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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动物经过亿万年进化，面对病毒侵袭、环境剧变、天敌侵害、种群竞争等挑战，具备了

极端环境下的生存和繁衍能力。与动物一样，无人系统同样面临干扰、攻击、拒止、损伤、故障等不确定和异常因素的

影响。在干扰对抗态势下，保证无人系统是“会学习”还是“能生存”，已成为一个挑战性问题。本文从控制论的角度

提出无人系统的生存智能问题以及三个相关的关键控制要素：安全控制、免疫控制和绿色控制。其中，安全控制涉及无

人系统对于多源干扰和故障的抗扰与容错控制；免疫控制涉及无人系统对于对抗与竞争态势的自主感知、自我调节以及

学习进化问题；绿色控制涉及无人系统在多约束下的“节能”、“节时”、“省力”和“省心”等控制问题。目标是使

无人系统从智能行为和功能的角度具备“赋生”（视系统如生命、器件似器官）能力，提升无人系统在危险、极端、特

殊、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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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现状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动物在亿万年的进化

过程中，面对病毒侵袭、环境剧变、天敌侵害、

种群竞争，形成了强大的环境适应、生存与进化

能力，具有对于病毒的免疫性、对于恶劣环境的

耐受性、对于天敌的预警能力和隐蔽性，从而保

证了种群的繁衍生息[1]。 

自产生伊始，控制论就与动物和机器的信息

处理和反馈机理密切联系[2]。文献[3-6]深入讨论

了生物自生性、生命衰老与控制论中超稳定性、

主被动缓冲调节以及干扰环境适应性等问题的联

系。上世纪50年代，图灵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

试，促进了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7]。近年来，以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研发的

AlphaGo为标志，人工智能已逐渐能像人类一样

开始学习，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和发展。随着从自动控制、自主控制到智能控制

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控制理论已经与人工智能紧

密结合，在航空航天、装备制造、工业过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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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8-22]。 

无人系统包括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艇、无

人潜器以及导弹、卫星等依靠自主导航和控制的

运动体。智能无人系统是机器和动物智能行为的

融合体现，已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载体 [8-

11][18-22]。现有人工智能的研究仍以机器学习的

“脑智能”为主，在模拟人的感知、思维与学习

过程的基础上，已使无人系统初步具备了“视

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智能行

为。基于机器视觉的感知与理解、强化学习、语

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无人系统环境感知、自

主规划与决策、协同控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已成功应用于无人车自动驾驶、空地协同等

