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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器控制系统的自主诊断重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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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主诊断重构是确保航天器控制系统安全可靠自主运行的关键技术之一. 本文针对航天器资源严重受限
的客观情况, 改变传统一味追求华丽算法与豪华配置的设计理念, 从航天器的自身特性出发, 深入挖掘诊断重构问
题的本质, 提出基于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评价设计的研究思路. 文章首先介绍了航天器自主诊断重构技术的发展
现状, 分析了当前技术的不足之处并探究了其深层原因; 然后, 提出了通过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评价设计从根本上
提高系统自主诊断重构能力的全新思路, 梳理了其研究内容与研究概况; 最后, 对航天器控制系统自主诊断重构技
术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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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nomous fault diagnosis and reconfiguration is an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way to ensure the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spacecraft. Considering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that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spacecraft are severely
limited, this paper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design concept of blindly pursuing fancy algorithm and luxury fittings. A new
design concept based on the system diagnosability and reconfigurability evaluation and design is proposed here, deeply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diagnosis and reconfiguration technology by investigating th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of spacecraft.
Firstly,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autonomous diagnosis and reconfiguration technology of spacecraft is introduced,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technology are analyzed with their causes deeply explored. Then, a new idea to improve the
system capacity of autonomous diagnosis and reconfiguration through the system diagnosability and reconfigurability evaluation and design is put forward.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utonomous diagnosis and reconfiguration technology
of spacecraft control system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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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动化、自主化和智能化”是航天器技术发展
的主体脉络, 目前航天器的总体技术水平已经基本实
现了自动化, 正朝着全面自主化的方向发展. 要实现

航天器的全面自主化, 首先必须提升其自主生存能力,
确保其安全可靠自主运行.
由于控制系统功能结构复杂、故障事件高发, 且承
担任务关键、故障后果严重, 因此要提升航天器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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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生存能力, 必须提高其控制系统的安全运行能力.
目前大多数方法是通过提高零部件的可靠性来降低
故障发生的概率或通过改进系统的故障诊断与重构
技术来提升其故障应对能力. 然而, 由于制造、装配等
工艺水平的限制, 零部件可靠性的提升存在着“瓶
颈”—–当单个零部件的可靠性达到一定的水平, 若要
继续提高, 则所需付出的代价将十分昂贵; 更重要的
是可靠性描述的仅仅是概率意义下系统正常工作的
可能性, 高可靠性不代表不发生故障. 独特的运行环
境决定了航天器无法像汽车、飞机等系统一样进行定
期的维护与保养, 一旦发生故障, 将难以对其进行在
轨维修. 目前, 主要依赖于地面测控对航天器进行故
障诊断并基于诊断结果发送重构指令. 然而, 无论在
空间上还是时间上, 地面测控资源均十分有限, 大部
分要用于接收载荷数据, 因此这种过分依赖于地面的
诊断重构方式时效性较低, 已难以满足诸如距离远延
时大的深空探测任务、连续提供稳定服务的通讯导航
任务以及战时不依赖于地面自主生存的军事任务的
应用需求 [1] . 所以, 在保证零部件可靠性的基础之上,
必须考虑航天器可能发生故障的实际情况和难以在
轨维修以及地面测控资源有限的客观条件, 发展航天
器控制系统自主诊断重构技术, 提高航天器的自主生
存能力.
杨嘉墀院士早于1995年就指出自主诊断重构是发
展空间智能自主控制的关键技术之一 [2] . 为提高航天
器控制系统的自主诊断重构能力, 现有研究多侧重于
对诊断重构方法的设计与改进, 主要通过添加冗余备
份和优化诊断重构算法来实现. 然而, 受成本和运载
能力等因素的制约, 航天器的星上资源严重受限, 不
可任意添加冗余备份且难以搭载复杂的诊断重构算
法. 此外, 随着航天器规模与复杂度的日益增加, 诊断
与重构方法的设计改进愈加困难. 由于缺乏科学的理
论指导, 设计者们没有一套高效的评价设计准则, 难
以获知航天器是否具备充分的诊断重构能力, 在对系
统能力认知模糊的情况下, 无法完全信任航天器, 因
此依然要极大地依赖于地面进行故障诊断与重构, 自
主性较低. 由此可见, 片面地一味改进诊断重构方法,
无法从根本上提升航天器控制系统的自主诊断重构
能力. 因此, 为实现高水平的自主诊断重构, 必须从航
天器的自身特性出发, 对故障诊断与重构技术进行更
深层次的研究.
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是表征系统故障诊断与重构
能力的本质属性, 为提高航天器控制系统的自主诊断
重构能力提供了全新思路. 对航天器进行可诊断性与
可重构性分析, 实现诊断重构能力的表征、判定与量
化, 不仅可以回答“航天器是否具备故障诊断与重构
能力”的必要问题, 还可以进一步回答“具备多大的
诊断与重构能力”或“进行诊断与重构需要付出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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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价”等关键问题. 通过定量分析可诊断性与可重
构性, 在系统设计阶段有针对性地对航天器的结构配
置进行优化, 可以使航天器天生具备较强的故障处理
潜力; 此外, 将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分析纳入后续诊
断重构方案的设计流程, 使方案更加符合系统特性,
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充分挖掘系统潜力. 由此可
见, 将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研究纳入系统设计与方案
设计流程, 可以从“先天”和“后天”两个层面实现
航天器自主诊断与重构能力的根本提升. 基于这种能
力可量化的自主诊断重构技术, 可以很大程度上信任
航天器, 清楚划分星上自主的可靠范围与地面辅助的
必要范围, 实现较高水平的自主诊断重构.
鉴于此, 本文首先介绍了航天器自主诊断重构技
术的发展现状, 分析了当前技术的不足之处并探究了
其深层原因, 接着提出了基于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评
价设计的全新研究思路, 并梳理了其研究内容与研究
概况, 最后对航天器控制系统自主诊断重构技术的发
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2 航天器自主诊断重构技术发展现状
2.1

