（ ｉ＝ １，２，…ｎ）。
由此得到各散射中心 ＲＣＳ 起伏功率衰减为：

Ａｍｐ ｉ ＝ １０∗ｌｇ（ＲＣＳ ｉ ／ ＲＣＳ０） ｉ ＝ １，２，…ｎ
　 　 各散射中心的回波延时为：

ＲＦ＿ｔｕｏ ｉ ＝ ２∗ΔＲ ｉ ／ Ｃ － ＲＦ＿ｔｕｏ０（ ｉ ＝ １，２，…ｎ）
　 　 多普勒频率为：

ＲＦ＿ｆｄ ＝ ２∗ΔＲ̇ ／ λ
　 　 其中，ＲＣＳ０ 为等效散射截面积模拟基准，ＲＦ＿ｔｕｏ０ 为仿真系统固有延时，Ｃ 为光速，ΔＲ̇ 为弹目相对

速度，λ 为发射信号波长。
上述公式中计算得到的目标各散射中心的视线角、功率衰减、回波延时和多普勒频率，作为复杂射

频体目标多散射中心模拟的动态控制参数，控制射频目标模拟系统，实现制导仿真所需的动态射频体

目标多散射中心回波信号模拟。

３　 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系统构建

３．１　 仿真系统构建

结合某背景型号需求，构建了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系统。 图 １ 为试验系统结构框图。
９１



该半实物仿真系统主要由仿真设备和参试弹上设备组成。 仿真设备主要包括仿真计算机、模拟发控 ／遥
测计算机、三轴飞行转台、毫米波目标模拟系统等。 参试弹上设备包括高分辨毫米波导引头、弹上信息

处理器和惯性测量装置等。

图 １　 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系统

仿真计算机是半实物仿真试验的核心控制设备，其主要实现模型计算、时间调度、接口通信、仿真试

验的人机交互等。 模拟发控 ／遥测计算机用于仿真试验时模拟发控系统完成弹地通讯，模拟遥测系统采

集弹上信息处理器数字遥测量。 三轴飞行转台用于模拟导弹飞行姿态运动。 毫米波目标模拟系统由毫

米波信号源和阵列馈电系统组成，毫米波信号源可以模拟高距离分辨体制的目标信号，通过阵列馈电

系统为安装在转台上的高分辨毫米波导引头提供逼真的目标辐射和视线运动环境。
３．２　 仿真试验验证

基于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系统开展了半实物仿真验证试验。 以某型靶机为例，建立了

多散射中心统计模型和仿真控制模型。 图 ２ 为考虑体目标角闪烁噪声的弹目视线角，图 ３ 为等效 ＲＣＳ

图 ２　 考虑体目标角闪烁噪声的弹目视线角

图 ３　 等效 ＲＣＳ 散射中心信号功率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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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中心信号功率衰减，图 ４ 为多散射中心动态仿真控制参数。 图 ５ 为目标测量角偏差。

图 ４　 多散射中心动态仿真控制参数

　 　 　

图 ５　 目标测量角偏差

由仿真结果可见，该系统有效实现了复杂射频体目标多散射中心的模拟，半实物仿真系统建模合

理，高分辨射频成像技术和实时半实物仿真系统构建正确可行，可满足背景型号对目标探测的需求。

４　 结论

针对宽带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需求，本文开展了复杂射频体目标散射特性统计模型建

模研究，包括体目标角闪烁建模和 ＲＣＳ 起伏模拟研究，以及基于目标散射特性数据模型的复杂射频体

目标多散射中心仿真控制模型建模，并构建了高分辨射频成像制导半实物仿真系统，进行了半实物仿

真验证试验，为宽带高分辨射频制导技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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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高精度毫米波目标阵列技术

石彬，金从军，马静，程龙

（航天系统仿真重点实验室，北京仿真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５４）

摘要：宽带、高精度毫米波目标阵列技术，通过选择合理的阵列天线单元间距，目标阵列近场

效应误差进行修正，采用创新方法对天线馈电路径幅相不平衡的实时补偿，实现宽带毫米波目标

阵列角位置高精度控制，提升射频仿真系统高精度、瞬时宽带目标模拟性能。
关键词：宽带 毫米波 阵列

引言

随着防空导弹武器的发展，其拦截目标具有飞行速度更高、雷达反射截面更小、目标体积更小

的特性。 为了给新型武器系统提供更加可靠且逼真的仿真环境，仿真的射频环境尽可能的具有在

试探测器所遇到的多种情况的能力。 在射频仿真系统中，最早实现的射频环境模型，通常是把散

射体处理为依赖姿态角变化的一些点源，对于连续被或低分辨率的探测器，这种模型用来求脱靶

距离，一般来说已经足够了，并能有效的应用于对研制的或外场使用的干扰机电子干扰和反电子

干扰性能的评价。 主动探测器迅速的发展，迫切的需要研制和实现高分辨率的逼真模型，因为这

种探测器在距离、角度和多普勒方面都具有高分辨率，并在末段降低角闪烁方面有先进的算法。
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射频仿真系统应具备高精度、瞬时宽带目标模拟能力。

１　 目标阵列馈电技术原理

为满足角闪烁以及复杂目标特性的模拟需求，采用阵列式目标模拟方法，即采用将三元组三

个天线辐射信号合成为一个等效目标、控制三元组三个天线辐射信号相对幅度从而控制等效目标

在三元组中位置的方法模拟目标的角运动。 阵列式模拟方案通常采用三元组形式如图 １，即相邻

的三个天线处于等边三角形，即三元组的顶点上，如果三个天线的辐射信号相干且间隔小于探测

器的角分辨率，则三个天线的辐射信号在被测雷达天线口面上形成一个合成等效的辐射场，其相

位不是球面，因此可以对相位波前的倾斜进行控制，方法是控制三个天线辐射信号的相对幅度和

相位，即通过精位控制分系统中程控衰减器和程控移相器分别控制三个天线辐射信号的相对幅度

和相位，可以实现等效辐射中心在三元组内的角位置运动。

图 １　 三元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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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辐射源俯仰角和方位角几何示意图

三个天线方位角分别为 ψ１，ψ２，ψ３，俯仰角分别为 θ１，θ２，θ３。 如果各天线的排列相对于观测

点的俯仰角和方位角满足如图 ２ 所示的几何关系，进行角位置控制时，先将三个天线的相位配平，
则模拟目标角位置就在三个天线振幅重心上，如式 １ 所示

ψ∗ ＝ ψ１Ｅ１ ＋ ψ２Ｅ２ ＋ ψ３Ｅ３
Ｅ１ ＋ Ｅ２ ＋ Ｅ３

θ ＝ θ１Ｅ１ ＋ θ２Ｅ２ ＋ θ３Ｅ３
Ｅ１ ＋ Ｅ２ ＋ Ｅ３

Ｅ１ ＋ Ｅ２ ＋ Ｅ３ ＝ １
Ｐｈ１ ＝ Ｐｈ２ ＝ Ｐｈ３ （１）

　 　 式中： （ψ，θ）————合成信号的坐标；
（ψ１，θ１）， （ψ２，θ２）， （ψ３，θ３）————分别为三元组三个天线的坐标；
（Ｅ１，Ｅ２，Ｅ３）————分别为三元组三个辐射信号的振幅；
（Ｐｈ１，Ｐｈ２，Ｐｈ３）————分别为三元组三个辐射信号相位 。
在三路射频信号相位相同的条件下，三元组辐射天线等效能量辐射中心的俯仰角 θ 和方位角

ψ 除决定于各辐射天线的俯仰角和方位角外，还与各辐射源的幅度大小有关系。 在辐射天线与观

测点的相对位置固定的情况下，改变各辐射源幅度的大小，即可改变等效能量辐射中心的位置，实
现仿真目标在三元组天线围成的区域内运动。

由几何关系可知，ψ１＝θ１＝ ０，ψ２＝ ０．５，θ２＝ ０，ψ３＝ １， θ３＝ ０，则式（１）可写为

Ｅ１ ＝ １ － φ － θ
２

Ｅ２ ＝ θ

Ｅ３ ＝ φ － θ
２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ü

þ

ý

ï
ï
ï

ï
ï
ï

（２）

　 　 在实际应用中目标往往作范围的运动，即要求大视场，而一个三元组不能满足目标角运动的

大视场需求，通过采用多个三元组拼接的方式实现阵列式模拟器的大视场如图 ３ 所示，而三元组

的选定是依靠开关矩阵，即粗位控制分系统中的开关矩阵切换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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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多三元组阵列原理图

２　 宽带、高精度的目标阵列技术

探测器是以增大信号带宽为代价实现距离高分辨的，在宽带条件下，难以保证三个天线馈电

路径的幅相特性的一致性，因而难以保证阵列式模拟器的角位置模拟精度。 目前的雷达探测器主

要是窄带信号，是通过在工作频率上对阵列进行校准实现高精度控制的。
影响阵列式目标模拟器精度的因素主要有：三元组天线单元的间距、三元组三个天线辐射信

号的相对幅度 ／相位控制精度、近场效应等。 根据这三个主要影响因素，拟采取如下的技术途径。
２．１　 选择合适的天线单元间距

理论上三元组天线单元的间距越小、阵列式模拟器的角位置精度越高，但为了避免天线间的

耦合影响，天线单元的间距是受限的、不能任意小，另外天线单元的间距越小，所需的天线数目越

多、天线阵列的馈电系统规模越庞大，造成系统过于复杂、难以维护、成本过高，因此需综合各种因

素选择合适的天线单元间距。
在三元组底边取中点坐标，即 ψ＝ ０．５，θ＝ ０，假设 Ｐｈ１＝Ｐｈ２＝Ｐｈ３＝ ０ 813 0 8 6 3 2，根据式（２）推出每组坐

标，所对应的三单元相对振幅 Ｅ１＝ ０．５、Ｅ２＝ ０、Ｅ３＝ ０．５，计算出 ２０ｌｇＥ１， ２０ｌｇＥ２，２０ｌｇＥ３，作为分析计

算无幅度控制误差和相位控制误差时输入条件。 设定△Ｅ、△Ｐ 为角位置控制时由于系统控制误

差引入的幅度控制误差和相位控制误差，分别计算每组坐标对应的 ２０ｌｇＥ１＋△Ｅ、Ｐｈ１＋△Ｐ 作为输

入条件时，所带来的角位置控制误差。
假设毫米波阵列单元天线间距为 ２４ 毫弧度，约合 １．３７５ 81308 6 3 2；计算频点选择 ３５．２ＧＨｚ。 角位置控

制误差计算结果如表 １。

表 １　 角位置误差计算结果（单元间距 ２４ｍｒａｄ，三元组底边中间）

序号 幅度误差△Ｅ（ｄＢ） 相位误差△Ｐ （度） 角位置误差（毫弧度）

１ ０ １５ ０．００００

２ ０．２ １５ －０．１３７９

３ ０．４ １５ －０．２７５７

４ ０．６ １５ －０．４１３６

５ ０．８ １５ －０．６４９２

６ １ １５ －０．７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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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幅度误差△Ｅ（ｄＢ） 相位误差△Ｐ （度） 角位置误差（毫弧度）

７ １．２ １５ －０．９４９４

８ ﹡ １．４ ﹡ １５ －１．００５２

９ １．６ １５ －１．２４７８

１０ １．８ １５ －１．３９６２

１１ ２ １５ －１．４５２０

假设毫米波阵列单元天线间距为 １２ 毫弧度，约合 ０．６８７５ 813086 3 2；计算频点选择 ３５．２ＧＨｚ。 角位置

控制误差计算结果如表 ２。

表 ２　 角位置误差计算结果（单元间距 １２ｍｒａｄ，三元组底边中间）

序号 幅度误差△Ｅ（ｄＢ） 相位误差△Ｐ（度） 角位置误差（毫弧度）

１ ０ 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２ ０．１ ２０ ０．０３４９

３ ０．２ ２０ ０．０６９８

４ ０．５ ２０ ０．１７２８

５ ∗１ ∗２０ ０．３４５５

６ １．５ ２０ ０．５１８３

７ ２ ２０ ０．６８９４

当单元间距选择 ２４ 毫弧度时，幅度控制误差在 １ｄＢ 以内，相位控制误差在 １５°，可实现角位置

精度 １ 毫弧度；当单元间距选择 １２ 毫弧度时，幅度控制误差在 １ｄＢ 以内，相位控制误差在 ２０°，可
实现角位置精度 ０．３ 毫弧度。 根据计算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天线间距越小，幅相控制精度相同的

情况下，实现的角位置控制精度越高。
目前仿真系统中所采用的幅度相位控制器件，为数字式程控器件，程控衰减器衰减值分辨率

和控制精度在 ０．１ｄＢ 量级，程控移相器相位分辨率 １０ 位即 ０．３６°，经过校准，其相位控制精度可达

１°量级，对于阵列角度模拟，幅度控制精度和相位控制精度远小于 １ｄＢ 和 １０°。 可以实现表 １ 和表

２ 中的控制要求。
２．２　 近场效应误差修正

阵列式模拟器的角位置控制方程是在角闪烁方程的基础作小角度近似得出的，这在以转台回

转中心为基准点来看，是足够精确的，但是由于存在费涅耳场效应，在实际尺寸的探测器口径面

上，相位波前的倾斜并不是很对称的，如果不加修正就会引起很大的目标位置误差，这就是阵列式

模拟器的“近场效应误差”。 本项目基于天线理论进行近场效应误差分析、计算，对目标位置进行

修正，以消除近场效应误差的影响。
利用电磁场互易定理和探测器天线以及目标阵列天线的电磁场分布，推导出探测器天线和、

差信号的方向图；由单脉冲和差信号比幅测角方式计算出探测器天线的到达角（方位角和俯仰角）
误差；将到达角误差在三元天线组振幅的方向上调整振幅幅值，使到达角误差趋于零。 此时，三单

元辐射信号上的振幅 Ｅ ｉ（ ｉ＝ １，２，３）为处于近场效应中的真实值，利用目标精准位置控制方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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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目标位置（Ｘ，Ｙ）。 该点的近场误差修正值（ΔＸＦ，ΔＹＦ），其中（ＸＦ，ＹＦ）为目标的预定值。