多种任务场景中[18-22]。例如，Boston Dynamics公

司研制的机器人可以完成跳跃、后空翻、越障等

一系列类人动作，但是仍局限于已知的结构化环

境。目前的智能无人系统技术集中在对于类脑、

视觉、听觉等器官功能和结构化环境下行动能力

的研究，缺乏对于干扰对抗和非结构化环境下智

能行为的刻画和实现。 

卫星、导弹、无人机、野外机器人等类型的

无人系统具有以下基本特点，同时对于控制系统

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新的挑战：1）长期在非

结构化、陌生与复杂干扰环境中运行，干扰、对

抗和不确定性因素复杂，难以事先学习和预测；

2）在干扰和陌生环境下，对于目标、环境和运

动信息的获取和感知能力不足，无法快速标定，

难以实时维护、支援和修复；3）具有强构型约

束特性，需要满足时间（跟踪、识别和机动速度

等）、空间（飞行包络、轨道、安全走廊和障碍

物等）、物理（构型局限、机构饱和、通道非匹

配、欠驱动等）、能量（燃料受限等）、信息

（量测不完备等）五大类系统约束。 

因此，随着任务、环境、对象的日益复杂

化，对无人系统的精确性、可靠性和自主性需求

不断提升，如何突破“预设任务、理想环境、确

定模式”的藩篱，提升无人系统的智能自主能力

已成为一个挑战性问题。 

与动物类似，在干扰、对抗、博弈等不确定

态势下，无人系统同样面临着电磁干扰等“病毒

侵袭”、高低温/强辐射等“环境剧变”、敌方打

击/全域监视等“天敌侵害”、资源分配/载荷互

干扰等“种群竞争”的影响。具体而言，无人系

统性能会受到气象、温度、电磁等外部环境干

扰，信息欺骗、信号拒止、通道阻塞等人为主动

干扰，传感器测量噪声、控制机构误差、结构振

动、机构摩擦与器部件退化等内部干扰，以及模

型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23-26]。同时，干扰对抗

易导致无人系统的信息污染、结构损伤、执行机

构与传感器失效等故障，带来系统动力学特性、

气动特性、输入效率与量测信息的不可预测变化
[27-32]。 

干扰、拒止、攻击、封锁、损伤、故障等不

确定因素的存在使无人系统的安全性始终受到严

重威胁，“生存”能力已经超过“思维”能力成

为无人系统最基本的需求。对于在“病毒侵

袭”、“天敌威胁”、“种群竞争”等态势和极

端环境下的无人系统，其行为的智慧性首先表现

在高超的“抵御病毒”、“应对天敌”、“适应

环境”的能力。 

对于无人系统而言，生存能力和学习能力同

等重要。在干扰对抗环境下，无人系统是“学

习”还是“生存”？这是一个问题。受动物进化

和生存能力的启发，本文通过交叉融合控制科

学、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前沿理论与技

术，探讨如何提升干扰对抗环境下无人系统的

“生存智能”，即从传统的“机器学习”进一步

拓展到“机器生存”的意义；从控制理论的角度

提出了干扰对抗环境下无人系统生存智能的几个

要素：安全控制、免疫控制与绿色控制。简述了

若干无人系统生存智能的基础问题、关键技术以

及未来的解决思路。 

2  安全控制 

对于危险态势、特殊任务、恶劣条件等极端

不确定环境下的无人系统而言，干扰和故障是影

响其安全性能和寿命的主要不确定因素[23-28]。例

如，台风、火灾、暴雨等环境下应急救援任务给

无人机技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非结构化及陌生

环境下机器人的精准作业技术仍然难以实现。日

益复杂的结构和任务使得无人系统的风险日益增

加，如强对抗、变构型、强机动等特殊任务会引

起卫星、无人机等质心和惯量的大幅时变偏移，

从而导致控制性能下降甚至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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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无人系统安全控制回路框图 

Fig.1 Illustration of safety control loop for unmanned systems 

 