等级划分

故障诊断和重构技术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 为研
发高性能的飞机以及保证航天系统的高可靠性发展
而来 [3] . 2004年发布的国际标准 [4] 将航天器的自主诊
断重构划分为3个等级:
C1级: 遇到致命故障时, 航天器可切换至安全模
式, 避免灾难性事故的发生;
C2级: 航天器可对故障部件进行冗余切换, 但具
体的故障诊断与重构决策仍然依赖于地面;
C3级: 航天器能够完全自主地进行故障诊断与处
理.
目前, 航天器的自主诊断重构技术基本处于C2等
级, 整个过程主要依赖于地面, 一旦检测到系统异常,
航天器便将数据下传至地面站, 经专家会诊进行重构
方案决策, 再将指令发送给航天器, 对故障部位进行
冗余切换, 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2.2

发展历程

至今, 航天器的故障诊断与重构技术经历了从硬
件冗余到解析冗余、从整机冗余到部件冗余、从分系
统级到系统级的发展过程.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航天器的故障诊断与重
构过程主要基于地面遥测数据来完成, 地面站对遥测
数据进行故障诊断与重构决策后, 向航天器发射重构
指令, 通过冗余切换实现对故障的简单处理. 这种故
障诊断与重构技术被成功应用于美国的第一艘载人
宇宙飞船“水星号(M ercury)”和苏联的第一艘载人
宇宙飞船“东方号(Vostok)”. 然而, 由于在系统设计
阶段没有考虑故障诊断与重构功能, 运行时仅通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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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难以实现对故障的精确定位, 因此只能通过整
机切换的方式进行故障诊断与重构, 这对航天器的运
载能力提出了极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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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水平还不是很高, 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依赖于
地面. 这种过分依赖地面的处理方式, 受时空限制, 效
率较低且地面人工干预能力有限. 本国的地面测控站
数量有限, 大部分时间要用于接受载荷信息且通常只
能覆盖航天器的部分星下点轨迹, 当航天器在监测范
围以外出现故障, 可能会由于不能及时处理故障而造
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例如, 执行亚太地区气象和环境
观测任务的日本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向日葵”(如
图2), 在2006年发生计算机故障, 失控4个小时以后地
面才对其进行控制重构, 且在失控的4个小时内系统
温度过高, 因此又花了16个小时才恢复正常工作, 造
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5] . 由此可见, 亟需进一步大幅
提升航天器的自主诊断重构能力, 提高故障处理的时
效性, 增强在轨运行的安全性, 减少地面的参与程度,
摆脱繁琐的人工监控模式, 节约地面监控成本.