Ｘ ＝
Ｅ２

２
＋ Ｅ３

Ｙ ＝ Ｅ２

ì

î

í

ïï

ïï

（３）

ΔＸＦ ＝ Ｘ － ＸＦ

ΔＹＦ ＝ Ｙ － ＹＦ
{ （４）

　 　 将近场效应误差修正表中每个节点使用以上所描述的方法计算修正值，以表格形式存入计算

机内。 表格入口为（ＸＦ，ＹＦ），对应的修正值为（ΔＸＦ，ΔＹＦ）。 如果（ＸＦ，ＹＦ）不在节点上，可以采用二

维线性插值。 那么，在进行射频目标仿真时，目标在近场效应中的坐标值通过查表得到，即
Ｘ ＝ ＸＦ ＋ ΔＸＦ

Ｙ ＝ ＹＦ ＋ ΔＹＦ
{ （５）

２．３　 天线馈电路径幅相不平衡的实时补偿

阵列式模拟器是通过对三元组三个天线辐射信号相对幅度与相对相位的精确控制实现对等

效目标角位置的精确控制，由于高分辨雷达探测器探测信号是大带宽信号，要求阵列式模拟器在

大带宽条件下幅相特性一致，这在工程上实现上有很大的难度，故拟采用基于瞬时测频的实时补

偿技术，即事先在工作的大带宽内划分出若干小的带宽，认为在小带宽内阵列馈电系统的幅相特

性一致，对各小带宽条件下的阵列馈电系统按照以往的点频工作模式分别进行校准，形成相对应

的校准数据，在对阵列进行控制时，根据当前的工作频率选择相应的校准数据，实现对天线馈电路

径幅相不平衡的实时补偿。
在阵列馈电系统中，移相器、衰减器是系统中比较关键的器件，用于进行角位置控制时幅度、

相位控制。 由于移相器、衰减器的带宽特性使得在不同频率下移相器、衰减器特性会产生变化，这
就对频率快速变化的系统仿真带来了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目标幅度和角位置的模拟。 根据对移

相器、衰减器的频率特性参数的反复测试，在一定的频带范围内移相器、衰减器的参数变化很小，
可以满足系统仿真精度的要求。 因此，将频率变化频带划分为若干子频带，在每个子频带内中心

频点进行目标阵列校准，得到对应各个子频带的多套校准表格。 在试验过程中，根据目标角位置，
同时计算各个子频带的移相器、衰减器控制码，并将实时计算出的所有子频带控制码同时下载到

ＲＡＭ 中，通过瞬时测频码实时获得当前频率下的控制码，选择输出对应当前工作频率控制码，完成

控制。
由于目标阵列工作在瞬时宽带状态，采用天线馈电路径幅相不平衡的实时补偿技术，比较目

标阵列工作在点频状态，采用的传统目标阵列馈电方法而言，在目标角位置算法计算量和目标阵

列控制接口输出数据量两个方面，都增加了数倍，因此，新的宽带、高精度目标阵列馈电技术，即要

保证高精度又要实现实时控制，在控制算法和控制接口都需要相应的改进。
阵列馈电系统控制计算机通知主控计算机下发一个仿真周期的参数，并开始试验。 阵列馈电

系统的各个幅相控制字通过频率码引导输出。 同时，阵列馈电系统控制计算机进行下一个仿真周

期的计算与下载，如此往复，以确保试验正确进行。 系统由于要实现 ５００ＭＨｚ 捷变带宽内，瞬时带

宽 ５０ＭＨｚ 的信号仿真控制，故可将 ５００ＭＨｚ 频带按照 ５０ＭＨｚ 的瞬时带宽划分为 １０ 段，每段 ５０ＭＨｚ
进行控制表格的计算和下载，由接收到的毫米波目标仿真信号源的瞬时测频结果来选择实时分段

输出；系统工作在点频状态时，只输出第一段控制数据。 瞬时宽带控制接口如图 ４ 所示。
除了在控制数据输出接口上进行扩展外，传统的针对点频工作的目标角位置控制算法也应进

行功能扩展，当系统工作在瞬时宽带状态时，控制算法必须同时计算出针对不同频段的控制码，并
将所有控制码输出到接口的锁存器中，由瞬时测频码选择输出，算法的计算量和接口输出流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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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瞬时宽带控制接口示意图

较点频工作时，增加了 ８－１０ 倍，必须选择高性能控制计算机及高速总线接口，才能满足仿真实时

性要求。 控制算法流程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角位置模拟软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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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宽带、高精度毫米波天线阵列技术工程实现

宽带毫米波阵列馈电系统是毫米波仿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是模拟目标角位置运动。
毫米波阵列馈电系统的组成主要包括精位控制系统、粗位控制系统、毫米波辐射天线、计算机

控制系统和毫米波上变频器及本振与功分馈电组合组成。 系统组成框图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宽带、高精度毫米波天线阵列馈电系统构成

由毫米波目标仿真信号源输出的探测器目标及背景信号，进入毫米波阵列馈电系统中的精位

控制馈电系统。 首先，将输入信号分路为 Ａ、Ｂ、Ｃ 三支路和校准参考信号输出支路，信号在 Ａ、Ｂ、Ｃ
三支路中分别进行幅相控制，控制三支路输出信号的幅度和相位，使得目标仿真辐射信号在球面

阵上的天线阵列某个三元组中的角位置为所希望的角度位置；然后，通过粗位控制馈电系统对目

标仿真辐射信号到达的毫米波辐射天线单元（某个三元组天线）进行选通，选择所需要的球面阵上

的某个三元组进行毫米波信号辐射。 系统总共需要四个通道的精位控制馈电系统和粗位控制馈

电系统，分别对毫米波目标仿真信号源输出的四路探测器目标及背景信号的辐射角度位置进行馈

电控制，通过功率合成器将四路探测器目标及背景信号相应的 Ａ、Ｂ、Ｃ 三支路信号合成到对应的辐

射三元组天线处；最后，通过毫米波上变频器组合获得 Ａ、Ｂ、Ｃ 三支路中心频率为 ３５ＧＨｚ 的毫米波

信号，总共可以有四组这样的毫米波信号，输出给相应的毫米波辐射天线，通过微波暗室辐射到转

台上的被试毫米波探测器进行相关测试和试验。

４　 结束语

为满足武器系统对角闪烁以及复杂目标特性的模拟需求，开展了宽带、高精度天线阵列馈电

技术的研究工作，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分析和计算，通过初步的试验验证，采用多频段校准和宽带实

时近场效应修正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实现宽带高精度阵列角位置控制，满足高分辨武器系统试验

验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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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目标环境仿真误差分析及建模研究

张武龙１

（北京仿真中心航天系统仿真重点实验室，北京市，１００８５４）

摘要：针对射频环境目标仿真进行系统建模，运动学仿真部分对三轴伺服转台进行了系统建

模和模型校验，并对转台的系统各项误差进行了分析；暗室环境部分，借助光学反射定律，对暗室

进行了建模，分析了暗室内的微波反射情况，进而分析得出了暗室对仿真系统影响的误差结果；在
目标模拟部分，根据三元组定位原理分析了目标模拟角度误差，结合实测建立角度误差模型，同时

对多散射点模型并深入研究了距离离散误差。 通过建立六自由度 ＳＴＴ 导弹打靶仿真平台，将上述

三个部分误差带入制导控制回路中，得到具体仿真数据和理论数据，从而提高了对整个仿真系统

的可信度的评估，最终结果显示仿真数据有较高可信度。
关键词： 射频环境；目标仿真；误差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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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半实物仿真试验又称为硬件在回路的仿真试验，是导弹等武器研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制导控

制系统的研制、验证提供切实可行的验证手段。 以新型复合制导武器系统的研制需求为背景，针对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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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头的距离高分辨、目标回波信号在距离维成像的技术特点，针对射频环境下的目标距离扩展特性

仿真建模及校核，主要的建模对象包括仿真环境中的运动学仿真部分、射频仿真环境部分、射频目标模

拟部分进行了系统建模，分别针对其中的典型设备如三轴飞行转台、射频暗室、目标距离扩展阵列式射

频模拟系统等。 通过对射频仿真环境的建模及误差分析，为半实物仿真试验的置信度分析及评价奠定

了基础。

１　 运动学仿真设备建模及误差分析研究

在进行射频仿真试验中，参试的弹上设备主要有导引头。 为此需要为导引头提供运动环境。 一般

采用三轴飞行转台。 三轴飞行转台的引入必然带来系统的延迟，为此需要结合具体设备进行仿真建模

并进行误差分析，以便在进行系统分析时提供输入条件。
１．１　 原理分析及建模

三轴仿真转台的系统采用伺服控制系统，整个伺服系统由指令控制信号与反馈信号组成综合控制

信号，经过控制器，产生信号，驱动放大器，从而带动伺服阀进行运动，通过液压作动器至舵机轴输出［１］。
电液伺服系统控制原理图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电液伺服系统控制原理图

电液伺服机构主要由动力装置、液压油源回路和伺服控制电路三大部分组成［２］。
伺服信号发生器是伺服系统的指令装置，其作用是将指令信号转变为电压信号。

Δｕ（ ｓ） ＝ ｋ ｆ（δｃ（ ｓ） － δｔ（ ｓ）） （１）
　 　 其中，δｃ 为指令摆角，δｔ 为活塞位移对应的摆角反馈信号，ｋ ｆ 为反馈放大系数，Δｕ 为误差信号。

结合伺服阀及控制器的工作原理，电液伺服系统可以得到简化后线性伺服系统开环传递函数为

δ（ ｓ）
ｕ（ ｓ）

＝
Ｋｃ

ｓ ｓ２

ω２
δ

＋
２ξδｓ
ωδ

＋ １æ

è
ç

ö

ø
÷

（２）

　 　 其中，Ｋｃ 为系统前向总传动比，ωδ 为液压固有频率，ξδ 为液压相对阻尼系数。
针对液压伺服系统，在考虑参数摄动对系统影响的前提下，为方便进行研究，通常可以简化为二阶

模型。
１．２　 模型简化

通过对上节所建模型的分析，同时为便于仿真系统的分析应用，可采用典型二阶环节近似等效的

方法进行模型简化，如图 ２ 所示。

Ｇ（ ｓ） ＝ ω２

ｓ２ ＋ ２ζωｓ ＋ ω２ （３）

图 ２　 典型二阶环节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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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ζ＝
Ｋ１Ｋ２

２ Ｋ１

；

ω＝ Ｋ１ 。
图 ３ 给出了内框模型简化前后的频率特性与实测数据对比。

图 ３　 内框频率特性对比图（ζ＝ ０．６、ω＝ ４００）

１．３　 其他误差分析

飞行仿真转台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复现弹体姿态运动的物理效应设备，其功能是为导弹的姿态角

位置（导引头）或角速率的敏感部件（惯性测量装置）提供一个仿真工作环境，以考核导弹控制系统在接

入实物时的工作性能。 根据这种功能要求，转台应把导弹姿态运动信息一比一的传递给角位置或角速

率的敏感部件，这样，仿真转台才不受转台参与的影响。 然而实际的飞行仿真转台系统并非理想的姿态

运动转换器，由于各种不同因素的存在，它对外部的输入相应必然造成误差，从而对仿真精度造成影响。
对制导仿真精度有较大影响的除了幅相误差，还包括指向误差、速率稳定度误差、角度控制误差、轴系正

交误差、轴系偏移误差等，这些误差也可以通过误差建模、坐标变换等方式引入仿真系统中，以实现由于

转台误差引入带来的方针系统置信度评估的定量化研究。

２　 射频仿真系统建模

射频仿真系统由射频暗室（含吸波材料）、目标阵列及阵列馈电控制系统、射频信号生成系统、飞行

仿真转台、计算机及接口、监控台与记录显示设备、校准系统组成［３］。 目标阵列模拟目标运动轨迹并模

拟目标反射雷达信号，通过阵列天线进行辐射。 该信号被置于飞行仿真转台上的导引头装置接收，经过

信号处理经接口送入计算机进行解算。 解算得到制导指令，控制导弹做相应的动作跟踪目标，同时计算

机给出目标的运动指令，通过物理回路送入阵列馈电控制系统，控制模拟目标的运动，进而实现对目标

跟踪回路的模拟。［４］

２．１　 频环境建模及误差分析研究

射频环境建模及误差分析主要对射频暗室环境进行建模，分析环境带来的误差，为仿真系统误差

分析提供输入条件。
此模拟反射信号经过暗室墙壁反射、绕射和散射，这里对其进行了建模并分析内部的辐射路径，给

出了静区场强大小的数值计算方法，并通过积分计算得到了静区的接收到的总能量大小，为进一步分

析暗室环境对仿真系统产生的误差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针对不同的反射路径，由于路径距离不同，反射角度各异，因此发射端增益和接收端增益不同，吸波

材料的衰减系数也不相同的特点，给出了五条不同传播路径下的导引头接收端的功率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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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１ ＝
Ｐ ｚＧｚ（０）Ｇｒ（０）λ

２

１６π２ΔＲ２
１

ｅ ｊΔφＦｄ

Ｉ２ ＝
Ｐ ｚＧｚ（α２）Ｇｔ（β２）λ

２

１６π２ΔＲ２
２

ｅ ｊΔφ２Ｆｄ（２）Ｌ（ε２）

Ｉ３ ＝
Ｐ ｚＧｚ（α３）Ｇｒ（β３）λ

２

１６π２ΔＲ２
３

ｅ ｊΔφ３Ｆｄ（３）Ｌ（ε３） （４）

Ｉ４ ＝
Ｐ ｚ（α４）Ｇｒ（β４）λ

２

１６π２ΔＲ２
４

ｅ ｊΔφ４Ｆｄ（）４Ｌ（ε４）

Ｉ５ ＝
Ｐ ｚＧｚ（α５）Ｇｒ（β５）λ

２

１６π２ΔＲ２
５

ｅ ｉΔφ５Ｆｄ（５）Ｌ（ε５）

　 　 式中：Ｉ１，Ｉ２，Ｉ３，Ｉ４，Ｉ５ 分别表示直射、右侧面反射、左侧面反射、上侧面反射和底面反射时的接收端功

率；
Ｐ ｚ 为阵列天线辐射合成功率；
Ｇｚ（αｉ）为阵列天线辐射合成方向增益；
Ｇｒ（βｉ）为导引头天线接收方向增益；
λ 为导引头信号波长；
Δφｉ 为各路径的相位；
Ｆｄ（ｉ）为各路径的遮挡系数；
Ｌ（εｉ）为各路径吸波材料衰减系数（反射或绕射）；
αｉ 为阵列天线辐射合成方向与路径指向间夹角；
β ｉ 为导引头天线接收方向与路径指向间夹角；
ε ｉ 为各路径与吸波材料安装面铅垂线之间夹角；
ｉ ＝ １，２，３，４，５。
由于不同的吸波材料对微波的反射率不同，因此吸波效果也不一样。 不同的吸波材料的衰减率，使

得暗室的模型误差不同，最终导致模拟仿真的结果有所差别。 典型吸波材料的反射率值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吸波材料的反射率

入射角（°）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９０

反射率（ｄＢ） －４５．１８ －５０．５４ －４８．８４ －５１．７０ －５０．００

在对暗室环境进行建模分析时，也需要对雷达的测角原理进行建模并加入到射频仿真系统

中。 根据暗室静区的积分能量 ＱＡ、ＱＢ、ＱＣ、ＱＤ，并结合式比幅单脉冲测角体制可得方位角误差 Δφ
和俯仰角误差 Δθ 的仿真计算值为

Δφ ＝
（ＱＡ ＋ ＱＢ） － （ＱＣ ＋ ＱＤ）

ＱＡ ＋ ＱＢ ＋ ＱＣ ＋ ＱＤ

Δθ ＝
（ＱＡ ＋ ＱＣ） － （ＱＢ ＋ ＱＤ）

ＱＡ ＋ ＱＢ ＋ ＱＣ ＋ ＱＤ
（５）

　 　 从而分析暗室对制导控制系统引入误差的影响。
２．２　 射频目标角度模拟误差分析

工程上一般通过移相器尽量使三元组 ３ 个辐射单元的信号在转台回转中心处同相，由文献［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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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出以下结论：１，幅度误差对目标位置精度具有较大的影响，随着幅度误差的增大，幅度误差