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无人系统抗扰与容错控

制过程对应于“看病、治病、养病”的过程。从

控制理论的角度，上述扰动、误差、噪声、攻

击、退化、失效以及若干参数变化等不确定性均

可描述为系统干扰变量的影响。多来源、多类

型、多通道的复合干扰与故障信号交联耦合，在

闭环回路中相互影响，使得无人系统的干扰估

计、故障检测与抗干扰容错控制成为一个理论难

题[24-26]。 

干扰、故障等其他未知因素都可以表征为控

制系统的不确定和随机变量。按抗干扰能力区

分，传统的抗干扰和鲁棒控制可以分为干扰抑制

和干扰补偿（抵消）方法两类：以最小方差控

制、H∞控制、H2 控制等为代表的干扰抑制方法

通过性能优化来降低干扰对系统期望性能的影

响 ； PID 控 制 、 基 于 干 扰 观 测 器 的 控 制

（DOBC）、自抗扰控制（ADRC）等干扰补偿

方法可以实现对常值、谐波、变化率有界等干扰

的实时补偿[25]。然而，这些方法主要存在三个问

题，影响了相关理论方法的实际应用，无法保证

无人系统在危险、极端、特殊和恶劣（“危极特

恶”）环境下的性能：其一，局限于单一同质干

扰系统，忽略了干扰和不确定性变量的多源性和

动态特征，缺乏对于多源干扰之间、干扰与状

态、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动静态拓扑联系的刻画；

其二，以干扰抑制为工具的抗扰、鲁棒和容错控

制方法仅考虑内部可控、内部稳定性以及相对抑

制能力，理论上无法完全保证系统对于外部干扰

的绝对量化能力；其三，以干扰补偿和抵消为目

标的方法依赖于干扰不变性设计准则，难以实现

系统性能的自主调节和重构优化。 

围绕智能无人系统在多源干扰与故障环境下

的高精度和高安全需求，无人系统安全控制技术

需要解决如下关键问题：多源干扰与故障的表征/

识别/估计与量化分析、复合精细抗干扰控制技

术、故障自愈与重构控制技术等。与传统抗扰与

容错控制理论相比，安全控制（如图1所示）需

要实现从单一同质变量到多源异质变量、从内部

稳定到外部稳定、从干扰不变性设计到适应可变

性设计的理论突破[24-27]。 

2.1  多源干扰的表征、估计与量化分析 

干扰、故障等多种不确定性广泛存在于无人

系统中且相互耦合，给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分析带

来极大挑战。2015 年，美国 DARPA 启动了“量

化物理系统的不确定性”（EQUiPS）项目，对建

模与设计过程中多来源的不确定性进行有效表

征、量化与管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

学、桑迪亚实验室等机构围绕高超声速飞行器、

水翼船等复杂系统开展了不确定性量化分析研

究。在控制科学领域，干扰和不确定变量的估计

和辨识技术已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传统的干扰观

测器和扩张状态观测器理论缺乏对于多源干扰信

息的充分利用和深度刻画，对于具有异质异构特

征的多源干扰缺乏可分离性研究，因此适应性

小、保守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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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团队于 2002 年起开展多源干扰表征、估