图 1 天地大回路故障诊断方法
Fig. 1 The fault diagnosis method in the space-ground loop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第二代航天器的故障诊
断和重构技术, 尤其是基于硬件冗余的故障诊断与重
构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 其中, 美国的“陆地遥感
(Landsat)”系列卫星、法国的“斯波特(SPOT)”系列
卫星、日本的“地球资源1号(JERS1–1)”卫星等都具
备了不同程度的故障诊断与重构能力. 中国航天器的
自主诊断重构技术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1999年发射
的“资源一号”卫星配置了具有智能接口的部件与模
块级备份计算机, 成为中国第一颗具有一定自主诊断
重构能力的卫星.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基于解析冗余的自主
诊断重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第三代航天器系统, 包括
美国的“阿波罗号(Apollo)”载人飞船和俄罗斯的
“联盟号(Soyuz)”飞船. 在该时期, 航天器的关键部
件配有多重冗余, 满足系统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要求,
可以做到“一重故障保工作, 二重故障保安全”. 同一
时期, 中国研制的遥感卫星、气象卫星、通信卫星以及
各类小卫星也都具备了不同程度的故障诊断与重构
能力.
自21世纪初开始, 航天器从原本各分系统(如控制
分系统、电源分系统、推进分系统等)独立配置故障诊
断与重构系统的方式, 向系统级状态监测、故障预测
和故障修复的方式发展, 逐步形成了航天器集成健康
管理系统, 从保障任务完成的顶层目标出发实现对航
天器的综合故障检测与重构.

2.3
2.3.1

不足与原因
现状不足

由上述的具体型号应用可以看出, 虽然航天器的
自主诊断重构技术在工程领域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其

图 2 日本“向日葵”卫星
Fig. 2 Satellite“Himawari”of Japan

2.3.2

原因分析

导致目前航天器控制系统诊断重构技术的自主性
水平不高的原因有很多. 从对象来看, 其根本原因在
于航天器不可在轨维修且资源严重受限. 从设计过程
来看, 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基于科学理论指导的系统
评价设计准则; 在该情况下, 航天器的正常要素与故
障要素割裂设计、诊断模块与重构模块也割裂设计,
这些都是导致系统诊断重构性能不高的原因. 下面对
这些原因分别进行讨论.
1) 具有不可维修且资源受限的系统特性.
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 主要通过对故障诊断与重
构方法的设计与改进来提升航天器的自主诊断重构
能力. 在故障诊断方面, 经历了从基于解析模型 [6–7] 到
基于信号处理 [8–10] 再到基于知识 [11–13] 的发展过程;
在控制器重构方面, 经历了从基于控制律切换 [14–16]
到基于控制律重新设计 [17–22] 的发展过程. 然而, 诊断
重构方法只是提升系统故障处理能力的后天因素, 受
航天器自身特性的严重制约. 事实上, 航天器有别于
一般的系统: 一方面, 受运行条件的限制, 它无法进行
定期的维护与保养, 也难以在故障后进行直接的在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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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 即航天器的诊断与重构能力确定于设计之初;
但另一方面, 受运载能力的限制, 它的可用资源严重
受限, 在设计时无法随意布置测点和添加冗余备份,
且计算性能与存储空间十分有限的星载计算机也难
以搭载复杂算法, 导致很多先进的诊断与重构方法无
法在轨实现. 在这种不可维修且资源受限的情况下,
仅仅一味地研究诊断重构算法的改进, 无法从根本上
提升航天器的自主诊断重构潜力. 因此, 需要另辟蹊
径, 寻找更适用于航天器的有效途径.
2) 缺乏基于理论指导的评价设计准则.
基于上述分析, 可见在资源受限的条件下实现高
效的系统设计对航天器自主诊断重构能力的提高至
关重要. 然而, 如图3所示, 目前在航天器的研制阶段,
关于诊断重构设计方面, 缺乏一套基于科学理论指导
的高效评价设计准则, 大都依赖于设计师的经验, 对
设计好的航天器进行打补丁式的故障预案添加. 由于
缺乏理论指导, 设计师对航天器的诊断重构能力认识
模糊, 难以获知航天器是否具备充分的诊断重构能
力、具备多大的诊断重构能力. 在对系统能力认知模
糊的情况下, 很难对航天器进行有针对性的、高效的
优化设计, 也无法完全信任设计好的航天器, 因此不
能清楚地划分星上自主的可靠范围与地面辅助的必
要范围. 为保证可靠性, 依然需要极大地依赖于地面
进行故障诊断与重构, 所以现有航天器在故障诊断重
构方面的自主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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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的过保守设计, 使得有限的星上资源不能被充
分利用.
4) 诊断模块与重构模块割裂设计.
此外, 目前故障诊断模块与重构模块的设计工作
一般也割裂进行, 前者未考虑重构模块对诊断输出信
息实时性与精确性的要求, 后者一般默认诊断模块可
以提供理想的故障信息. 事实上, 故障诊断的速度和
时间严重影响诊断结果的精度, 而诊断结果的精度与
输出信息的种类又会进一步影响后续的系统重构性
能. 例如: 若故障诊断时间过短, 则可能会由于诊断效
果不佳而降低系统的重构性能; 反之, 若为了获得较
好的诊断效果, 而花费过长的诊断时间, 则又可能会
由于重构时机过晚而削弱系统的重构性能. 换言之,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 故障诊断效果与系统重构性能之
间既关联又矛盾. 而在目前诊断与重构模块割裂考虑
的设计模式下, 这种关联与矛盾常常被忽略, 因此系
统的诊断模块与重构模块难以高效匹配, 导致工作性
能低下.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 应立足于航天器对象本身, 深
入研究航天器的自身特性, 从更深层次来研究自主诊
断重构技术, 发展一套可以量化航天器诊断重构能力
的理论方法, 形成一套科学的系统评价设计准则, 合
理配置并充分利用有限的星上资源, 实现航天器自主
诊断重构能力的根本提升.