对目标位置精度的影响也显著增大；２，相对而言，相位误差对目标位置精度的影响要小的多，故工

程上通过尽量减小幅度误差而允许存在一定的相位误差。
按照射频实验室条件：根据对角位置静态仿真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阵列式目标仿真系统视

线角仿真误差特性服从正态分布。
角位置模型结合不同频率下阵列系统校准数据，将得到正态分布均值和方差，代入到仿真中

来完整模拟射频暗室的误差影响。
φ２ ＝ φ１ ＋ Δφ
θ２ ＝ θ１ ＋ Δθ{ （６）

　 　 式中：фｉ、θｉ 为仿真机计算的阵列控制方位角和俯仰角指令；
φ２、θ２ 为实际阵列实现的方位角和俯仰角；
Δφ、Δθ 为正态分布随机量，均值为零，方差为 １ｍｒａｄ。
在将上述分析得到的信号加入到导引头模型中，各路径的处理模式，与导引头模型中对多路

径的处理模式一致。
在程序制导控制循环中的测角环节引入上述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如图 ４ 所示：其中 ｕ＝ ０，σ＝

１．

图 ４　 视线角误差分布函数

２．３　 距离拓展目标建模误差分析

高分辨率雷达下距离拓展目标体现出多散射点特性，其建模误差主要在于使用抽头延迟线来

模拟距离单元间隔时的离散化误差，某典型仿真系统参数：
• 抽头延时误差小于 ０．１ｎｓ；
• 信号之间的隔离度达到 ６０ｄＢ 以上；
• 抽头间隔 ０．５ｍ。
多个反射点之间距离在进行抽头延迟时只能离散化为最小间隔 ０．５ｍ 的倍数，必然会引起距

离拓展目标的建模误差，同时，抽头延迟本身也具有 ０．０３ｍ 的误差，且多次延迟的相加会让合成误

差进一步加大（此处假设抽头合成误差值线性叠加且所有单个误差均取最大值）；进而为雷达识别

目标引入误差。

３　 射频仿真系统误差模型在某导弹半实物仿真精度分析中的应用

本研究中使用的仿真模型是 ＳＴＴ 导弹的六自由度闭环仿真系统。 其仿真原理框图如图 ５ 所

示。
在图 ５ 中，设目标的初始坐标为 Ｒ ｔ ＝ ［１５００，０，０］ Ｔｍ，导弹初始坐标为 Ｒ ＝ ［０，１０００，０］ Ｔｍ。 导

引比 ｋ＝ ６。 目标初始速度为 ｖｔ ＝ ２７２ｍ·ｓ－１，导弹初始速度为 Ｖ ＝ ４００ｍ·ｓ－１。 目标作等速直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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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闭环系统仿真平台

动，初始弹道倾角 θｔ ＝ ６°，初始弹道偏角 ψｃｔ ＝ ６°。 经过仿真得到了目标与导弹的运动轨迹如图 ６ ～
所示。

图 ６　 目标与导弹运动轨迹

　 　 　

图 ７　 加入时目标轨迹

图 ８　 加入时导弹轨迹

　 　 　

图 ９　 加入误差时弹目轨迹

５　 结论

在射频仿真环境下，建立了目标运动环境、射频暗室、射频目标系统的建模并作了误差分析，
给出了定量的研究成果。 从定量结果分析了各个仿真环节中相关误差对导弹制导过程仿真的影

响，为实验室的选型、弹道仿真的置信度评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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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中国仿真大会专题

２０１８ 中国仿真大会在珠启幕 共同见证
“智能制造与仿真技术”未来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下，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第 ２７５ 场中国工

程科技论坛－智能制造与仿真技术论坛暨 ２０１８ 中国仿真大会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本

次大会由中国工程院主办，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中
国仿真学会、北京仿真中心、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这场为期两天的学术盛宴汇聚了

数百名行业大咖及参会嘉宾，面对面研讨“智能制造与仿真技术”的未来发展之路，推动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与仿真技术的紧密结合及创新发展。 本次大会高新区作为珠海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主平台和创新驱动主引擎，中国仿真学会与高新区和珠海格力集团分别签定了战略合作协议。

会议现场

一场学术盛宴三大项目落地珠海

此次大会可谓一场高科技学术盛宴，云集了众多顶级院士和专家，为大会增添权威性和专业

性。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左宁院士、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赵沁平院士、清华大学吴澄院士、北京交

通大学宁滨院士、百度公司技术委员会陈尚义理事长、香港大学黄国全教授等多位大咖为大会特

邀报告人，中国工程院二局高中琪局长、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学部范桂梅主任、珠海市政府副秘

书长蔡凌燕先生、珠海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苏虎先生为大会特邀嘉宾，约 ５００ 位参会嘉宾共享了本次

学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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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蔡凌燕先生致欢迎词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左宁院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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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赵沁平院士致辞

　 　 １２ 日上午大会开幕式由中国仿真学会副理事长，国防大学胡晓峰教授主持。 珠海市政府副秘

书长蔡凌燕代表珠海市政府致欢迎词，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左宁院士与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赵沁

平院士分别为大会致辞。

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苏虎先生和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赵沁平院士共同签署框架协议

８３



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赵沁平院士与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格力代表易晓明先生签署框架协议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格力代表易晓明先生与珠海横琴万琦威数字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及珠海岱钦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东海先生签署框架协议

　 　 签约环节，由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苏虎先生和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赵

沁平院士共同签署《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与中国仿真学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由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赵沁平院士与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格力代表易晓明先生签署《珠海格力

集团与中国仿真学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由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格力代表易晓明先生、珠海

横琴万琦威数字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及珠海岱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东海先生共同签署《珠海军

民仿真专家平台及产业基地项目》，该项目被《广东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十三五”规
划》列为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和重大项目载体。 在大会现场所有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之下，万众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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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三大签约项目圆满落地。

聚焦学术顶级院士发表专业领域报告

开幕式之后，大会特邀报告人展开了以“智能制造与仿真技术”为主题的学术交流。

清华大学吴澄院士作学术报告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左宁院士作学术报告

清华大学吴澄院士作了《对智能制造的几点认识》的学术报告。 首先，他给出了对智能制造的

理解，智能制造是当前的一个热点，不是一个新提法，但在今天有了新内涵；其次，他认为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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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需要提高与普及相结合，智能制造在制造业的各个层面都可以有所作为“立地”，新一代智

能制造是“顶天”，但也是“落地”的；第三，他指出了当前实施智能制造的一些关注点，例如智能产

品 ／智能装备的研发中的嵌入式系统、智能制造总装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工厂规划等；最后，吴院士

给出了智能制造将带来深远影响，即对物理世界的智能感知和认知将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人类生

活，人的社会分工将面临巨大的变化；社会治理（政府的、企业的）将从“定性”到“定量” 有质的提

高。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左宁院士作了《高性能计算机走向何方？》的学术报告，对高性能计算机

的发展驱动力、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现状、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趋势等三方面进行了阐述。 报告

中，她提到，提升运算速度是计算机发展的永恒主题，而科学工程应用是高性能计算机的首要驱动

力。 该技术将被广泛用于天体物理、地球科学、环境科学、航空航天、生命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

学、国防情报等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难题，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 因此，未来数据科学、人工智能

等新兴应用将成为高性能计算机的新引擎，并以我国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和国际最

快的超级计算机———ＩＢＭ ＳＵＭＭＩＴ 举例说明。

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赵沁平院士作学术报告

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赵沁平院士在大会上作了《相似计算：提高计算机系统的智商》的学术报

告。 报告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以及类比推理三方面介绍了人类思维，描述了计算机系统的类人

思维能力，以及计算机系统的一级智商、二级智商和三级智商（其中第三级智商是借助于人工智能

程序，使计算机具有类人思维能力），并简述了包括深度学习、神经网络以及数据挖掘在内的人工

智能算法以及提高计算机系统智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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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宁滨院士作学术报告

　 　 中国工程院宁滨院士在大会上作了《高速列车移动闭塞运行控制系统的原理与技术》的学术

报告。 在报告中，他分析了列车的大脑与神经系统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目前全世界的高速列车

运行控制系统都采用的是固定闭塞控制模式，为了进一步提高列车运行的安全性、效率和调度的

灵活性，下一代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包括高铁的运行控制系统，将会采用移动闭塞控制模式。 介绍

了高速列车移动闭塞运行控制系统的原理及实现该系统相关的关键技术。 对移动闭塞系统和固

定闭塞系统性能进行了比较，包括安全性和效率等主要指标。 对支撑移动闭塞系统的关键技术，
如车车通信、无人驾驶、智能感知和信息融合等技术也做了简介。

百度技术委员会陈尚义理事长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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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技术委员会陈尚义理事长在大会上作了《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的学术报告。 在报告中，
他分析了由于算法、数据和计算能力的驱动，人工智能近年来取得了飞跃发展，计算机视觉和听觉

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这些技术的集成和应用，直接促进了无人驾驶的兴起和发展。 本演讲介绍

了百度在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领域的战略，以及取得的最新成果。

北京仿真中心张晗作学术报告

香港大学工业与制造系统工程系黄国全教授作学术报告

北京仿真中心张晗代李伯虎院士在大会上作了《面向智能制造的高性能仿真计算机研究》的
学术报告，在报告中，解读了正在飞速发展的“新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并阐

释了智能制造的内涵及探讨了智能制造对建模与仿真技术的新挑战。 报告重点介绍了作者团队

已完成的面向智能制造高性能仿真计算机 １．０ 的研究成果，包括系统性能指标、总体框架、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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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及解决途径、应用试验验证、技术创新点、研究成果谱。 报告还给出作者团队正在研究的完全自

主可控的面向智能制造高性能仿真计算机 ２．０ 的研究目标、总体框架、关键技术、应用工程及技术

创新点。
香港大学工业与制造系统工程系黄国全教授在大会上作了《“零（去）仓储”智能制造系统》的

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分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大型企业不断努力实现“零库存”制造系统，
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实施制造系统中的仓储自动化，但是没有解决仓储在制造业只是不增值的

成本，仓储运作应该是越少越好。 本报告提出并介绍零仓储制造系统的构思和实现这一理想的智

能物联网关键技术。 零仓储制造系统采用新型物料存储运送系统，在不同的环节保留必要的物料

库存，并通过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人机物时空服务，达到各环节间的高度联动。

专题分会场精彩纷呈

１０ 月 １３ 日， 大会举办了以产学研对接会场、医疗器械智能制造技术与仿真、智能仿真优化与

调度、军事训练与仿真技术、仿真技术与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实践为主题的 ５ 个专题分会

场和 １ 个青年科学家论坛，汇聚 ６００ 余人。 本次会议还举办了为期两天的成果展览会，为现场云集

的大咖和参会嘉宾创造一个交流平台，集思广益突围“智能制造与仿真技术”的发展困境，诠释一

个开放仿真平台的现状和未来。

医疗器械智能制造技术与仿真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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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分会场

军事训练与仿真技术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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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技术与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实践分会场

青年科学家论坛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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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现场

华如公司介绍自主产品

众会科技介绍自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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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技术硕果累累见证科研成果的进步

展览会现场

本次展览会全面贯彻落实打造创新创业驱动力的国家战略，紧跟科技创新发展趋势，聚焦国

内仿真技术应用领域，为仿真行业搭建一个展示发展水平、促进技术交流、扩大行业合作、提高品

牌及企业知名度的平台。 展览会期间迎来了许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参会，现场参展产品涉及航空航

天、工程制造、生命科学、社会生活、文化娱乐、军事等多个领域。 现场展示高尖端仿真技术的产品

让场内的嘉宾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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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智能制造技术与仿真分会场报道

１０ 月 １３ 日，作为该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生命系统建模仿真专业委员会承办、医疗仿真专

业委员会协办的第一分会场“医疗器械智能制造技术与仿真”顺利召开。 分会场由生命系统建模

仿真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大学费敏锐教授主持，并代表承办单位向各位与会代表和来宾表示热

烈欢迎，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全国各界 ６０ 余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费敏锐教授主持会议

９４



第一分会场主要但不限于以医疗器械智能制造技术与仿真为主题，聚集了诸如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国家名师师丽教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智慧城市研究室主任胡金星、华东理工大学

顾幸生教授、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荣起国副教授、华东理工大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颜

学峰教授、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学院自动化系徐昱琳副教授等知名学者及相关领域领军

人物，就类脑智能及智能模拟、医疗器械、智能制造、３Ｄ 打印技术与仿真等方面进行了热烈交流，并
分享相关领域颠覆性技术及未来发展方向。

师丽教授主要介绍了课题组当前在信鸽离顶盖视感知通路上第一锋电位延时，显著性表征等

神经机制研究方面的进展。 胡金星研究员从虚拟地理环境 ＶＧＥ 的多维建模及可视化表达出发，
给出了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若干时空大数据应用案例，包括交通大数据、数字消防、数字管线等。 顾

幸生教授全面介绍了各位智能进化方法，并针对复杂流程工业企业组织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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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不确定性，报告了流程工业生产计划与调度新进展。 荣起国副教授介绍了提出 ３Ｄ 打印多孔

人工假体的设计与优化，以更好地适应患者个性化的需求。 颜学峰教授报告了基于数据驱动的大

规模石油化工过程分散监测方法，监测效果明显提升。 徐昱琳副教授所报告的内容主要面向医院

病房、社区及养老院的巡诊需求，研究远程医疗巡诊服务机器人在医院病房复杂环境的自主定位

与导航等关键技术，医生可通过巡诊服务机器人对患者病情进行远程监护和实时诊断。

报告人分别作学术报告

此次会议从多个侧面展示了国内从事生命系统、受生命系统启发的系统、医疗器械仿真研究

及应用的专家、学者及广大科技工作者近几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及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与会代表就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助于进一步促进该交叉学科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有助于推动国内仿真技术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本次会议顺应和对接全球科技革命和新

兴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加强医疗器械的基础前沿研究，发展医疗器械“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新
工具、新技术”，为推动医疗器械及智能制造领域的发展营造环境。

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下午举行了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成立了优秀论文评审小组，华东理工大学

顾幸生教授担任组长，组员有清华大学师丽教授、华东理工大学颜学峰教授、北京大学荣起国副教

授、上海大学孙鑫副教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杨之乐助理研究员、南通大学王建平讲

师。 交流论文涉及面广、选题新颖，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实际应用，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各
会场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气氛。 最终经过大会评奖小组提名、评审，中国科学院余世干等 ５ 篇论文

获得大会“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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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分会场报道

　 　 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分会场报告会于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８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

４０１Ｂ 会议室举行，由中国仿真学会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专委会、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共同承办，来自