计与量化分析研究，针对受干扰与故障影响的无

人系统，建立包括多源异质异构变量的运动学、

动力学以及生物学深耦合动态模型，揭示了多源

干扰/故障信号与系统状态、输入、输出之间的深

耦合动态关系，提出了具有加性、乘性、隐性形

式的多源异质未知信号检测、识别、估计、预测

方法以及相应的可分离性判据。 

多源复合信号的分离和识别需要充分利用未

知信号的静、动态特征（包括动态性、随机性和

能量有界特性），建立干扰与故障信号的异质异

构精细建模与表征方法；从“传感-通信-控制-执

行”的全信息流回路揭示多源异质信号的传递和

影响机理，提出复合干扰与故障的信号分离与因

果分析方法；提出基于微循环小回路的未知信号

估计、预测与溯源方法，克服传统方法仅针对单

一同质变量（干扰/故障）的局限性，为无人系统

安全控制的系统设计和建模方法提供理论基础。

上述内容也是不确定性量化和数字孪生理论的重

要拓展。 

2.2  复合精细抗干扰控制技术 

无人系统本身存在时间、空间、物理、能

量、信息等五大类约束。在博弈对抗、应急救

援、察打一体、反恐防暴等无人系统复杂任务过

程中，环境干扰、惯性未知、结构振动、通道耦

合、器件退化等干扰和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使得

无人系统的高精度、强自主控制技术成为一个理

论和技术难题。 

传统的抗干扰控制方法大多局限于单一同质

干扰。有的基本不依赖于干扰本身特征（如

ADRC），保守性大；有的过于依赖干扰和系统

模型（如内模控制），适应性小。现代控制理论

的稳定性、可控性和可观性分析方法作为理论基

石，仍局限在对内部状态特性的刻画，难以反映

干扰等外部输入对于系统性能的影响。对于干扰

对抗态势下的无人系统而言，需要开展对干扰和

不确定性等“外部”特性的重新刻画和精细量化
[24-26]。干扰稳定性（干扰影响下的稳定性）以及

干扰可控性（干扰影响下的可控性）、可控度分

析成为抗干扰控制理论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

对于复杂环境下的无人系统而言，无论是单一的

干扰抑制还是单一的干扰补偿方法都难以奏效。

根据干扰特征和结构特性设计多源干扰同时抑制

和补偿的复合控制方法，做到“知己知彼、对症

下药”，将是实现具有强抗扰控制能力的有效手

段。 

为此，首先需要在干扰表征与深耦合建模的

基础上，研究多时空约束下无人系统外部可控能

力与鲁棒因果溯源性能量化分析研究。突破无人

系统抗干扰指定性能控制、多源干扰精细补偿和

量化抑制方法、动基座变质心高精度机动控制、

姿轨一体精细抗干扰协调控制和分配等关键技

术，完成对无人系统“感知-导航-控制”一体化

设计，实现从传统内部稳定性到外部稳定性、从

状态可控到干扰可控的跨越。同时，精细抗干扰

控制技术也可避免“过度医疗”，为下面的免疫

和绿色控制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2.3  无人系统自愈与重构控制技术 

除了持续存在的干扰和退化，突发对抗和故

障也是制约无人系统安全性的重要因素。首先，

干扰和故障的逐渐“同化”使得多源干扰系统复

合精细抗干扰控制方法对于对抗和故障具有通用

意义[24-27]。其中一个首要问题是处理干扰与故障

多源性以及可能的通道与因果融合，这使得干扰

和故障/攻击的信号分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另一方面，基于干扰不变性准则的内模控

制、ADRC 和 DOBC 等补偿和故障修复方法已难

以满足复杂任务的要求，需要实现从“不变性”

设计到“适应可变性”设计的突破[26,32]。 

为此，需要根据任务、环境、载荷与无人系

统一体化设计，结合干扰与故障的特征和耦合关

系提出具有干扰隔离能力的故障检测、诊断和容

错控制方法。另一方面，需要根据系统构型、器

件选型和典型的干扰/故障/损伤模式，研究无人

系统动静混合可靠性设计方法。根据突变、干

扰、攻击、故障等不确定状况，实现对任务、轨

迹、决策、控制等环节的自主在线重构和优化，

从传统的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目标拓展到系统均

衡性目标[32]。 

总之，对于多源干扰/故障系统，未来研究工

作中需要进一步突破原有干扰补偿方法的局限

性，提出“适应可变性”设计准则以及多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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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消纳、补偿与抑制方法，克服传统干扰不变

性设计准则的藩篱，使无人系统对于干扰与故障

具有自主动态调节能力。 

3  免疫控制 

现有无人系统过度依赖信息化与网络化，易

于暴露、易受攻击、易被欺骗，因而在干扰对抗

特别是信息拒止环境下生存能力较差。“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传统的抗扰和容错等安全控制