3 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评价设计研究
如何针对航天器的自身特性, 从更深层次来研究
自主诊断重构技术, 形成一套科学的评价设计准则?
在自动控制领域中, 为了指导观测器与控制器的评价
设计, 现代控制理论创始人Kalman提出了能观性与能
控性理论, 用于表征、判定、量化系统的观测与控制能
力. 借鉴该思想, 可以提出一套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
理论, 来表征、判定、量化系统的诊断与重构能力, 指
导航天器自主诊断重构的评价设计. 其中, 能力的表
征、判定、量化具体含义如下:

图 3 传统设计方法局限性示意图
Fig. 3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design methods

3) 正常要素与故障要素割裂设计.
由于缺乏基于理论指导的评价设计准则, 现有航
天器控制系统的诊断重构设计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
性. 目前, 在航天器研制阶段, 正常要素设计与故障要
素设计一般割裂进行, 前者聚焦系统性能的提升, 后
者注重任务可靠性的保障. 这种设计模式忽略了系统
性能与可靠性之间的关系, 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可能
会引发二者的相互冲突, 进而导致因缺乏理论指导而
以牺牲可靠性为代价、盲目追求系统性能的激进设计,
使得航天器可靠性过低、难以安全可靠自主运行; 反
之, 也可能会导致以牺牲系统性能为代价、盲目追求

表征: 能力的表征旨在回答航天器控制系统在什
么条件下完成什么样的诊断重构目标, 具体是指对航
天器控制系统受到的各种资源约束与运行条件、以及
不同的诊断要求(检测、隔离、识别故障 [23] )和重构目
标(安全重构、部分重构、完全重构 [24] )进行科学的数
学表达, 从而为后续的能力判定与量化奠定数学基础.
判定: 能力的判定旨在回答航天器控制系统是否
能够在上述约束条件下完成规定的诊断重构目标, 是
一个二值判定问题, 具体是指在能力表征的基础之上,
给出系统在这些资源约束与运行条件下能够满足相
应诊断要求与重构目标的理论判据, 是后续能力量化
的基本前提.
量化: 能力的量化旨在回答航天器在上述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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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规定诊断重构目标的能力有多大, 是一个能力度
量问题, 具体是指在能力表征与判定的基础之上, 给
出能够反映系统诊断重构能力大小的量化指标, 从而
为设计师提供直接的指导信息.
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理论为提升航天器的自主诊
断重构能力提供了全新思路, 将工作重点前移至地面
设计阶段. 如图4所示, 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研究具体
可以划分为评价和设计两部分, 前者为后者提供理论
指导, 后者促进前者的方法研究. 通过表征、判定、量
化系统的诊断重构能力, 对系统进行可诊断性与可重
构性评价, 由此得到度量航天器控制系统诊断重构能
力的量化评价指标. 在这些评价指标的指导下, 设计
人员可以获知系统在不同设计方案下的诊断重构能
力有无与大小, 从而有针对性地对系统(结构、诊断重
构方案)进行反向优化与改进, 实现高效的可诊断性与
可重构性设计, 从根本上提升航天器的自主诊断重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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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ρ是可诊断性或可重构性评价指标; f (·)表示评
价指标与系统结构参数以及方案算法参数之间的数
学关系; m, L = {Li }, A = {(αi , βi )}和S 分别表示
敏感器或执行器等部件的配置数目、安装位置、安装
角度和方案算法, 其中Li , αi 和βi 为部件i的安装位置
以及安装方位角和俯仰角, i = 1, 2, · · · , m; 下划线
和上划线分别表示物理量的下界和上界; COST(S)是
指实施方案算法S 进行诊断或重构所需消耗的能量等
代价; η 是指相应可用资源的上限.
下面在剖析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内涵的基础之上,
从评价、设计两方面出发, 分别概述可诊断性与可重
构性的具体研究内容.