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研究生共计 ６０ 人出席了会议，报告会现场座无虚席。

报告会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场，每个半场有 ５ 个报告（共计 １０ 个报告），由智能仿真优化与

调度专委会主任邢立宁研究员主持。 报告内容主要围绕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领域的前沿问题、最
新成果及实际应用等展开，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仿真技术与优化调度的紧密结合与创新发展。

报告 １：鸽群智能行为仿真和优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段海滨教授介绍了一种新的仿生智能

算法－鸽群优化算法，并阐述了该交叉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研究进展。

段海滨教授作学术报告

报告 ２：智能仿真优化与调度及其关键问题。 清华大学王凌教授介绍了智能仿真优化的原理、
步骤以及集成优化的框架与核心环节，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角度阐述若干关键问题，并阐述

了若干理论方法及其在调度应用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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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凌教授作学术报告

　 　 报告 ３：协作学习与优化理论与方法。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公茂果教授介绍了计算智能中的协

作学习与优化理论及方法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以及最近取得的一些研究进展。

公茂果教授教授作学术报告

报告 ４：载人空间站运营任务规划与调度技术。 国防科技大学罗亚中教授系统介绍了围绕我

国空间站工程需求而开展的智能规划与调度技术研究进展，包括统一建模方法、智能全局优化方

法、实时规划调度方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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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亚中教授作学术报告

　 　 报告 ５：进化计算与应急资源调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刘静教授介绍了多种进化算法在优化

应急资源调度问题上的应用，包括单目标进化算法、多目标进化算法，也包括不同类型的应急资源

调度。

刘静教授作学术报告

报告 ６：网络化智能制造中的人工智能问题。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张文生研究员介绍了

网络化智能制造中人工智能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网络化制造在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方面的新机遇、
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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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生研究员作学术报告

　 　 报告 ７：城市计算与城市大脑的一些思考—仿生学、唯一分解定理、素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校长郝志峰教授介绍了城市神经系统感知体系，高阶张量模式认知模型和因果量化决策理论等三

个不同的模型，及其在智慧城市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长郝志峰教授作学术报告

报告 ８：带有竞争关系的双代理流水车间调度问题研究。 南京林业大学白丹宇教授介绍了双

代理流水车间调度问题的背景和模型，以及在近似算法与精确算方面的研究进展。

学白丹宇教授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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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９：区块链发展趋势与应用。 中山大学郑子彬教授系统地介绍了区块链概念及其重要性、
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比特币概念等基本知识，并阐述了区块链的一些典型应用案例及相关的研究

工作。

郑子彬教授作学术报告

报告 １０：基于智能仿真优化的软件测试用例自动生成算法。 华南理工大学黄翰教授介绍了自

适应评估函数策略和关联矩阵策略，及其在差分进化算法上的应用，阐述了该策略在软件测试用

例自动生成算法上的应用。

黄翰教授作学术报告

与会者就专家的报告内容以及相关的研究热点进行了提问，并就一些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与交流，报告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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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中国仿真大会军事训练与仿真技术
分会场成功举办

“军事训练与仿真技术”分会场由空军指挥学院毕长剑教授主持，国防大学马亚平教授、国防

科技大学邱晓刚教授、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游雄教授、陆军工程大学张宏军教授、海军指挥

学院刘苏洋教授、北方信息控制研究院侯磊研究员、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徐文元高工、北
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柯博士 ８ 位军事训练与仿真领域的专家进行了精彩的主题报告，来自

军队院校、科研院所、国防工业企业等单位近 １００ 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毕长剑教授担任分会场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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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云集众多专家学者）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游雄教授作了《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研究进展》的学术报告。 信

息化条件下的战场环境具有陆、海、空、天多维空间一体，地理、气象、海洋、电磁、网络、核生化多元

要素融合的特点，对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提出了新的挑战。 报告从概念、方法和应用三个方面回

顾我军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的发展历程，讨论战场环境建模与精度评估方法、虚拟战场环境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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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研究现状，分析战场环境建模与仿真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游雄教授作学术报告）

国防科技大学邱晓刚教授作了《作战实验体系化与军事领域仿真工程》的学术报告。 联合作

战方案与战法、作战指控、作战行动、装备作战运用等方面的探讨、研究与分析均需要作战实验支

撑，联合作战实验需要体系化的作战实验支撑。 报告在讨论作战实验需求的基础上，介绍作战实

验体系化的含义、目标、要求、思路和涉及的技术，提出军事领域仿真工程是高效进行体系化作战

实验的基础，并从共享仿真活动的成果、增加领域仿真活动有序性的角度，重点对军事领域仿真工

程需要开展的工作进行了分析。

（邱晓刚教授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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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信息控制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仿真系统事业部主任侯磊研究员作了《基于智能的对抗仿

真系统设计》的学术报告。 我军对抗仿真系统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面临极大挑战，尤其是来

自智能化的挑战，如何理解智能化带来的意义，推进智能化关键技术研究，成为对抗仿真系统建设

必须面对的问题。 报告介绍了近年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革新，分析了对抗仿真

系统发展存在的智能化难题，并结合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和设想，探讨对抗仿

真系统智能化发展的方向。

（侯磊研究员作学术报告）

（张柯博士作学术报告）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张柯博士作了《仿真中的交互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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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 ＣＧＦ 建模及 ＬＶＣ 互联集成》的学术报告。 仿真中的交互问题既包括传统的分布式交互仿真

所涉及的系统间的交互，更包括模型间的交互，模型间的交互与建模方法密切相关，报告分析了实

体内模型间交互和实体间模型交互、显式交互与隐式交互、确定型交互与不确定型交互、模型交互

与模型服务化等问题。 此外分布式交互仿真的系统间交互应用在 ＬＶＣ 类特定的人在回路和硬件

在回路所提出的对交互的要求，以及由系统间交互所引申出的模型与想定、模型与人机交互界面、
模型与外部数据存储等都可以归为仿真中的交互问题。 针对这些仿真中所涉及交互问题的统一

设计，有利于构建更富于弹性、更稳健、更灵活的仿真系统，促进仿真系统的工程化实用化。
海军指挥学院刘苏洋教授作《海军作战训练系统及展望》的学术报告。 报告中首先介绍了海

军作战训练的分类，各种训练分类的训练对象、内容、采用的形式和方法；进一步分析了海军训练

所用到的训练信息系统的分类以及各种训练系统的用途、功能和基本组成；针对我军目前训练信

息系统建设的现状，最后对我军训练信息系统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刘苏洋教授作学术报告）

国防大学马亚平教授作了《军事训练模拟仿真的应用与特点》的学术报告。 军事训练信息

系统的应用对象是人，不是“物”，是所有类型的“仿真”中最具特色、最有活力，难度也最大的军

用仿真类型。 军事训练是由“训”和“练”两部分人员共同完成的活动，军事训练系统也必然由

“导调控制”和“作业练习”二个相互联系而各具功能的部分构成，缺一不可。 训练严于作战，训
练难于作战、训练高于作战是军事训练的基本要求，不能用“战训一致”来降低军事训练模拟仿

真的要求。

１６



（马亚平教授作学术报告）

　 　 陆军工程大学张宏军教授作了《军事训练大数据建设与应用》的学术报告。 报告从三个方面

论述训练数据建管用的关键技术和应用情况：一是军事训练管理对数据资源建设的需求，目前该

领域数据资源的组成和特点。 二是军事训练管理数据资源的建设和应用的关键技术，介绍在数据

资源建设过程中开展的理论研究、系统开发和综合运用成果。 三是针对在数据资源建设过程中面

临的“需求模糊、数据孤岛、安全第一、人才短缺”等问题。

（张宏军教授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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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徐文元高级工程师作了《基于部队行动方针的战役指挥训练系

统研究》的学术报告。 战役级指挥员的实战化训练涉及的作战要素繁多、关系繁杂，存在组织协调

难，经费开销大，且受政治因素影响，难以频繁开展，导致指挥作业成果难以得到全面、系统的评

价，难以达成实战化要求。 借助仿真技术，通过模拟每个作战要素在不同作战阶段的行动、状态、
相互关系，对地理气象、电磁等战场环境的影响，以及在蓝军对抗条件下采取的系列对抗行动等，
以虚拟兵力代替实际兵力执行战役指挥机关决策，并通过灵活的初始态势设置、导调控制，有意识

地设危局、布险局、摆残局、出僵局，全方位的评估作战方案可能存在的优劣，辅助考核评价战役指

挥机关的指挥能力和决策能力，达成指挥战役级指挥员实战化训练要求。

（徐文元高级工程师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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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 ３Ｄ 打印教育高峰论坛成功召开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第二届 ３Ｄ 打印教育高峰论坛暨仿真技术与人工智能在中小学的应用研讨

会在珠海圆满闭幕。 原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刘诗海、首都师范大学樊磊教授、
常州市天宁区教师发展中心管雪沨主任出席了会议。 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广东、重庆、河南、山
东等地的教育代表和行业代表约 １００ 人参加了会议。

参会代表合影

会议现场

３Ｄ 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刘诗海首先向大会作了《教育装备发展与应用》专题报告，从教育装

备、学校教学、技术发展及教师专业成长等角度阐述了发展过程和工作目标，并提出了教育装备的

建议。 樊磊教授从教育信息化 ２．０、相关课程标准、智慧教育等方面解读了人工智能的意义，在学

科课程中的地位以及在教育信息化中的支撑作用，也为人工智能进学校、人工智能进课堂提出了

具体建议和方案。
来自北京的高勇老师、江苏的管雪沨老师、重庆的曾维义老师、徐州的朱强老师、山东的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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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广东的高伟光老师、秦峰老师分别就传统文化、推广应用、编程 ３Ｄ、地方课程、农村教育、激光

切割技术等方面交流了 ３Ｄ 建模、３Ｄ 打印及人工智能方面的经验。
大会内容丰富、案例生动，从各个方面为全国推进人工智能和 ３Ｄ 打印教育提供了真实有效的

经验，受到与会代表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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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中国仿真大会之“青年科学家论坛”
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

在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和中国仿真学会的支持下，“青年科学家论坛”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行，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段伟和赖李媛君共同主持会议

本次学术会议作为 ２０１８ 中国仿真大会的分会场之一，由入选“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的六名青

年学者共同举办，邀请国内相关领域资深专家作报告。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高林副研究员，中
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龚建华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韩晓光研究助理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自动化学院任磊副教授，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青年长江学者、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梁玉成教授，长沙理工大学电气学院莫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与仿真中心李伟副教授，武汉

理工大学徐文君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祝乔教授应邀作会场报告。 出席本次学术研讨会议的还有国

内多所研究机构和院校的专家和学者。
会议由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段伟和赖李媛君共同主持，首先由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

高林副研究员作“深度三维变形学习”的学术报告，讲解了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三维模型数据分

析、数据驱动的变形与重建方法、基于变分自编码器网络的三维模型全局变形分析、基于稀疏卷积

网络的三维模型局部变形分析等相关研究工作。 接下来，邀请龚建华教授作“虚拟地理环境与虚

实融合实验研究进展”学术报告，介绍了 ２０ 年来虚拟地理环境技术应用的发展，以学校、地铁等室

内人群疏散为例，讨论虚实融合地理实验的驱动力理论和方法，以及在青少年科普教育、灾害应急

演练等方面的应用。 韩晓光研究助理教授介绍了 ＤｅｅｐＳｋｅｔｃｈ２Ｆａｃｅ 系统，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到

基于草图的人脸建模，减少用户交互量，支持普通用户构建具有丰富形状和表情的三维夸张人脸

模型。 任磊副教授从复杂系统建模仿真面临的挑战出发，介绍了模型工程的需求、概念、知识体系

及关键技术，系统地阐述了模型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并简要介绍了复杂系统仿真模型从构建、应
用、扩展与评估各部分的联系、要素与支撑技术。 梁玉成教授从社会沟通模型的研究出发，介绍了

政府对舆论场域的三大治理机制：强制改变舆论场域形态、强制沟通、强制隔离。 莫红教授从二型

模糊集合的概念性定义出发，介绍如何运用二型模糊集合建立粒度信息的直观描述模型，及二型

模糊逻辑在多目标多人决策中的应用。 李伟副教授讲解了复杂仿真评估问题、方法和技术，从仿

真系统可信度评估和基于仿真的系统性能 ／效能评估两方面阐述仿真评估问题，并分析指出复杂

仿真的特点，重点阐述复杂仿真可信度评估面临的难点及部分解决方案、体系性能 ／效能仿真评估

６６



相关技术。 徐文君教授围绕共融机器人协作拆卸这一高端制造领域，揭示人机协作拆卸运行机理

和作用规律，从共融机器人多模态感知、物理数据和模型驱动的数字建模仿真，以及人机协作拆卸

序列智能决策规划和共融机器人安全保障自主运行控制等方面对相关理论和关键技术进行阐述。
最后，祝乔教授讲解了光刻机系统的内模学习控制方法，介绍了一种基于参考轨迹内模的迭代控

制器。
这次学术会议汇集了国内多所知名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会场报告引起了大家的热烈

讨论，为大家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交流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得到了 ２０１８ 中国仿真大

会主办方和承办方的保障，以及各位专家、学者和学生的支持，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

报告人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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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中国仿真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暨党建
工作会议在珠海召开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２０ ∶ １０ ，中国仿真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暨党建工作会议在珠海

国际会展中心十字门 Ｂ 厅召开，学会理事 １１３ 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仿真学会副理事长马世伟教授主持会议

理事会会议由学会副理事长马世伟教授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８ 年增补（常务）理事及退

出理事会人员名单、２０１８ 年新增及撤销分支机构，通报了学会换届工作计划及新加入学会团体会

员单位，汇报了 ２０１８ 年学会工作和 ２０１９ 年工作思路及会员发展情况。

中国仿真学会副理事长、党委书记范文慧教授进行了十九大精神主题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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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仿真学会副理事长吴云洁教授介绍学会发展

根据《关于全国学会党组织深入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的通知》，中国仿真学会党委十

九大精神宣讲队伍成员、党委书记范文慧教授进行了十九大精神主题宣讲———宣讲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范文慧教授的带领下，会议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

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八个方面进行了明确阐述，使与会者深刻理会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纷纷表示要将十九大精神精髓落实到各自工作中，在正确的政治方向

指引下不断完善工作内容，为提高祖国的科研水平贡献力量。 同时，学会党委一致认为，要将党的

工作全覆盖完全落实到学会具体工作中，
下一步重点工作是要充分发挥学会党委参与“三重一大”决策的作用，在学会换届重要事项上

进行前置审议，起到政治引领作用。
最后，与会者对会员发展、会员服务及学会发展进行了讨论，学会将根据大家意见和建议不断

完善学会工作，提升学会综合能力。

参会理事认真听取会议并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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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仿真学会领导及专家 ２ 次
考察港湾 １ 号科创园

１０ 月 １１ 日大会前夕参与本次大会的 ３７ 位顶级专家率先亲临港湾 １ 号科创园参观与考察，１３
日中国仿真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张霖教授、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吴云洁教授、华如科技总经理韩

超为首的专家团再次考察园区，珠海高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峰及副总经理李婷亲自接