方法大多仅注重于客观干扰和系统内部故障的处

理，无法解决抵御攻击、规避威胁和博弈竞争的

问题[27-34]。另一方面，基于动物免疫机制的免疫

算法也已在控制器设计、观测器设计、任务调

度、路径规划等方面发挥了一些重要作用，但是

大多局限于免疫系统神经层面的算法研究[35,36]。 

免疫系统的组成包括分子、组织、神经和行

为等部分，动物抵御天敌、应对病毒的方式是一

个包括分子识别、组织调节、神经决策和行为规

避的过程。受此启发，本节从感知和规避、适应

和调节、学习和进化方面提出并简述无人系统免

疫智能关键技术（如图 2 所示），目标是构建具

有自隐、自耐和自生能力的无人系统，探索无人

系统应对干扰攻击、博弈对抗和极端恶劣环境的

问题，提出在干扰对抗等复杂态势下无人系统免

疫生存的新理念和新范式。 

被动
感知

抗扰
容错

客观
干扰

主动
感知

规避
隐藏

主观
攻击

感知和
规避技术

适应和
调节技术

学习和
进化技术

传统控制 免疫控制：仿生智能

自
隐

自
耐

自
生

 
图 2 无人系统免疫控制 

Fig.2 Immunity control of unmanned systems 

3.1  感知和规避技术 

感知能力是智能系统的主要环节，动物对于

病毒、天敌、环境剧变的抵御能力首先体现在对

于威胁的感知和风险的预警能力。 

现有的无人系统感知能力受限于任务和平台

载荷，大多仅适用于确定环境和预设任务。在干

扰对抗环境以及“敌方”空天地一体化的监视态

势下，无人系统缺乏对于干扰、攻击和威胁的识

别、预警与隐蔽能力，难以快速识别、探测和预

测可能的干扰和威胁，在敌方全域监视网下无所

遁形。另一方面，动物在感知威胁和风险后，具

有敏捷机动的隐藏规避能力。对应于病毒的隔离

过程，规避也是一种具有免疫性的智能行为。 

从系统输入和输出的角度，输入诱导、激励

和输出特征信号重构将成为智能系统诊断技术的

重要内容。文[33]设计了一种无人机抗干扰的攻

击识别器： 
ˆ

ˆˆ ˆ( )

a

a e am
m

  



     

F z Lv

L
z LF F G d F

  (1) 

其中， ˆ
aF 是对偏置攻击信号 aF 的估计值，m 与

v分别为无人机质量与速度，F 与G 分别表示控

制力与重力项。 z 与 L分别表示辅助变量与识别

器增益矩阵。 ˆ
ed 表示对外部环境干扰的估计值。

公式（1）设计的攻击识别方法通过引入干扰估

计值，实现了攻击与干扰信号的分离，有效提升

了攻击识别的灵敏性。 

因此，未来无人系统亟需解决在监视、干

扰、对抗和攻击模式下具有自主性、隐蔽性和灵

敏性的“病毒”感知、诊断和预警能力，以及对

于“病毒”和“天敌”的隔离、规避和隐藏能

力，实现灵敏识别、自主隐藏和自主隔离，提升

无人系统的“自隐性”。未来研究工作包含：异

常信号感知与分布式解译、未知信号诱导与预

警、敌方意图预测与盲区识别、基于“力-能-

控”一体化的变构型隐身、自主寻隙与跨域机动

等关键技术。 

3.2  适应和调节技术 

动物对于病毒侵袭、恶劣环境和伤病情况的

耐受能力很强，如水熊虫具有强大的极端环境

（真空、高/低温、超强辐射）耐受能力。现有无

人系统技术大多依赖于结构化环境以及完备的网

络和通信条件的支持，在弱支持、强干扰、非结

构化环境下的自我耐受能力不足：在陌生环境、

持续攻击压制情形下难以持久生存，在攻击损伤

下的功能恢复与重构能力不足，在外部支援匮乏

的条件下易导致资源耗尽的问题。 

生物应对病毒和病痛会产生包括分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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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神经和行为层面的免疫反应。动物的老化也