可诊断性评价设计

3.1
3.1.1

可诊断性内涵

1) 定义.
2004年, IEEE发布的1522标准给出了一般系统的
可诊断性定义 [25] : 系统故障能够被确定地、有效地识
别的程度. 其中,“确定地”要求每次系统发生故障时
都能准确地对故障进行检测与隔离, 实质上强调的是
诊断系统完成诊断任务的能力;“有效地”则要求对
隔离故障所需的资源进行优化, 即考虑的是诊断系统
完成诊断任务的资源利用效率.
结合航天器固有特点, 给出航天器可诊断性的具
体定义: 在资源配置和运行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准
确、有效地检测、隔离和辨识航天器故障的能力.
2) 影响因素.

图 4 可诊断性可重构性评价设计示意图
Fig. 4 Diagram of diagnosability/reconfigurability evaluation
and design

这里举例说明利用评价结果指导系统设计的大致
思路. 系统的诊断重构能力受其结构特性、方案算法
以及资源约束的严重影响. 在进行可诊断性与可重构
性评价时, 可以建立评价指标与系统结构参数以及方
案算法参数之间的数学联系, 然后以资源约束为限制
条件, 通过优化系统结构与方案算法, 使可诊断性与
可重构性的评价指标尽可能最大化. 该过程可以描述
为具有下述一般形式的优化问题:

max ρ = f (m, L, A, S),


m ∈ [m, m̄],







li ∈ [Li , L̄i ], i = 1, 2, · · · , m,
s.t. αi ∈ [αi , ᾱi ], i = 1, 2, · · · , m,




βi ∈ [β i , β̄i ], i = 1, 2, · · · , m,




COST(S) 6 η,

m,L,A,S

(1)

明确航天器控制系统可诊断性的影响因素, 可以
为后续的评价设计工作提供思路、指明方向. 基于定
义, 可以将可诊断性的影响因素概括为两大方面: 资
源配置和运行条件, 如图5所示. 资源配置主要指航天
器在设计阶段的资源分配结果, 通常属于航天器的自
身因素; 运行条件主要指航天器在运行阶段所受到的
限制因素, 以外部环境因素为主. 下面对这两方面分
别进行介绍.
A) 资源配置.
系统的资源配置主要包括资源数量、系统结构、
搭载算法等方面, 下面进行逐一分析.
航天器的星载资源数量严重受制于当前有限的运
载能力. 在硬件方面, 系统可搭载的部件体积与数量
十分有限, 这极大地限制了系统获取故障信息的能力;
在软件方面, 星载计算机的存储空间和计算能力也十
分有限, 这又极大限制了系统分析故障信息的能力.
因此, 星载资源数量对航天器控制系统的可诊断性具
有重大影响.
测点位置和传感器构型等系统结构参数直接影响
系统所测信息对故障的反映能力. 不合理的测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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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感器构型可能会导致某些必要信息的疏漏测量、
不必要信息的无效测量, 抑或是重复信息的过度测量,
从而导致星上有限资源的严重浪费. 而好的系统结构
可以提高测量资源的分配效率, 使得系统更加有效地
测量故障信息, 进而提升可诊断性.
此外, 航天器所搭载的故障诊断算法也是系统可
诊断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直接到影响最终故障诊
断的结果. 根据航天器的实际任务需求选择契合于系
统特性的故障诊断算法可以有效地提升航天器控制
系统的可诊断性.
B) 运行条件.
在运行条件方面, 影响航天器控制系统可诊断性
的因素包括复杂的太空环境、系统不确定性以及信息
测量延时与丢包等.
航天器所处的太空环境复杂, 通常可分为中性环
境、等离子环境、辐射环境和微粒环境 [26] . 这些极端
的环境不仅会提高航天器的故障概率、影响系统的正
常运行, 还会增大故障的诊断难度. 例如, 噪声与故障
难以隔离、太阳风暴导致计算机发生复位等.
不确定性会极大地影响诊断算法的诊断效果. 由
于航天器规模庞大、零部件众多, 且在生产与安装过
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微小误差, 因此难以对其进行
精确建模. 同时, 由于长期运行, 系统负荷和材料特性
等都会随着时间变化, 使得实际模型逐渐偏离标称模
型, 导致诊断结果出现偏差, 甚至导致诊断算法失效.