待，并参观了园区企业四维时代。 经过 ２ 次专家团的考察，学会对港湾 １ 号科创园有了更深入了

解，在《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与中国仿真学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背景下，港
湾 １ 号科创园将与中国仿真学会保持紧密联系，中国仿真学会将为园区的仿真高新技术发展提供

有力的技术支撑，港湾 １ 号科创园也将为仿真技术与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提供沟通平台。

１１ 日专家参观与考察港湾 １ 号科创园

１３ 日学会领导考察港湾 １ 号科创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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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仿真学会联合主办的 ２０１８ 大数据时代智能
农业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

“２０１８ 年大数据时代智能农业高峰论坛”暨“第 １５ 届全国智能 ＣＡＤ 与数字娱乐学术会议”由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中国图学学会、中国仿真学会联合主

办，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数字植物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农芯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动画与数字娱乐专委会、中国图学学会动漫图学工程专业委员

会、中国仿真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联合承办，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９ 日－１１ 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 本

次会议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仿真、数字媒体为背景，着力推进虚拟仿真、数字媒体技术在现代

智能农业领域的应用方面的前沿新技术、新方法与产业化交流讨论，旨在促进虚拟仿真、数字媒

体、人工智能和农业信息技术领域的交叉融合与创新研究、农业物联网大数据解析与处理、农业数

字动漫技术与文化创意、智能农业技术集成与工程化应用等方面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合作共识。

会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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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邀请嘉宾包括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以及来自智能农业和数字媒体与虚拟仿真

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进行学术及产业化研讨。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孙

九林院士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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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加拿大圭尔夫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和国家农业信

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１２ 位专家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

中国仿真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８ 年度第一次工作会议同期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仿真学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夏时洪研究员和肖伯祥副研究员组织，邀请来自大连理工大学张强教授、山
东大学杨承磊教授等专家学者就虚拟仿真与培训等专题以及青年工作委员会对青年科技人员的

培养工作共同研讨，并提出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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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科学与技术学科方向预测及技术路线图执
笔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 上午 ８：３０，中国仿真学会在青海西宁兴旺国际饭店召开“仿真科学与技术

学科方向预测及技术路线图执笔组第三次工作会议暨党建工作会议”。 会议应到 ２３ 人，实到 １３
人。 会议由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范文慧教授主持。

会议现场

　 　

范文慧教授主持会议

会上，７ 个小组（智能仿真、虚拟仿真、平行仿真、网络化仿真、半实物仿真、生命仿真、仿真产

业）代表分别汇报了编写学科方向预测及技术路线图报告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范文慧教授对学科

方向预测及技术路线图报告第四版总稿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说明并对下一阶段的各个小组以及

总体要工作的内容进行了安排部署。
小组汇报人顺序按姓氏拼音排序

吕学志讲师、孙鑫副 教授

　 　 　

庞国锋 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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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洁 教授

　 　 　

吴迎年 副教授

姚益平 研究员

　 　 　

张霖 教授

小组代表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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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总结－
电力系统仿真专委会

为落实学会关于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的安排，充分体现对科技工作者的尊重、对其所做贡

献的肯定和对科技工作的重视，电力仿真专委会秘书处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拓先进生

产力、传播先进文化的历史重任”的科技工作者主人翁精神，从成果宣传与展览展示、开放参观、促
进合作等层面开展了系列活动，现总结如下：

一、 成果宣传与展示

面向电力行业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电力系统仿真专委会梳理总结了“智能电网”和“智慧能

源城市”主题成果，并精细制作了展板和沙盘共计 １５ 块，开辟了专门的展览区域。

图 １　 邱爱慈院士参观智能电网和智慧能源城市主题成果

图 ２　 上海电力公司钱朝阳董事长参观主题成果展

此外，斥资制造了配电网运营管控、电力大数据应用、电力自动化系统安全等多主题的核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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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展示视频，部署在中国电科院配电大数据应用中心大屏系统中。

图 ３　 配电大数据应用服务中心参观

二、 开放参观

智能配电网数模混合实验室自 ４ 月 ２ 日至 ６ 月 １ 日，共接待国家电网上海电力公司、西安交通

大学、军事科学研究院等单位 ５ 次 ／ ８０ 人次参观，促进了技术交流与思想碰撞。

图 ４　 邱爱慈院士参观智能配电网数模混合实验室

图 ５　 邱爱慈院士参观智能配电网数模混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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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智能配电网数模混合实验室开放参观

图 ７　 智能配电网数模混合实验室开放参观

三、 促进合作

通过本次的展示与交流活动，初步促成了西安西咸新区科技创新港智能弹性直流配电网试验

示范平台、上海浦东能源互联网创新示范工程、交直流微网透明化实验设备共享等合作意向，直接

服务于科技创新与教学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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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与西安交通大学就西安西咸新区科技创新港开展座谈

图 ９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党组书记赵鹏参观座谈

图 １０　 微网虚拟同步分布式发电设备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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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仿真学会装备运用实验与训练仿真专委会
成立大会暨作战实验与训练仿真技术高端

论坛在京召开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 日，中国仿真学会装备运用实验与训练仿真专委会成立大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如心会议中心召开。 中国仿真学会理事长李伯虎院士、空军指挥学院毕长剑教授、原南京陆军

指挥学院陈雷鸣教授、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游雄教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首席科学家王积

鹏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霖教授、华如仿真研究院韩超博士以及来自全国三十多家研究院

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毕长剑教授主持，作为专委会发起人毕教授向与会专家简要介绍了专委会成立的背景

和基本情况。 装备运用实验与训练仿真专委会立足作战实验与训练仿真中的理论与技术问题研

究，旨在搭建作战实验与训练仿真领域的交流平台，主要在创新战法研究、装备运用研究、指战人

员训练、装备发展论证、装备体系作战效能评估等方面开展学术交流及产学研用一体化服务，为我

国军事仿真技术的进步作出贡献。 成立专委会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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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长剑教授主持大会）

　 　 李伯虎院士代表中国仿真学会对专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首先，在习

总书记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不断深化的今天，期望专委会以我国装备运用实验与训练仿真的应用需

求为导向，在现代建模仿真技术和应用领域专业技术融合的推动下，对促进我国装备运用实验与

训练仿真领域的技术、产业和应用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以习总书记在我国两院院士大会上

提出的以创新为中心的 ５ 个“要点”为指导，期望专委会一定要把推动我国现代仿真技术、产业和

应用的自主创新工作置于首位和突出的位置。 最后，期望专委会一定要将工作做实，在民营企业

牵头组织专业委员会的新运行方式方面做出样板，为中国仿真学会注入更多的活力和更加丰富的

活动内容。

（李伯虎院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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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李伯虎院士为专委会第一届委员颁发聘书，由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代表上台领取。

（李伯虎院士为委员颁发聘书）

会上，专委会主任委员韩超博士做了《专委会 ２０１８ 年度工作计划》报告，他首先介绍了专委会

的委员和挂靠单位情况，专委会的委员单位包括从事军事仿真技术研究的军队、国防工业部门、科
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未来随着工作需要将吸收更广泛的优势单位参与进来。 挂靠单位华如仿真

研究院致力于推动军事仿真领域的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韩超谈到，装备运用实验与训练仿真涉及

军事运筹、作战指挥、控制科学、计算机仿真、人工智能、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等多种学科技术，以当

前及未来作战体系特征为需求牵引，需要不断研究探索新的建模技术和方法，成立专委会加强学

术交流、整体规划和技术成果转化，对于推进作战仿真技术发展，加速新一代技术革命具有重大意

义。 最后，他对专委会的主要职责和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进行了介绍。

２８



（韩超博士做专委会工作报告）

　 　 成立大会之后，作战实验与训练仿真技术高端论坛正式开始，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陈雷鸣教授、
游雄教授和王积鹏研究员分别作了《陆军训练演进与训练仿真支持技术发展需求》、《军用增强现

实及其在军事训练中的应用》、《蓝海信息网络》的主题报告。 三位专家分别从陆军实战化训练演

进趋势和训练仿真支持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在战场环境仿真和城市作战中的应用、海洋信息网络

发展和建设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演讲，并且进行了生动的案例展示与分析，为与会人员带来一场精

彩的学术盛宴。

（陈雷鸣教授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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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雄教授主题演讲）

（王积鹏研究员主题演讲）

　 　 报告会后，全体委员进行了研讨与交流，认为专委会的成立是非常必要的，以军事需求为牵

引，从国家层面搭建统一的平台，将军事运筹、建模仿真、指挥控制、信息系统等多领域专家学者组

织在一起，必定能为提升我国装备运用实验与训练仿真方面的整体能力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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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奖励

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会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８：３０，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会在北航新主楼会议中

心第四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评奖委员会主席胡晓峰教授主持，评奖委员会成员单家元教授、荣起

国副教授、贺筱媛教授、庞国锋教授级高工、沈旭昆教授、战晓苏研究员、唐贻发研究员、王积鹏研

究员、夏时洪研究员（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参加会议，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吴云洁教授及学会秘书

处工作人员列席了会议。

评审会场

会上，胡晓峰教授首先介绍了 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征集情况，然后按照《中国

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评选办法》，项目组依次进行了项目答辩，最后评审专家根据答辩情况及申报

材料进行认真讨论之后进行了两轮投票，最终确定拟授一等奖 ４ 项、二等奖 ３ 项，上报理事长批准

同意且网上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公布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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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奖委员会主席胡晓峰教授主持会议

答辩现场

　 　 评奖委员会主席胡晓峰教授在总结中指出，２０１８ 年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申报项目不仅在

数量上比往年有一定增加而且在水平和质量上较之往年有很大提高，大多申报项目涉及仿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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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领域。 今年学会科学技术奖的申报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学会发展与学会奖励项目影响力

相辅相成，已成良性循环，希望学会秉承“提高仿真科学与技术的影响力，奖励在仿真领域的科学

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的重要先进科技成果”办奖宗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评选原则，使中国仿

真学会科学技术奖成长为有较大影响力的科技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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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如杯”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评审会在火箭军

工程大学召开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 日上午 ９：００，“华如杯”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评审会在

火箭军工程大学召开。 会议由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评审组组长张志利教授主持，评审专家董

国才研究员、高钦和教授、华翔教授、蒋继军研究员、李为民教授、梁向阳教授、马清华研究员、王仕

成教授、谢军伟教授（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参加会议。
张志利教授首先介绍了“华如杯”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征集情况，然后

按照《中国仿真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９ 位评审专家在参考初评专家评审意见基础上

对申报论文进行再次评审，经认真讨论、评议、投票，最终确定 ５ 篇论文获“华如杯”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

仿真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待网上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公布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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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如杯”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的公示

根据《中国仿真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经专家评审，拟授予以下 ５ 篇博士学位论

文“华如杯”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现对拟授奖项目进行公示，公示期自公示之日起 ７ 日。
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拟授奖项目持有异议，可以书面向学会办公室提出，提出异

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并提供必要证明文件，凡匿名异议和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

受理。 如有异议，学会办公室根据异议具体情况分别报请学会领导处理。
学会办公室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２３１７０９８　 ８２３１０６１２。
特此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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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如杯”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奖获奖名单

论文编号 作者姓名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论文题目

博 １８－０２ 梁洪涛 西北工业大学 面向免疫智能体交互网络的多 ＵＵＶ 协同作战系统建模研究

博 １８－０４ 汤再江 原装甲兵工程学院 指挥信息系统与作战仿真系统互操作方法研究

博 １８－０６ 王博辉 上海交通大学 受限信息模式下多智能体系统协调控制研究

博 １８－０８ 原新鹏 北京理工大学 基于伪弧长算法的爆炸与冲击问题数值模拟研究

博 １８－０９ 朱贝贝 中国科学院大学
非正则哈密尔顿系统与高振荡延迟微分方程的稳定高效算

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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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拟授奖
项目的公示

根据《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评选办法》，经专家评审，拟授予“新能源大规模接入下交直流

混合电网仿真关键技术与平台应用”等 ７ 个项目 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或二

等奖。
现对拟授奖项目进行公示，公示期自公示之日起 １５ 日。
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申报项目的创新性、先进性、实用性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主要完成人、推荐单位等持有异议的，可以书面向学会办公室提出，提出异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表明真实身份，并提供必要证明文件，凡匿名异议和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 如有异议，学会

办公室根据异议具体情况分别报请学会领导处理。
学会办公室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２３１７０９８　 ８２３１０６１２。
特此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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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科学技术奖拟授
奖项目公示名单

（按得票数排序，同票数按答辩顺序排序）

获奖等级 奖励类别 项目名称 推荐单位 ／推荐人 主要完成人

一等奖

技术

发明类

新能源大规模接入

下交直流混合电网

仿真关键技术与平

台应用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

究所

裴　 玮、叶　 华、邓　 卫、刘科研、盛万兴、
叶学顺、杨艳红、赵振兴、张　 学、陈新和、
贾东梨、胡丽娟、肖　 浩、齐智平、孔　 力

自然

科学类

面向应急管理的人

工社会计算实验理

论与方法

毕长剑 　 吴云洁 　
范文慧

邱晓刚、陈　 彬、曹志冬、段　 伟、吕　 欣、
何凌南、段　 红、梅　 珊、鞠儒生、张烙兵、
刘　 亮、马　 亮、李　 祯、艾　 川

科技

进步类

集成电路建模与仿

真关键技术
清华大学

王　 燕、叶佐昌、张进宇、张　 雷、张　 莉、
岳瑞峰

科技

进步类

苹果树仿真模型构

建与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信息研究所

周国民、吴定锋、李　 壮、吴　 升、樊景超、
历恩茂、温维亮、夏　 雪、柴秀娟、李　 敏、
王殿亮、郭秀明、徐　 锴、李燕青、胡　 林

二等奖

自然

科学类

基于高仿真驾驶模

拟平台的场景建模

与驾驶行为规律实

验

北京交通大学

闫学东、张玉婷、王江锋、马　 路、李　 硕、
向　 往、李晓梦、杨静思、张欣然、薛晴婉、
刘　 炀

科技

进步类

飞行器大气海洋环

境模型与动态仿真

系统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第三总体设计部

张绍宁、李　 景、佟佳慧、王江云、齐琳琳、
潘长明、龚光红、杜明然、冉　 剑、周莉莉、
马耀飞

科技

进步类

陆空对抗实兵交战

系统导控软件

北京华如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吴云洁 　
张　 霖　 胡晓峰

闫　 飞、李秋平、刘　 鲁、陈引川、孟龙龙、
吴利强、张杰晨、谢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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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天地

ＰＡＭＳ：人体运动行为建模新探索

作者：李祥臣 孔龙腾 黄天羽

１、 ＰＡＭＳ 理论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定量描述人体的运动行为是研究科学训练、运动促进健康、人体动作识别的基础研究。 类似