和无人系统的老化一样，需要重新调节目标、任

务和机制[6]。从系统层面，鲁棒性和缓冲性是应

对干扰、对抗、老化/退化的有效途径。受此启

发，需要从免疫机制、过程和系统角度研究无人

系统的免疫适应和调节问题，使无人系统具有免

疫智能能力—在攻击、压制、无支持等环境下具

有功能自恢复、集群自组织、任务自重构性能。

此外，为了克服在免疫过程中的超调、饱和、能

量过度消耗等不利因素，无人系统还应具有自身

免疫耐受性和能量维持的调节能力。 

免疫适应与调节技术的未来研究工作包括：

基于小回路激励机制的健康诊断、资源受限条件

下的能源优化等。此外，还要研究在能量有限、

增益饱和的模式下，多源干扰/攻击的可观/可抗

性、多步时序自愈控制、损伤和故障模式下自恢

复与柔性任务重构等理论问题。 

3.3  学习和进化技术 

动物会对特定抗原产生相应的抗体，并产生

记忆和遗传。现有无人系统对威胁态势感知与机

动应对的学习进化能力不足，深度学习缺乏可解

释性，确定学习难以揭示攻击的多样性，具体表

现为对复杂多变的敌方干扰攻击态势难以记忆与

预测、对抗环境下个体/群体难以动态演化。 

因此，无人系统需要具备对于未知攻击手段

的学习、记忆和预测能力，通过离线和在线结

合，数据和机理结合，实现无人系统的神经“自

生”功能。对于遭受攻击或干扰的无人系统集

群，可通过无人系统集群的异构分布式设计等手

段形成真正的“群体免疫”。通过事件触发和拓

扑生成等机制，可实现无人集群的再生和重构。 

相应于动物的模仿、遗传和克隆等机制，无

人系统学习和进化方向未来的研究问题包括：未

知信号特征的学习和预测、遗传进化的形式化建

模与可信度量、陌生威胁的特征学习与记忆、分

布式异构诱导与群体协同免疫进化等。 

4  绿色控制 

动物可以与自然和谐共存，通过冬眠、蛰

伏、假死等行为来实现减缓新陈代谢、降低身体

能量消耗、提高隐蔽性、甚至欺骗天敌的目的，

从而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并最终提高本身的生

存能力。同样，对于极端恶劣环境和博弈对抗态

势下的无人系统而言，节省能量、减少流量、降

低消耗、善于隐藏就是延续生命的保障。 

由于无人系统受到时间、空间、物理、能

量、信息等约束，因此在干扰、攻击、拒止、封

锁、故障、损伤等恶劣环境下，无人系统不仅要

保障抗扰与容错等安全性指标，还要在约束条件

下降低“精力”和“体力”消耗，避免过度损害

环境、浪费资源，实现“节能”、“节时”、

“省力”、“省心”等目标。在长航时运行时减

少能量消耗、在机动打击等任务中提升响应速

度、在物理饱和等约束下节约控制强度、在硬件

存储与处理能力受限情况下降低算法算力，从而

实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控制。同时，“双碳”目

标也对未来无人系统应用提出了新要求。 

4.1  “节能”的绿色控制技术 

最优控制作为现代控制理论中的重要内容，

已提出了基于控制和状态变量的“局部”二次型

指标的能量控制方法，但并未从无人系统“感知

-控制-执行-通信”全回路能量流的角度实现“全

局”能量优化。从控制算法的角度，传统的抗干

扰控制方法如果采用具有保守性的干扰抑制或补

偿手段，也易过度消耗能源。因此，无人系统应

该减少冗余和组件的使用消耗，控制和决策算法

应具有“节能”特点，在处理干扰与不确定性时

保证“不保守”、“不污染”、“不浪费”。 

其中，“不保守”是指对于干扰和不确定性

特征信息的“知根知底”，充分利用先验的干扰

特征进行精细补偿，不仅可以保证较好的抗干扰

精度，还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能量；“不污染”

是指通过干扰估计误差的量化分析，避免形成新

的干扰和误差；“不浪费”是指通过明确主要干

扰源，针对不同类型干扰“对症下药”，采用最

小代价的精细抗干扰控制手段实现“各个击

破”。本团队针对空间机械臂控制系统的仿真及

实验表明（如图3、图4所示）：通过精细的干扰

表征、估计、补偿与抑制，所设计的复合精细控

制器不仅具有更高的控制精度，且控制能耗显著

降低；与传统变结构控制相比，从能耗角度使寿

命提升了约1.9倍[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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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空间机械臂系统精细控制框图 

Fig. 3 Block diagram of refined control for space manipula-

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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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控制能量消耗对比 

Fig. 4 Comparisons for control energy consumption 

4.2  “节时”的绿色控制技术 

在应对灾难和天敌侵袭时，动物具有迅疾的

反应能力。因此，无人系统的绿色控制还应具有

“节时”特点。传统的有限时间控制方法缺乏与

机动任务、执行约束的有机结合。对于实时性需

求较高的机动任务，时间成本是决定任务是否完

成的重要前提。传统的最优控制理论可以求取时

间最优控制器，从智能科学的角度，目前的因果

控制方法还难以实现无人系统在物理约束和博弈

对抗态势下的智能机动行为，这对无人系统应对

复杂态势的节时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无人系统的节时控制问题包括非连续目标快

速识别、有限时间跟踪控制、快响应姿态机动控

制与执行方法。本团队针对空间机器人，将自适

应变结构干扰观测器应用于快速干扰估计，设计

了有限时间指定性能控制算法实现快速指向控

制，从而解决了对收敛时间的量化问题，显著提

升了系统的快速性（如图5、图6所示）[38]。 

 
图 5 有限时间复合控制框图 

Fig. 5 Block diagram of finite-time composit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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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自适应变结构干扰观测器 