1971

辨识)的难度大小 . 显然, 定量评价结果可以为设计
者提供更多可用信息 [29–31] .
[28]

目前, 已提出并发展了一些可诊断性评价方法, 主
要可以分为以下3大类:
1) 基于定量模型的可诊断性评价方法: 对于可以
精确建模的系统, 基于系统的定量模型, 通过建立系
统参数、测量信息以及故障诊断性能之间的解析关系,
定量研究系统故障诊断能力的大小, 从而实现可诊断
性的量化评价. 现有研究涉及的模型有: 传递函数模
型 [32–34] 、微分方程模型 [35–36] 、状态空间模型 [37–41] 、
非线性模型 [42–43] 等.
2) 基于定性模型的可诊断性评价方法: 这类方法
主要针对难以用定量模型表示的复杂系统, 通过定性
模型描述研究对象的主要特征, 建立系统不同功能层
级与不同部组件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此基础之上判
断系统是否具有可诊断性. 具体方法有因果模型
法 [44–46] 、抽象层次法 [47–48] 等.
3) 基于数据的可诊断性评价方法: 复杂系统难以
建立精确的定量模型, 而定性模型的建立又要求工程
师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与经验. 考虑到系统在经过长
时间运行以后, 会储存大量的运行数据, 通过分析这
些数据对系统可诊断性进行分析, 可以有效解决基于
模型的方法中存在的一些难题 [49] . 因此, 基于数据的
可诊断性评价方法具有重要的研究际意义 [50–51] . 目
前, 文献[52]已基于核空间的方法对其展开了研究.
表1对上述3类可诊断性评价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
对比.
表 1 不同可诊断性评价方法优缺点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diagnosability
evaluation methods
分类

方法

优点

不足

基于
定量模型

传递函数模型
微分方程模型
状态空间模型
非线性模型

评价结果准确,
可度量诊断
能力大小

对复杂系统
难精确建模

基于
定性模型

因果模型法
抽象层次法

可反应内在
因果层次

基于数据

基于核空间
的方法

不需要建立
系统模型

图 5 可诊断性影响因素
Fig. 5 Influence factors of diagnosability

除了上述因素外, 在实际中航天器还会受到多种
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测量时延 [27] 、测量信息丢失或丢
包等. 因此, 应当在可诊断性分析阶段尽可能地充分
考虑不同的运行条件, 从而保证后续可诊断性设计的
有效性.

3.1.2

可诊断性评价

可诊断性评价是指衡量系统故障能够被确定
地、有效地识别程度的过程. 通常, 可诊断性评价可以
分为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个层面. 前者判断故障能
否被检测(隔离/辨识), 后者则量化故障被检测(隔离/

3.1.3

对经验和专
业知识要求
高, 评价结
果粗略
运算量大、
航天器可用
数据少

可诊断性设计

可诊断性设计是指将提升系统故障可诊断性作为
目标, 对系统结构和诊断方案进行优化设计的过程.
表2简单总结了可诊断设计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通过优化系统结构, 可以增强不同传感器测量信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1972

息之间的解析冗余关系、提高系统对潜在故障的反映
能力, 从而提高系统的可诊断性. 如何利用尽可能少
的传感器获取尽可能多的故障信息是一个关键难题,
需综合考虑传感器的体积、价格、测量难易程度等实
际限制约束 [53] . 目前关于可诊断性设计的研究多聚焦
于传感器的配置数目问题 [54–55] , 没有进一步考虑传感
器的具体安装位置与安装构型, 未能充分利用有限测
量资源之间的解析冗余关系, 有必要对其展开进一步
深入研究.
表 2 可诊断性设计内容与意义
Table 2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diagnosability
design
方法

设计内容

意义
增强不同传感器

结构设计

优化传感器配置

测量信息间的解析

与安装构型

冗余关系、提高系统
对故障的反映能力

方案设计

改进算法
优化残差

提高诊断方案与
系统结构以及诊断
环境的契合程度

在故障诊断方案的设计过程中, 通过改进诊断算
法和优化算法残差等方式, 可以提高故障诊断方案与
系统结构以及诊断环境之间的契合程度, 从而提高系
统的故障诊断性能.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目前已经取
得了不少成果 [56–58] .

可重构性评价设计

3.2
3.2.1

可重构性内涵

1) 定义.