语音识别，人体动作识别也依赖人体动作的基本信息的编码和描述。 人体运动行为学是指导竞技

体育科学训练，也是运动促进健康的核心基础学科。 从观察的时间尺度上来看，我们可以把人体

的行为可以分为：人体的姿态、人体的动作、人体运动和人体行为。 人体的姿态是在非常短的时间

片段，比如几、几十毫秒内，我们可以只能观察到一个动作尚未发生结构性变化，此刻，我们称为人

体姿态，研究人体姿态往往是人体生物力学的范畴；人体动作则是人体运动在时间序列中人体姿

态呈周期性变化时的一个完整周期，它是由多个姿态组成，时间往往在几、十几秒钟；而人体运动

则是围绕着一个特定的任务或目的，连续地完成多个动作，这些动作往往也包括非周期随机的序

列。 时间跨度往往是几、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则人体运动行为的时间跨度则更大，一般用天

或者周来表示，它是由随机非周期行的运动组成。
现代运动科学体系，由于在短时间观察和记录人体运动行为的技术手段的支持，在人体姿态

到人体运动，也即是在几个毫秒到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的跨度中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

体系。 但是，针对于长期观察和记录人体运动行为的手段所限，人体行为模型的研究尚未完善和

统一，未建立基于长时间行为大数据分析的模型。
随着可穿戴设备、物联网和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体运动行为模型的建立提

供了物质技术条件。 建立一种基于长时间行为大数据分析的模型对于人体运动科学的发展，指导

实际应用中的各项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 ＰＡＭＳ 统一描述模型（ Ｐｏｓｅ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ｙｌｅ），ＰＡＭＳ 模型把姿态、动作、运动、行为统一到一个模型中进行描述，希望为深

入研究人体运动行为提供理论基础。

２、 ＰＡＭＳ 理论介绍

ＰＡＭＳ 人体运动行为模型，即是将姿态、动作、运动、行为有机的结合起来。 １）描述某一瞬间状

态的时间片段称为姿态，人体的姿态是由人体生物力学所确定，是有限的，且可以通过穿戴式传感

器测量的，例如直立－单肩伸－双膝伸、直立－单肩屈－双肘屈姿态。 测量参数可包括姿态角，关节

角，加速度，角速度，空间位置等，通过测量数据从而可以表示人体姿态。 ２）人的动作是相对有限

的，且具有周期性、明确性的变化，例如：行走、跳跃等。 基于姿态序列的建模可以对动作进行识别

和评价；３）能够表示某一有意义活动的一系列动作的组合称为运动，是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的表

现，是相对无限的，例如：一堂 ４５ 分钟的体育课，一场马拉松比赛等。 ４）由于人的性别、年龄、身
高、个人习惯等的不同，不同的人在做同一个动作时都表现出独特的行为习惯。 这些行为习惯具

有长期性，对于分析个体行为习惯有重要的意义。 ＰＡＭＳ 理论将人体运动从细粒度到粗粒度有机

地统一起来，进行基于长时间行为大数据分析，同时可以指导运动分析的各项任务，例如：人体姿

态识别，姿态评估，人体动作识别，动作评估，人体行为识别，个体习惯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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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创新性地构建了这一理论，并且使该理

论更准确地指导各项任务。
２．１　 首次提出了姿态基（Ｐｏｓｅ Ｕｎｉｔ）的概念

我们提出了姿态基的概念，并设计了多层姿态基来表达姿态。 姿态基是对于人体各个部位的

动作单元的描述。 我们设计了不同层级的姿态基，其中，第二层姿态基只考虑躯干和肩膝共三十

个基，第三层姿态在的基础上增加考虑了肘膝包括三十八个基，第四层在第三层的基础上考虑了

腕踝从而有更多的基组成。 三个层次的姿态基描述了姿态的精细程度，可以更详细、更有价值地

分析姿态以及动作。 姿态是若干定义好的姿态基的组合，基于姿态基，我们可以更加详细地描述

人体姿态。 姿态基可以表示为位置和可转角度的函数。 人体姿态测量指的是把人本身的姿态作

为研究的对象，通过测量方法（如动作捕捉技术）得到人体运动过程中整体或某局部部位的姿态信

息，例如姿态角（航向角、俯仰角、翻滚角），关节角，加速度，角速度，空间位置等，从而得到人体姿

态。 并且能从得到的运动信息中分析人体的姿态变化规律。
２．２　 基于姿态基的姿态、动作、运动、行为表示

根据人体运动行为时间跨度的不同，姿态、动作、运动、行为是以此被后者所包含的关系，我们

基于姿态基对最基础层的姿态进行编码描述。 我们拟采用霍夫曼编码，依据姿态出现概率来构造

异字头的有效编码。 由此，动作、运动、行为都即可被描述。 由此，我们可以构建如下集合：基于姿

态的动作集合，基于动作的运动集合，基于运动的行为习惯集合。 通过使用惯性传感器，我们采集

了有一定规模的人群的日常行为以及羽毛球运动员的技术动作、技术习惯，从而构建了姿态－动作

－运动－行为习惯数据库。 姿态库的建立为以模型的创立对于后续的任务支持以及模型的验证奠

定了基础。
２．３　 识别和评估

根据 ＰＡＭＳ 理论，我们可以对姿态、动作、运动、行为进行识别和评估。
首先我们基于姿态基来对姿态进行表示，其次我们基于姿态序列对动作进行表示。 根据上述

各层级的特点，我们知道一个动作尚未发生结构性变化，此刻，我们称为人体姿态，我们根据姿态

的姿态基组成提出用信息熵来刻画结构性变化，一种结构越稳定熵就会越低，变化越大熵就会变

高。 由此，我们从动作中分割不同的姿态，来组成姿态序列。
在实际测量中，可以采用高速摄像机拍摄人体运动，其次用专门的录像解析软件对应出某一

时刻某一姿态，从而获取众多人体参数。 我们采用基于惯性传感器的运动捕捉系统，我们采用高

速摄像机对应各个姿态，用捕捉系统直接采集某一时刻人的各部位运动参数，构成人体姿态的表

征。 我们采用肩膝的 １７ 种表现方式，决定的姿态有大约 １４４ 种，例如：直立－单肩外展、直立－单肩

内收、直立－单肩屈、直立－单肩伸、直立－单肩旋内直立－单肩旋 外、直立－双肩外展、直立－双肩内

收、直立－双肩屈、直立－双肩伸、直立－双肩旋内、直立－双肩旋外、直立－单髋外展、直立－单髋内

收、直立－单髋屈等。 对于分割后的姿态的识别，我们可以基于姿态基表，通过直推式测量可以得

到姿态的概率分布。
对于识别任务。 以动作识别任务为例，我们提出法使用隐马尔可夫模型对于姿态序列进行建

模来进一步对动作进行识别。 我们基于 ＰＡＭＳ 理论在动作识别上做了验证，基于姿态序列，我们

可以通过建模的方式来对动作进行描述。 在 ＰＡＭＳ 理论框 架下，对于具体的任务可以有具体的建

模方案，我们考虑到后续的验证任务，给出了建模方案，即隐马模型建模。 在人体动作识别中，隐
马尔科夫模型的每个状态表示一种可能的姿态；状态转换表示从一种姿态转换成另一种姿态；相
应的输出观测符号表示一种特定的姿态，一组输出代表一种动作。 因此可以构建一系列隐马尔科

夫模型，在识别过程中，测试样本被归类到后验概率最大的类别。 在训练阶段我们基于 Ｂａ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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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ｌｃｈ 算法的模型训练，进行参数优化。 在识别阶段：基于 Ｖｉｔｅｒｂｉ 算法进行动作识别。
对于行为评估。 以动作评估为例，我们同样地基于姿态序列，拟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来进

行评估。 我们首先用姿态序列表示标准动作和个体动作，有了姿态的编码表示，就可以构造出对

应动作的信息熵特征，用来表示动作中结构的稳定性。 动作的评估即可通过结构稳定性，用最大

似然估计比较来得到。

３、 基于 ＰＡＭＳ 理论的任务展望

ＰＡＭＳ 理论可以指导人体相关建模，上述我们采用隐马模型建模用作动作识别。 基于我们所

建立的姿态－动作－行为数据库，使得识别工作可以有效地利用姿态信息，更加细致地刻画动作的

本质。 一旦被姿态表示，动作即可被识别、评估或者进一步分析，例如，评估个体的动作是否标准，
评估得分，动作完成评价，人体运动统计，个体习惯分析等。 对于动作评估，我们首先用姿态序列

表示标准动作和个体动作，有了姿态的编码表示，就可以得到特征向量（信息熵）。 欧式距离、余弦

距离、以及最大似然估计等算法即可被使用来估算个体动作与标准动作的稳定性差异，并给出差

异片段，评估得分。 对于运动统计，同样地运动可以基于动作来表示。 有了若干运动的信息之后，ｔ
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回归分析、相关分析等统计技术可被用来进行人体运动的统计。 例如，
一个个体在运动之前会以多大的概率进行热身训练。 人体运动的统计即可看做为人体行为习惯

的一种描述，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个体的行为习惯来进行推荐定制的运动处方。 综上，ＰＡＭＳ 模型将

人体运动从细粒度到粗粒度有机地统一起来，进行基于长时间行为大数据分析，对于推动各项工

作有重要的意义。

图 １　 姿态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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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大数据科技助力冬奥的思考

李祥臣

２０２２ 冬奥会进入北京时间，备战工作时间日趋紧迫，鉴于我国冬季项目队伍底子薄基础差，必
须依靠科学的组织管理和先进科技的助力大幅度提高备战效率，才能完成非常规、跨越式的发展

从而实现冬奥目标。 当前，以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特征的大数据技术在各行各业发挥了

重大的作用，甚至带来颠覆性的创新。 因此，在备战 ２０２２ 冬奥中，科学有效地应用大数据技术是我

国备战工作重要选择。

大数据科技发展现状和助力冬奥的必要性

大数据技术在军事、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金融、交通等多个领域已经发挥重大作用，大幅度

提高了产品效能和工作效率。 大数据技术涉及传感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

众多领域，是拉动一个行业整体科技水平提升的重要引擎。
目前，大数据技术在体育领域应用还非常落后，尤其在我国冬季运动备战队伍中更是严重缺

乏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即便传统的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也远远落后于夏奥各队伍。 由于冬奥项目涉

及到“人机环”所有要素，并且环境复杂场地大，客观上反而比夏奥项目更加需要高科技的支撑。
大数据技术是拉动冬奥备战科技提升的牛鼻子，是以需求导向倒逼行业全方位进行科技升级

的动力。 “牵”住备战冬奥大数据一发就可以“动”冬奥备战的训练、管理、装备、监控、评估、指挥之

全身，完成整个行业全领域全方位实现物联网化、智能化，从而实现冬奥智慧化。

大数据技术在备战中科技需求

在奥运备战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拉动冬季项目全行业的技术升级，覆盖装备设施的数字

化、信息处理的智能化、行业生态的智慧化。
１、装备、器材和场地全方位数字化。 利用传感器、高新材料等技术，通过系统集成研发实现运

动员鞋帽服装等装备的数字化以获取运动员运动、生理、心理、睡眠等数据，实现运动器材的数字

化以获取技术动作、器材性能状态的数据，实现冰场雪场数字化以获取训练和比赛场地图像、温湿

度、近地风场等信息。
２、结合物联网、５Ｇ 等技术，基于大数据研发冬季运动训练监控系统和组织管理指挥系统，实现

实时全面掌控国家队训练过程、训练效果，支撑扁平化、流程化管理，做到系统工程一体化，组织管

理全局一盘棋。
３、善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 基于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快速优化备战方案，根据情况在线

仿真，实时应变辅助决策。 针对特定项目，为了提高训练的强度和运动量可以尝试利用机器人技

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冰质测试和冰壶训练陪练中都可以尝试利用机器人协助辅助和

陪练工作。

做好大数据助力冬奥需要注意的几点建议

当前，在体育领域对大数据的应用不认识不认可的现象普遍存在，浅层表面理解和过度夸大

的现象亦有之。 为了明确大数据技术在备战中的定位，充分发挥其作用，提出六点建议如下：
１、 重视大数据更要关注小个体。 很多人往往认为大数据就是大样本、大队列，惯性思维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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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性问题共性规律的研究。 其实这是一个表面认识，大数据的“大”是更关注连续动态的纵向数

据，更聚焦到个体数据解决个性问题。 科技助力冲击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更是凤毛麟角，为此，强调

共性规律远不如抓准个性问题。
２、 重视大科学更要关注小科技。 大数据总是给人一种“高冷”印象的大科学，其实并非如此，

大数据既可以解决大问题，更善于完成小目标。 在实际的备战训练和赛中也往往“小科技解决大

问题”，回首以往奥运会备战中此类案例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在备战 ２００８ 奥运会中，不起眼的“跳
水视频快速反馈”的小科技成为日常训练不可缺少的内容，很多高大上炫酷科技却是昙花一现不

得要领。
３、 重视大科学家更要重视小科技工作者。 备战冬奥会是全国的大事，要汇聚全球顶级科技力

量，更要发挥一线基层体育科技力量。 备战 ２００８ 奥运的历史证明，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科技助

力远没那么简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水土不服导致很多大科学家“助力无力”，甚至个别反而

“助力成阻力”。 反观扎根一线队伍默默无闻的科技服务者却成了备战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建设完

整的科技助力队伍体系比一个大科学家更加重要。
４、 重视科技助力也要重视人文助力。 冬季项目队伍底子薄、起点低，做好科技助力刻不容缓。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人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系统，而以人为主运动训练和竞赛更是一个复杂巨系

统，其中还有太多科技无能为力，尚需要艺术的训练、艺术的管理。 充分发挥教练员、管理员等主

观能动性，围绕运动员为核心的人文助力的创新也非常重要。
５、 重视原始创新更要重视系统集成创新。 从运动训练拿成绩夺金牌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在规

定时间完成既定目标的系统工程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原始的创新重要，系统集成更加重

要。 面对备战的压力和紧迫性，成熟科技的“下里巴人”远比象牙塔的“阳春白雪”重要的多。 充分

发挥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利用经济的杠杆，围绕备战目标进行集成创新尤为重要。
６、 重视科技助力夺金也要关注奥运遗产。 ２０２２ 奥运争金夺银是既定目标，本届冬奥会必定

在我国发展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因此，除了科技助力奥运，同时也应该重视能力建设留

下冬奥遗产。 既要有一流的高科技智慧场馆，也要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产品，更要打造

一支完整的科技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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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名词术语浅析

作者：张霖

一个快速发展且尚未成熟的领域，会出现大量新的名词术语，对这些名词术语的理解和使用

往往出现分歧。 智能制造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有时一个术语有多个不同的解释，有时多个不同

的术语却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含义，甚至有的术语本身就含义模糊、语焉不详。 这为该领域的从业

者和学习者带来很大困扰。 这里选择几组常见的且容易混淆的术语，尝试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家

之言，以抛砖引玉。
１． 大制造与制造

大制造的提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最早应该是来自 ＣＩＭＳ，即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ＣＩＭＳ 强调的是消除企业的信息孤岛，每个孤岛代表从需求分析、设计、生产、实验、销售、维护、报
废等一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里的某个环节，集成就是要把这些环节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制造