Fig. 6 Adaptive sliding mode disturbance observer 

4.3  “省力”的绿色控制技术 

动物的迁移和抓捕对于体力和运动强度要求

很高，生存能力往往得益于动物个体充沛的体力

和节省体力的能力。同时，动物的寿命也往往取

决于某个器官的过度劳损。因此，具有物理和能

量约束的无人系统还要研究“省力”的绿色控制

技术，避免器部件的过度消耗。2013 年，美国开

普勒太空望远镜的四个飞轮中已有两个由于过度

使用而出现故障，导致耗资 6 亿美元的航天器提

前进入“安全模式”。 

针对干扰对抗环境下的无人系统，对某一疾

病的过度治疗会带来其他器官的衰竭等并发症。

现有的无人系统控制方法要么采用保守的鲁棒控

制，要么采用高强度、高增益的变结构、自抗扰

等控制方法，往往通过提升观测器或控制器增益

来实现对某一干扰的估计、抑制或抵消，易导致

大超调、过饱和、抖振等不利现象，这些“高强

度”控制方法易于导致器件的磨损、退化、老化

甚至失效。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干扰并不都是“负能

量”。除了干扰抑制、干扰补偿等常用控制模

式，干扰消纳技术可以利用干扰、借力打力，将

成为未来新的研究热点。本团队以无人机轨迹控

制系统为例开展研究[34]，无人机“阻变升”技术

已成功实现仿生干扰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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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T T
wm    

d d

a u G RDR v RDR v    (2) 

其中，m 为无人机质量， a为加速度， u表示控

制输入，G 为重力项， v与 wv 分别表示飞行速度

与风速，D与 R分别表示阻力系数与旋转矩阵。

0d 表示高速飞行气动阻力， 1d 表示外界风扰。

基于“阻变升”干扰消纳的控制器可设计为 

1̂( ) T
r r rm      u G a K v v RDR v d   (3) 

其中， ra 与 rv 表示期望的加速度与根据位置误差

修正的期望速度， K 表示增益矩阵， 1̂d 表示对

风扰的估计值， T
rRDR v 表示在控制器中消纳了

飞行阻力。 

无人系统“省力”的绿色控制技术应通过精

细干扰补偿、柔性控制分配、自适应降级控制以

及指定性能控制等手段降低控制强度，达到既完

成任务指标又降低器件工作强度的控制效果（如

图7、图8所示）。 

 
图 7 “省力”的绿色控制技术框图 

Fig. 7 “Effort saving” green control technique 

 
图 8 航天器指定性能姿态收敛曲线 

Fig. 8 Attitude convergence with prescribed performance for 

spacecrafts 

4.4  “省心”的绿色控制技术 

迅捷的反应速度和行动能力要求动物具有快

速高效的信息计算和处理决策能力，同时，快速

的计算也可以节省能量和时间。虽然随着感知能

力的提高，无人系统的信息获取量增大，为结构

化环境下无人系统的智能控制提供了有效手段。

但是，对于非结构化极端环境下的无人系统，特

别是无人机、导弹、卫星等强构型约束系统，信

息存储、处理与计算能力十分受限，特别需要保

证具有“省心”特点的绿色信息融合和控制机

制，这使得若干过于复杂的建模、学习和控制方

法难以在线应用。 

因此，对于干扰对抗态势下的无人系统而

言，“省心”的绿色控制算法应具有存储空间

小、算力低、算法简单的特点。已有的PID、

ADRC和DOBC方法具有较为简单的设计框架，

因而在实际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本团队对卫星

及执行机构、旋翼无人机等对象控制的实验表明

（如图9、10所示），复合分层抗干扰控制

（CHADC）方法将观测器增益与反馈控制器增

益分离设计，调参方便，具有可剪裁性，降低了

对存储与计算能力的要求[39]。以DOBC+PID复合

抗干扰控制为例，控制输入可以表示为 

0

ˆt

p i dk k dt k   u e e e d   (4) 