第 36 卷

航天器配备的执行器个数与输出能力有限, 当系
统处于严重的故障状态时, 执行器的期望输出可能会
超出其物理范围, 过大的期望力矩会导致执行器饱和
而失去控制作用 [61–63] , 进而导致系统不可重构. 此外,
航天器的太阳帆板发电能力和推进剂携带量有限 [64] ,
系统长期处于故障状态会引起资源的大量浪费, 影响
后续功能的实现, 进而削弱系统的可重构性. 由此可
见, 航天器控制系统的可重构性与执行器数量、控制
输出范围、太阳帆发电功率以及燃料容量等星载资源
密切相关.
系统结构对航天器控制系统可重构性的影响也十
分显著. 从航天器整个大系统来看, 整星结构影响系
统的动力学特性, 进而影响控制系统的重构性能. 从
控制分系统来看, 敏感器和执行器的安装构型对航天
器在敏感器与执行器故障下的可重构性也具有十分
重要的影响: 敏感器的安装构型决定了系统的观测能
力, 好的敏感器安装方式可以增强系统测量信息之间
的解析冗余关系, 使得系统在部分敏感器故障的情况
下, 仍然可以重构出所需信息; 由执行器的操作过程
可知, 其控制力矩输出与控制指令的分配逻辑直接相
关, 而分配逻辑又取决于执行器的安装构型, 好的执
行器安装构型可以显著提高系统的重构性能. 因此,
航天器控制系统的可重构性受整星结构以及敏感器
与执行器构型的影响.
此外, 航天器所搭载的控制重构算法也是影响系
统可重构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直接影响最终的重
构效果. 根据航天器的任务需求和健康状态选择契合
航天器系统特性的重构算法可以有效提升系统的重
构性能.

为评估故障系统的重构能力, 文献[59–60]提出了
可重构性的概念, 定量描述了系统重构能力大小, 揭
示了系统进行容错设计的潜力和局限性.
可重构性反映的是航天器对故障的自主处理能力,
其具体定义为: 在资源配置和运行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在保证安全的时间内, 航天器通过自主改变空间构型
或控制算法等方式, 克服故障, 恢复全部或部分既定
功能的能力.
2) 影响因素.
为了给后续的可重构性评价设计工作提供思路、
指明方向, 这里同样先分析航天器控制系统可重构性
的影响因素. 基于定义, 仍然可以将可重构性的影响
因素概括为资源配置和运行条件两大方面, 如图6所
示.
下面对这两方面分别进行介绍.
A) 资源配置.
与可诊断性部分一样, 这里将系统的资源配置细
分为资源数量、系统结构、重构算法3个方面.

图 6 可重构性影响因素
Fig. 6 Influence factors of reconfigurability

B) 运行条件.
在运行条件方面, 影响航天器控制系统可重构性
的因素有很多, 例如: 外部干扰、任务窗口、诊断时
间、重构时机等等, 下面进行逐一分析.
航天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
干扰作用, 例如: 重力梯度力矩、太阳辐射力矩、气动
力矩、地磁力矩等环境干扰, 以及过程噪声、飞轮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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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活动部件转动力矩、太阳能电池阵驱动力矩、
挠性结构耦合力矩等非环境干扰. 干扰的存在会引起
更大的故障偏差, 并且对干扰进行抑制会占用系统的
有限资源, 进而削弱系统的实际重构潜能. 因此, 在对
航天器进行可重构性分析时, 应充分考虑其受到的外
部干扰影响.

障下的能控度(执行器故障)和能观度(传感器故障)来
衡量系统重构能力的大小 [60] . 评价指标主要基于能
控/能观性Gramian矩阵得到 [60, 70–72] , 具体物理意义
为: 控制系统状态的能耗大小和观测系统状态的难易
程 度 [73–74] . 然 而, 要 将 该 类 方 法 推 广 至 非 线 性 系
统 [75–76] , 指标计算将变得十分复杂.

在航天器的实际运行过程中, 有很多特定的航天
任务(变轨、着陆等)都需要在规定的时间窗口 [65–67] 内
完成, 一旦超过该时间窗口, 重构措施将无济于事. 因
此, 航天器故障以后, 为了继续完成这类既定任务, 必
须在一定的时间窗口内进行重构, 该窗口越小, 说明
系统的时间冗余度越小, 相应的重构难度会越大.

2) 基于定性模型的可重构性判别方法: 对于大型
的复杂系统而言, 由于其结构庞大、零部件众多, 难以
精 确 建 立 定 量 模 型. 此 时, 可 以 基 于 系 统 结 构 分
析 [77–79] 或借助图论 [80–82] 等工具来建立定性的模型,
通过分析目标功能与系统部组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描
述系统特征, 判断可重构性的有无. 然而, 该类方法往
往不能量化重构能力的具体大小.