系统，所以这里面的“制造”包含所有环节。 而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主要是指生产加工环节。 因此

ＣＩＭＳ 里面的“制造”比传统意义上的“制造”范围更大、含义更广，也就是所谓的“大制造”。
但有意思的是，在正式的文献里，几乎找不到“大制造”这个词，“大制造”主要出现在专家的

ｐｐｔ 或讲稿里，似乎更像是一个学术俚语。 正式的学术文章、技术报告或官方文件里，统统都用“制
造”，比如“智能制造”，“先进制造”、“制造大国”，“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这些词里面的“制造”其实指

的都是“大制造”。 而当看到 “设计与制造”，“制造执行系统”这样的表述时，里面的“制造”就是

传统意义上的“小制造”了。
因此到底是“大制造”还是“小制造”，只有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去理解了。 但在某个行当里呆久

了，难免会有些思维惯性，因此不同领域的人在一起交流时，有时总是说不到一起去，最后发现各

自讲的“制造”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这种时候，大家最好还是先自报家门的好。
２． 智能与智慧

在业界，将 ｓｍａｒｔ 翻译成智慧，而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翻译成智能已成为客观事实。 但关于这两个词

的含义和用法却常常让人一头雾水，比如智慧城市，智能城市，智能家居，智慧家电，智能交通，智
慧交通，智能制造，智慧制造。 什么时候该是智能，什么时候该是智慧？ 智能和智慧到底区别在

哪？ 这些问题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说法。
有人认为智慧比智能更聪明更有境界，而又有人认为智能的意思是不仅聪明而且还能干，所

以智能的意思包含智慧，而且更接地气。 看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其实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翻译成智能基本没有什么异议，而将 ｓｍａｒｔ 翻译成智慧确实有点问题。 在中

文里，智慧代表着深邃的思想和对世界万物的大彻大悟，是人群中极少数智者才配得上这个词的。
而在英文里，ｓｍａｒｔ 却没有这么高的境界，用“聪明”这个中文词倒是更能贴切地反映其含义，英汉

字典里也是这么解释的。 而智慧一次词应的英文应该是 ｗｉｓｄｏｍ， 在中国人写的英文文章里，也确

实有这么用的。 有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甚至见到外国人也提到 ｗｉｓｄｏｍ ｃｉｔｙ，不知是不是受到了中国

人的影响。
与其他术语中文翻译虽然混乱，但单对应的英文词却没有歧义不同，智慧与智能所对应的

ｓｍａｒｔ 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在英文世界里也是用的让人眼花缭乱，比如 ｓｍａｒ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就同时存在。 关于这两个词的含义，我请教过一些欧美的业内人士，但对它们的理解

居然也莫衷一是。 看来关于智慧还是智能的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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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智能制造，智能产品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智能制造必须包含几个要素：智能产品，智能生产，智能装备，智能服务等

等，缺一不可。
有的专家更是特别强调智能产品，认为不生产智能产品就不能算智能制造。 但实际上，并不

是每种产品都需要智能，比如，流程行业的产品大多是没有智能的，像酱油，汽油，啤酒等等。 即使

在其他行业，也有一些产品，至少在现阶段对智能化的需求也不是那么迫切。 但这些产品仍然需

要通过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 其实智能产品，智能生产，智能装备，智
能服务只要满足一条就可以成为智能制造了。 而事实上，任何一条都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４． 数字双胞胎，数字孪生，数字模型

关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这个词的中文翻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统一，当前可以查到的叫法有数字双胞

胎、数字化双胞胎、数字孪生、数字孪生体等，在文献里出现最多的是数字双胞胎和数字孪生。 其

实怎么翻译并不是很重要，因为原来的这个英文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就不是很准确。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的本意是用数字化技术为物理实体创建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和物理对象非常的像，

因此就可以通过研究这个模型来分析物理实体的特性，并进而对物理实体进行改进或优化。
按照词典的解释，ｔｗｉｎ 是指双胞胎中的一个。 大家都知道，人类的双胞胎长相可以很相似，但

性格却可以大相径庭。 而在制造技术里面，为物理实体构建的模型，既追求形似，更追求神似。 如

果只是看起来很像，内部的特性却不像，这样的 ｔｗｉｎ 是没有意义的。 而按照我们实际想要表达的

意思，叫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ｐｙ 似乎更合适些。
正如前面说，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本质上就是个数字模型。 那为什么守着现成的词不用，非要舍近求远

呢？ 一般认为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和普通模型是有区别的，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和物理实体之间可以交换数据，并可

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化，不断逼近物理实体。
那是不是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出现之前，模型和实体之间都是脱节的呢？ 其实不然，学过控制的人大都

知道，自适应控制就是通过物理系统的输入输出数据不断地完善对应的数学模型，而这种思想在

控制界已经存在五十多年。 所以说模型很早以前就已经和物理实体进行交互了。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模型和实体之间的相似与否是与需求密切相关的，如果不考虑建模

的目的和需求，而要建立一个和物理实体完全一样的模型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却容易误导人们过渡追求表面的“逼真”而忽视了实际的需求。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之所以能够流行更多的还是因为听起来比较形象。 因为英文本身就不是很严谨，
所以中文的翻译也不必咬文嚼字，本人还是觉得数字双胞胎更朗朗上口，易于传播。 不过不管叫

什么，只要在追求名词创新的同时，别忘了它的本质就行了。 这也算是不忘初心吧。
５． 云，雾，边

云计算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还感觉是云里雾里，常有人调侃： 说不定什么时候再出来个“雾
计算”。 可没过几年，就真的弄出个雾计算，大概意思是： 数据以及对数据的处理和应用程序集中

在网络边缘的设备中，而不是几乎全部保存在云中，是云计算的延伸。
雾计算提出也有几年了，但一直不温不火，倒是边缘计算异军突起。 雾计算和边缘计算都是

针对有物理系统存在的场景，但仔细分析关于它们的各种定义和描述，实在看不出什么实质性的

区别，基本意思都是要弥补云计算高高在上、实时性不强的弱点，尽量把计算或存储放在距离终端

设备较近的地方。 如果非要区别，单从名词本身倒是更容易说得清楚，云在天上，边在地上，而雾

则是从天到地的一片。 三者合一，就成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计算机的计算模式一直以来就是在服务器、客户端之间移来移去，

一会儿胖客户端，一会儿瘦客户端，谁胖谁瘦考虑的都是计算和存储能力以及网络的传输能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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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思想无非是把计算放到最合适的位置。
最后再说说“边缘”这个词，就其含义讲，歧义不大，指的是靠近执行端或数据源头的地方，但

有时候会产生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其实 Ｅｄｇｅ 这个词既有边缘的意思，也有刀刃的意思。 参照

上面提到的计算模式演变的规律，把 ｅｄｇ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理解为“把最合适的计算放在最合适的位置，
即好钢用在刀刃上”似乎更合理些。 这样的话，ｅｄｇ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翻译成“边沿计算”是不是更好些

呢？
６． 云，云端，云＋端

在 ＩＴ 领域，云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了，对于云计算而言，云指的是计算的基础设施及相关资

源。 容易搞混的是“端”。
云端是指云上或云中，这里的“端”代表的是一个方位，没有太多实际的含义，有时使用云端一

词是为了遣词造句的通顺。
云＋端里的“端”则指客户端或应用端，云和端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这是一种比较现实的应用

架构。
如果在一个文档里同时出现“云端”和“端”，就得格外注意，不小心用错了或看错了，意思就变

了。
７． 上云，云化

对制造业而言，资源上云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但上云不等于云化，一个软件部署到云平台上，
可以远程使用，或者一台设备通过网络接到云平台上，从而可以采集数据，这就可以说是上云了。
但要真正发挥云模式的优势，简单的上云是不够的，这就需要进行真正的云化。 对于软件而言，云
华基本上是要按照新的架构和模式重新开发。 而对于物理设备，则是要在云端建立可动态演化的

数字模型，并能通过对模型的仿真实现对物理设备的管理和优化。
实现制造资源和能力的云化是个漫长的过程。

８． 云制造，制造云，工业云，工业互联网

云制造在 ２００９ 年刚提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工业互联网的概念。 云制造描绘的是未来制造业的

一张大图，虽然强调的是云，但其基础是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制造资源（设备）的接入，在云制造的架

构里就包含感知接入层和虚拟资源层。 因为没有这两层，就没有了制造，所谓云制造就只是云计

算了。
云制造描述的是理念和模式，制造云则是个具体的系统。 因此用制造云去和工业互联网对

应，可能更合适些。 按照标准的定义，制造云是为满足一定的制造应用需求而构建的一类云制造

服务系统。 这个系统里包含了云服务平台和与之相连的各类硬软件资源和能力。 而事实上，很多

人更愿意从字面上去理解制造云，即将制造云理解为一个服务于制造的云平台。 这其实也不算

错，毕竟目前阶段关于制造云的研究和开发也确实更注重平台及平台里面的各种服务。 这样也使

得制造云和工业互联网的关系可以更清晰些。 工业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可以为制造云提供数据

和底层设备的各种信息，并且执行从云中传来的各种指令和操作。
还有一个概念，叫工业云。 工业云应该是和制造云对应的概念。 这两者的区别并不大，如果

非要说区别，那就是工业和制造的区别，工业的范围更广些。
最后总结一下，制造云（或工业云）和工业互联网的关系，其实可以理解为云计算和互联网的

关系。
９． 制造资源，制造能力

广义的制造资源既包含硬资源（如设备、材料等）、软资源（软件、模型、数据、知识等）、人力资

源，也包含能力（即由硬资源、软资源和人力资源形成的一种综合素质和做事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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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能力”与“资源”并列时，比如出现“制造资源 ／能力”或“制造资源和能力”这类表述时，
这里的“制造资源”就不再是广义的，而是只包含那些可以实时在线接入并使用的资源（设备、软件

或数据等），“能力”是无法或不允许在线实时接入的，只能通过某种方式加以描述，对“能力”的使

用是在线下完成的。
１０． 复杂系统，复合系统，体系

这几个词都是对应同一个英文词组，即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关于这个词组的中文翻译不止这些，
比如还有体系系统，成体系系统，或直接译为系统的系统，等等。

“体系”目前是共识度较高的一种翻译，但在中文语境下，体系其实还有更多的含义和用法，比
如社会体系、技术体系、法律体系，而在计算机领域，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则翻译成体系结构，这些都给

“体系”这个术语的使用带来一定的困扰。
在没有更好的词汇之前，读者也只能通过上下文来理解“体系”的真正含义了。 而如果使用这

个词的作者能同时把英文原文附上，就不会引起歧义了。 这也算是对读者的体谅吧。
１１．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这个词的翻译是对汉语的一大挑战，让中国人伤透了脑筋。
Ｃｙｂｅｒ 这个来源古希腊的词，在现代社会被赋予了太多的内涵，它同时包含虚拟、信息、网络、

控制、通讯等等含义。 这么多的含义，要想用一个中文词汇表达出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目前有多种翻译，下面列举几个：
信息空间。 将 ｃｙｂｅｒ 和信息划等号实在有点勉强。 而且这样翻译的话，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的中文该叫

什么呢？ 有时为了强调和一般信息空间的区别，特意加上“多维”二字，即多维信息空间，但意思好

像也对不上。
灵境空间。 有一股仙气，含义同样很丰富。 但和网络，通讯之类的技术不容易直接联系起来，

似乎不太接地气，叫起来也不太上口，因此传播不是很广。
网电。 这个翻译最出人意料，大概是想把网络和电子的含义都包含进去吧，但很难和原文直

接联系起来。
赛博空间。 这是最省心的翻译，直接用音译。 近来，“赛博”这个词时常出现，指的基本就是

ｃｙｂｅｒ。 说不定哪天也像“幽默”一样深入人心。
不过在现阶段，还是建议行文者在中文之后同时把英文单词放在括号里，省的让读者纠结。

１２． 仿真，建模仿真，Ｍ＆Ｓ
仿真是基于模型的活动，仿真的概念本身包含建模。 但有时为了突出模型的重要性，国际上

常将建模与仿真并称为“建模仿真（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缩写为 Ｍ＆Ｓ）”。 一般情况下，“仿真”
和“建模仿真”具有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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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如之窗

见证“智能制造与仿真技术”未来
———华如科技参加 ２０１８ 中国仿真大会全纪录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第 ２７５ 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智能制造与仿真技术论坛暨 ２０１８ 中国仿真

大会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本次大会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中国仿真学会、北京仿真中心、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联合

承办。 这场为期两天的学术盛宴汇聚了数百名行业大咖及参会嘉宾，面对面研讨“智能制造与仿

真技术”的未来发展之路，推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与仿真技术的紧密结合及创新发展。 华如科技

一直致力于推动军事仿真技术创新发展，此次受邀参加大会，斩获了 ２０１８ 年度中国仿真学会科学

技术二等奖以及优秀科技工作者奖两大奖项，作为装备运用实验与训练仿真专业委员会的挂靠单

位承办了“军事训练与仿真技术”分会场，并且作为优秀企业代表在“产学研”分会场进行了企业成

果交流展示。

分会场精彩不断，场面火爆

“军事训练与仿真技术”分会场由空军指挥学院毕长剑教授主持，国防大学马亚平教授、国防

科技大学邱晓刚教授、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游雄教授、陆军工程大学张宏军教授、海军指挥

学院刘苏洋教授、北方信息控制研究院侯磊研究员、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徐文元高工、北
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柯博士 ８ 位军事训练与仿真领域的专家进行了精彩的主题报告，来自

军队院校、科研院所、国防工业企业等单位近 １００ 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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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长剑教授担任分会场主持人）

（会场云集众多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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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系统仿真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国防科技大学黄柯棣教授亲临会场，对分会场的活动给予

充分肯定，并进一步提出当前军事训练与仿真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强调做仿真一定要做好的几

件事，期望未来专委会能够多组织相关的研讨和交流活动，推动仿真技术和工程应用的发展。

（黄柯棣教授讲话）

斩获大奖，产学研共进

２０１８ 年中国仿真学会颁奖仪式在大会报告之后进行，华如科技技术总监张柯获得优秀科技工

作者奖，华如科技的陆空对抗实兵交战系统导控软件获得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些成果的获得充分

体现了华如科技在军事仿真领域深耕细作、自主创新的科研精神，也将激励着华如人在“产学融

合”、“军民融合”的道路上不断奋进、继续前行！

产学研分会场上，华如科技副总经理王晔作了《打造中国军事仿真自主品牌》的报告。 作为一

家以服务军队、强盛国防为目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华如科技坚定地走在自主创新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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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努力诠释“打造中国军事仿真自主品牌”的深刻含义。 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华如科技的自主产品

和核心技术，在通用产品方面从需求分析、建模仿真、运行监控、分析评估到综合集成，覆盖仿真系

统全生命周期过程；在业务领域方面从作战与决策、训练与教学、论证与验证到保障与管理，覆盖

联合、陆、海、空、天、网、电全域空间。

（华如科技王晔副总经理作报告）

在 ２０１８ 中国智能制造与仿真技术应用展览会上，华如科技携军事仿真、虚拟现实和大数据方

面的产品参加展示，与来自不同行业的仿真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度技术交流和业务合作洽谈，获益