其中， e 为被控系统期望输入与实际输出的偏

差， pk 、 ik 与 dk 为PID控制的三个可调参数， d̂

为干扰观测器估计值。控制器仅包含四个可调参

数（ pk 、 ik 、 dk 与干扰观测器增益矩阵），既

提升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又保留了PID控制低算

力的优势[24]。 

对于无人系统而言，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基于

特征模型、全驱系统等理论方法提高感知和控制

的全回路信息处理能力[10,40]。同时，“省心”、

“省力”的量化以及多指标之间的协调优化也是

未来绿色控制需要研究的重点。 

 
图 9 卫星执行机构控制实验平台 

Fig. 9 Experiment platform of satellite actuator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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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无人机绿色控制实验平台 

Fig. 10 Experiment platform of green control for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5  总结与展望 

随着智能制造、航空航天和军事装备领域的

发展，卫星、导弹、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等

无人系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的重要力

量。然而，无人系统面临的博弈对抗态势愈发凸

显，干扰、攻击、对抗、拒止、封锁、损伤等极

端恶劣环境严重制约了无人系统的安全性、自主

性与可靠性。2019 年，美国太空军已正式成立。

2021 年 7 月，美国空间监视卫星“USA-271”故

意抵近袭扰我国的“实践二十号”卫星，试图上

演“太空碰瓷”事件。因此，对于博弈对抗等恶

劣环境下的无人系统而言，从智能行为、功能和

仿生智能的意义层面，生存能力比学习能力更能

体现智慧性。 

受动物在病毒侵袭、环境剧变、天敌侵害、

种群竞争等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启发，本文提

出了无人系统生存智能问题以及相应的赋生技

术，所谓赋生也是秉承维纳、艾斯比等控制论创

始人动物和机器的根本思想，视系统如生命、器

件似器官；进一步，从控制理论的角度针对安全

控制、免疫控制、绿色控制三个要素分别阐述了

相关的基础问题与关键技术。总体来说，无人系

统生存智能技术的研究目标是提升无人系统在干

扰与故障影响下的安全性，增强博弈对抗与无支

持环境下具有自隐、自耐、自生功能的免疫能

力，在多约束下实现“节能”、“节时”、“省

力”、“省心”性能的环境友好型绿色控制。应

该指出，没有生存能力无从谈学习问题，但如无

学习能力也难以保证无人系统在危险、极端、特

殊、恶劣（“危极特恶”）的复杂环境下生存。

作为仿生智能（包括仿生导航和仿生控制）的重

要内容 [41,42]，“能生存”的无人系统未来将与

“会学习”的无人系统一样，成为智能无人系统

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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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natural selection. During billions of years of evolution process, animals have formed the sur-
vival and reproduction abilities in extreme environment in the presence of various challenges (e.g., virus invasion, 
environmental upheaval, natural enemy invasion, and population competition). Similar to animals, unmanned systems 
are affected by kinds of uncertain and abnormal factors including disturbance, attack, denies, damage, and fault. In 
the disturbance and confrontation environments, enabling the unmanned systems to “self-learning” or “survival” has 
become one challenging probl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ol,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survival intelligence prob-
lem and three related key control factors: safety control, immunity control, and green control. Safety control refers to 
the anti-disturbance and fault-tolerant control of unmanned systems subject to multiple disturbances and faults. Im-
munity control includes the autonomous sensing, self-regulation, and learning evolution with regard to confrontation 
and competition. Green control implies the control problem with “energy-saving”, “time-saving”, “effort-saving”, and 
“burden-saving” performances of unmanned systems under multiple constraints. Systems are like life, and devices are 
like organs. The purpose is to give life to unmanned systems from the viewpoints of intelligent behavior and function, 
such that the survival ability of unmanned systems can be improved in dangerous, extreme, special, and harsh envi-
ronments.  

Keywords: Unmanned system; survival intelligence; safety control; immunity control; green control; disturbance 

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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