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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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如科技助力装备试验鉴定向实战聚焦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１１ 日，全军装备作战试验和在役考核试点成果交流会在安徽滁州召开。
会议以录像片、汇报交流、现场观摩等形式，展现了作战试验和在役考核阶段性成果，为推动装备

试验鉴定向实战聚焦奠定了基础。 各战区联合参谋部、各军兵种参谋部和装备部、军委机关相关

业务局（厅）、武警部队参谋部和装备部以及有关院校、科研院所、试验训练基地、部队和军工集团

公司代表等，共 １７０ 余人参会。

华如科技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全程参与并服务保障了本次会议，依托公司研发的联合试验支撑

平台，构建了用于支持平行试验的平行试验系统，同时利用组件化建模的方式快速装配了与在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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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相一致的近 ５０ 多种装备模型，对装甲兵、步兵、炮兵、工程兵、防化兵、陆航等各兵种行动样式

进行了仿真模拟，为本次在役考核活动提供数据支持和技术保障。

关键词解读

平行试验：是以现实靶场和人工靶场构成的平行靶场为基础，以物理试验和计算试验的结合

为途径，从而实现技术性能测试向体系对抗效能评估的拓展。 平行试验理论利用多重世界观的哲

学思考，以物理试验和计算试验的融合促进为途径，为研究解决武器装备体系的复杂性问题提供

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联合试验支撑平台 ＬＯＲＩＳ：是面向武器装备的论证、设计、研制、生产、交付、使用保障的全生

命周期，基于分布式仿真架构，利用网络、分布计算、中间件和对象模型构建的试验平台。 平台依

托底层的通信基础设施，采用 ＬＶＣ（Ｌｉｖｅ、Ｖｉｒｔｕａｌ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分布互连集成技术，提供试验规划、
体系建模、系统接入、数据通信、时间管理、数字适配模型、数据采集与回放、分析评估等全过程支

持，通过试验收集武器装备性能和效能数据，评价系统性能、技术成熟度和装备的适用性，为体系

作战背景下的武器装备试验鉴定、体系能力综合评估提供有效保障。
装备在役考核平行试验与分析评估系统：系统通过在分布式实时仿真平台上构建一支与现实

编制中某支典型部队平行、对应的虚拟部队，通过将典型部队基于实编实装采集的在役考核试验

数据映射导入虚拟模型来修正模型，让其在不同环境和不同编组条件下与不同对手进行作战对

抗，利用仿真生成的作战数据进行综合对比和分析，有针对性地评估合成旅在现有装备体系条件

下遂行不同作战任务时的作战效能，找出装备与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分析装备与体系在合成

部队的适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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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多机并行———分布实时仿真支撑
平台全新发布

一、系统介绍

分布实时仿真支撑平台（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ＲＴＳ）基于分层实时架构和标准模

型框架，采用成熟的模块化硬件产品，通过确定性低延迟高带宽实时通信、分布实时仿真引擎、软
硬结合的实时时间同步、分布实时仿真运行管理控制等技术，支持多个计算机节点的并行分布实

时仿真运行和管理监控，支持基于数据库、算法库、模块库的高效便捷的模型开发管理、试验方案

设计、运行部署配置、数据采集分析，支持计算密集型的复杂模型的快速集群计算，也支持 ＩＯ 密集

型的异构总线多计算机系统的半实物仿真应用集成。

二、 技术指标

• 最多支持 ２５６ 个计算机节点

• 计算机节点最远距离 １０ 公里

• 实时仿真步长最小 ２００ 微秒

• 支持 ＧＰＳ ／ ＢＤ、ＰＴＰ、ＳＮＴＰ、时钟脉冲等基准信号接入，全局时钟同步误差小于 ５０ 纳秒

• 前端系统支持 Ｗｉｎｄｏｗｓ 和 Ｌｉｎｕｘ，目标系统支持 ＶｘＷｏｒｋｓ、实时定制 Ｌｉｎｕｘ、ＱＮＸ 等操作系统

• 支持 Ｃ ／ Ｃ＋＋模型和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 ＲＴＷ 模型开发和集成

• 提供显式线性多步法、隐式多步法、龙格库塔等 １４ 种积分算法

• 提供 １１ 种位置推算的 ＤＲ 算法

• 提供 Ｗｉｎｄｏｗｓ、Ｌｉｎｕｘ 的模拟目标系统调试环境

• 支持 ＰＣＩ、ＣＰＣＩ、ＶＭＥ、ＶＰＸ 等总线的目标计算机和 ＡＤ、ＤＡ、ＤＤ、ＣＡＮ、１５５３Ｂ、ＬＶＤＳ 等 接

口的板卡

• 连续稳定运行 ３０ 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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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统组成

ＤＲＴＳ 采用分层实时架构，硬件主要采用成熟的计算机、网络产品设备或专用的高性能实时仿

真卡（ＤＲＴＳ＿ａｄｐ），软件包括用于模型开发、试验设计、运行管控、数据采集分析的平台工具（ＤＲＴＳ＿
ａｐｐ）和支持分布实时仿真运行的支撑软件（ＤＲＴＳ＿ｒｕｎ）及辅助开发和扩展的通用算法和接口模块

（ＤＲＴＳ＿ｅ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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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优势特点

１、 科学的系统架构和开放的技术体制

依据装备的技术特点、任务能力、作战使用、威胁环境等联合试验鉴定和联合训练的需求，采
用科学的分层实时架构、多网互连方式，通过开放的模型框架接口标准、数据标准、互操作和时空

一致标准、分布实时同步和调度，实现模型、数据、仿真引擎分离，支持快速、高效、灵活、可靠的模

型开发、资源集成、系统互连、仿真运行，支持“即插即试、即换即试”，为系演化发展和应用功能扩

展提供保证。
２、 高性能实时通信、精确时间同步和分布实时调度

支持多种成熟的商业化通信产品设备，支持 ＧＰＳ ／ ＢＤ、ＰＴＰ、ＳＮＴＰ、时钟脉冲等软硬件实时时间

同步。 提供专业化的分布实时仿真卡，集成实时通信、基于 ＦＰＧＡ 的精确时间同步和分布实时调度

功能，相比传统反射内存卡，综合性能可提升 ５ 倍以上求。
３、 高效的应用开发与稳定可靠的仿真运行

采用协同开发、集中管理、分布运行模式，通过以太网同时支持多人协同进行模型开发、调试

测试、试验设计和配置管理，支持模型和数据资源的集中存储共享重用及分布实时仿真的集中监

控，支持稳定可靠的多机并行分布实时仿真运行。
４、 强大的技术、系统、应用护展性

通过灵活的操作系统、计算机、通信模块、ＩＯ 板卡等选择组合，支持按需配置、与时俱进的技术

扩展。 通过多网互连、接口适配、代理，直接与复杂战场环境影响效应模拟、目标毁伤计算分析等

可信的专业仿真软件互连，支持从功能级到信号级、半实物仿真到分布异构 ＬＶＣ 互连集成的系统

层次和规模扩展。 通过公共平台支撑和专业资源开发，支持制导控制、雷达、电子对抗、光电红外、
水声、通信、导航、敌我识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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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应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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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案例

４１１



再“战”军博会，华如科技“军事仿真＋”
产品全新亮相

７ 月 ２ 日至 ４ 日，以“聚焦自主创新技术装备，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军民融

合技术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此次展会，华如科技首次推出“军事仿真＋”产品，以军事

仿真系统和模型为核心，进一步与军事大数据、综合集成等仿真相关行业深度融合，形成“军事仿

真”“军事仿真＋大数据”“军事仿真＋综合集成”三大展区，为创新军事仿真发展模式，聚集行业优

势力量，构建高效合作、多方共赢的仿真生态圈而不断努力。

短短三天时间，来自军队、武警、国防工业部门以及科研院所的各级领导专家先后来到华如科

技的展台，听取技术人员的讲解并体验了“军事仿真＋”产品，给予华如高度肯定，并提出对产品后

续改进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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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军事仿真

７ 款基础产品面向仿真全生命周期，支撑仿真全类型，提供从需求分析、仿真运行到分析评估

的全方位支持，为分析论证、模拟训练、试验评估等各领域各层次仿真系统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ＸＳｉｍＭｏｄｅｌｓ 三维模型种类全面丰富，精细逼真，包括面向陆、海、空、天、电等领域提供多种类、
多层次、多精度的三维模型 ４００ 余种，模型同时支持高、中、低三种精度，满足不同 ＬＯＤ 优化技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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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需求。

应用产品全面覆盖军事领域，灵活适应仿真需求，全面支持作战与决策、训练与教学、论证与

验证、保障与管理等军事业务领域，主要展示产品包括：分队战术协同训练系统、海军作战实验系

统、舰艇作战指挥模拟训练支持系统、兵棋推演系统等。

• “军事仿真＋大数据”
面向军事领域需求，提供高性能大数据引擎、异构数据深度整合、可视化决策支持，面向情报、

训练、试验、后勤、仿真、应急等军事业务领域，全面提升军事数据服务和数据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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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如慧云平台采用基于云的大数据技术，提供数据采集、储存、处理、挖掘、业务管理以及信息

可视化功能功能。 该产品覆盖军事数据智能化全周期，将打通数据通道，释放数据智能，让数据为

军事决策服务。
后勤信息化产品综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面向军事后勤领域提供一体化

信息服务，为军事后勤业务由粗放式管理想精细化保障提供依据，为首长机关决策分析提供支撑，
为后勤保障训练向纵深层次推进提供支持。

• “军事仿真＋综合集成”
创新引领发展，科技赢得未来，华如科技首次运用 ＶＲ 与 ＡＲ 技术构建虚拟展厅带领用户深度

体验软硬一体的军事仿真系统综合集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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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大厅综合集成方案以实现态势集中显示、指令统一调配、网络一体管理、席位集成管控为

目标，将仿真系统与显示大屏、光纤坐席协同管理、综合信号处理等硬件进行综合集成，实现支撑

军事训练的软硬一体化环境。
作战推演电子沙盘是基于新一代 ＣＯＢ 封装 ＬＥＤ 拼接屏和可升降式底座设计的综合态势展现

和仿真推演支持系统，支持二三维战场态势大场景显示和局部精细化展现、动态情报信息接入显

示、多手段人机智能交互作业、作战方案计划仿真推演和分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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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强会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
———党建及会员日活动纪实

１０ 月 １７ 日，由中国仿真学会、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和中国图学会组成北航全国学会联合党支部

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参观了位于“七七事变”的爆发地卢沟桥畔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感悟抗战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该馆内分为 ８ 个部分，分别是中国

局部抗战、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日军暴行、东方主战场、得道多助、伟大胜利、铭记历史，通过照

片、文物和大量的视频影像，全面具体的展现了中华儿女不惧来犯共赴国难，英勇抵抗日军军国主

义侵略的伟大光辉历史，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反映了中国作为东方

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里还陈列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许多珍

贵的资料、照片、用品等，真实再现了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辉历程与艰苦卓绝

的抗战之路。 听讲解员的讲解、看到血腥的场面和我们无数的同胞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
心中的愤怒和强烈的民族感油然而生。 正是无数抗日先烈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可以说，
没有无数仁人志士为国捐躯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参观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今天我们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应当谨记团结奉献的抗日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把满腔爱国之情化为发奋学习和工作的强大动力，为建设一流学

会、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新的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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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仿真学会航空航天系统仿真专业委员会
成立党小组暨第一次党小组活动简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科协《关于创建全国学会星级党组织的工作方案》和中国仿真学会《中仿

会发字【２０１８】第 ０１４ 号》文件关于“建立分支机构党的工作小组，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思想引领、
组织保障作用”的要求，航空航天系统仿真专委会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北京召开党小组成立会，
并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党小组活动。

会议由党小组组长熊新平主持，副组长陈海东、曾海波，成员周振浩、张涌、孙磊、孙燕参加了会

议。 此外，中国仿真学会副理事长刘金，常务理事李国雄、肖卫国也受邀到会并参加了党小组活动。
会上，熊新平组长首先传达了关于分支机构建立党小组的通知，并宣布第一届党小组成立。

在随后的党小组活动中，小组成员共同学习了中国科协和中国仿真学会近期下发的系列文件，熊
新平组长强调各成员要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将学会工作与自身工作紧密结合，把本专委会

工作做好、做实。 刘金副理事长、李国雄常务理事对航空航天系统仿真专委会成立党小组表示祝

贺，并强调党小组同志要认真贯彻中国仿真学会通知精神，把握好党小组活动与专委会活动深度

融合、同时进行的原则，积极发挥好党小组在专委会的模范带头作用，更好地促进中国仿真学会各

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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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中国科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重要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的

重要指示精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推进会议精神。 会议由中

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主持。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就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
从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准确理解和把握党的政治建设基本内涵和充分发挥党

的政治建设的“火车头”作用三个方面作了重点发言，党组其他成员作了交流发言。 大家一致认

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既是对我们党长期以来党建经验和规律的一个深刻总结，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

条成功经验，必须进一步坚定担负政治使命、履行政治责任、增强政治能力的自觉，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到实处。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是做到“两个维护”，路
径是做好“三个表率”，要将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绷紧把牢，坚持“知行果同”，把中央确定的科协

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各项任务落实到位，把“１－９－６－１”工作布局落到实处，努力建设让党中央

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群团组织。
怀进鹏指出，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统领党的建设全局的根本性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２２１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内容。 中国科协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党和政府联

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政治性是第一属性，讲政治是第一要求。 必须深刻认识科协工作是

政治工作，政治使命是根本使命，坚定不移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所指正确政治方向砥砺前行，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加强党对科协事业的

领导，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加强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引领政治吸纳作为根本政治担

当，不断夯实党在科技界的执政基础。
怀进鹏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实践的、具体的，科协系统要在做好“三个表率”上下功夫见行

动。 一是要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作

为第一行动、第一考验，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二是要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大力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真正把广大科技工作

者动员和组织起来，把他们的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把他们的创

造热情和创新活力凝聚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三是要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以追求卓越的精神创造性地实现党中央赋予科协组织的各项职责，始终

坚持聚焦靶心，发挥跨界交流的组织优势，推动学术科普智库在更高水平上的协同发展，以中国科

技战略委员会、全球公众科学素质大会等重大任务的突破有效回应党中央重大关切，拓展连接全

球创新网络的战略通道，扩大在世界科技舞台的“朋友圈”，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体现科协组

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担当和作为。
怀进鹏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要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组织

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为
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要加强全国学会党的建设，探索加强新兴业态和互联网党建

工作。 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

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砥砺政治品质，
锤炼政治能力，不断提高政治领导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在推进科协党的建设过程中，准确把握全

局与局部、机关与系统、党建与业务、国内与国际、继承与发展、理论与实践等之间的关系，不断提

高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大局的能力，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

风险的能力，使政治能力与领导职责相匹配，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党组成员陈刚、吴海鹰、束为、项昌乐、宋军、王守东、殷皓出席会议。 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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