系统发生故障以后, 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进行故障
诊断, 才能“对症下药”, 采取有效的重构措施. 如果
诊断时间过短, 则没有充足的时间对故障进行精确辨
识, 无法为后续的重构过程提供准确的故障信息, 从
而导致系统重构性能低下, 甚至重构失败; 反之, 如果
诊断时间过长, 则会影响后续重构过程的时效性, 甚
至超出容许的时间窗口.
航天器星载计算机处理器的运行速度、故障诊断
耗时等因素会引起系统的重构延时. 因此, 重构时机
也是影响系统重构性能的一大关键因素. 若重构时机
过早, 一方面可能会由于故障刚发生时的系统突变和
不稳定性, 而耗费较高的重构代价(例如: 执行器饱
和、重构能耗过高)来恢复系统性能; 另一方面也可能
会由于诊断模块因时间过短, 给出的诊断结果精确度
较低, 导致重构效果较差. 上述情况均会严重影响系
统的重构性能, 甚至导致系统不可重构. 若重构时机
过晚, 可能会引起故障后果持续扩散, 使得故障偏差
进一步增大, 后续恢复系统的难度也随之增大(例如:
重构代价过高, 超出星上资源可以提供的范围; 重构
耗时过长, 影响后续任务的顺利执行), 进而导致系统
在实际意义下不可重构 [68–69] . 可见, 系统的可重构性
随着时间变化, 应该以一个动态的角度去研究. 需要
注意的是, 受诊断时间与计算机运行速度的限制, 重
构存在一定的“延时”, 该延时影响重构时机的下界.

3.2.2

可重构性评价

可重构性评价用于回答“航天器是否具备重构能
力以及具备多大重构能力?”的问题, 具体可以描述
为: 通过定性判别航天器控制系统重构能力的有无以
及定量描述重构能力的大小, 使设计人员了解航天器
的可重构性设计水平, 或使测控人员获知航天器的在
轨健康状态.
目前, 已提出并发展了一些可重构性评价方法, 主
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1) 基于定量模型的可重构性量化方法: 这类方法
主要针对可精确建模的系统, 通过研究系统在不同故

表3对上述两类可重构性评价方法的优缺点进行
了简单对比.
表 3 不同可重构性评价方法优缺点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reconfigurability
evaluation methods
分类

方法

优点

不足

基于能控/
物理意义明确 仅适用于简单
基于
能观Gramian
评价结果准确
系统
定量模型
矩阵的方法
仅可判断可
适用于难以
基于
结构分析法
重构性有无,
精确建模的
定性模型 图论分析法
评价结果粗略
复杂系统

3.2.3

可重构性设计

可重构性设计用于解决“如何在资源严重受限的
情况下使航天器重构能力达到最大化?”的问题, 具体
可以阐述为: 在航天器的设计阶段, 以可重构性最大
化为目标,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通过对系统结构、重
构方案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 来提高航天器冗余资源
的分配效率、增强系统重构的时效性并降低重构代价,
从而有 效提升 整个航 天器的 自主故 障处理 能力.
表4简单概括了可重构性设计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目前, 关于可重构性设计的研究大都通过优化系
统结构来提升系统的重构能力. 具体可以分为两个层
面: 1) 不考虑安装构型的部件数量优化, 该层面可进
一步分为两种应用场景: 系统可重构性满足一定要求
时最小化部件个数, 以及给定部件个数最大化系统的
可重构性 [70–71] ; 2) 部件数量一定时的安装构型优化,
包含部件的安装位置与安装角度优化 [83–84] .
为保证航天器入轨以后能够充分利用既有的故障
处理能力, 除了优化系统结构以外, 还需要设计优良
的 重 构 方 案. 通 过 优 化 重 构 算 法 [85] 、调 整 重 构 时
机 [86–88] 等方式, 提高重构方案与航天器系统特性以
及运行环境的契合程度, 充分发挥系统固有的故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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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潜能, 以尽可能低的代价和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尽快
实现系统重构.
表 4 可重构性设计内容与意义
Table 4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reconfigurability
design
方法

设计内容
优化传感器/

结构设计

执行器配置
与安装构型

意义
提高系统的资源分
配效率与解析冗余
提升重构方案与

方案设计

改进重构算法

系统结构的契合程度、

优化重构时机

提高重构时效性、
降低重构代价

3.3

航天器应用的优越性

为缓解航天器严重的资源约束和日益提高的安全
要求之间的矛盾, 在进行诊断重构设计时, 既要摆脱
传统的一味追求华丽算法与豪华配置的设计理念; 又
要避免以往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以牺牲系统性能
为代价, 盲目追求可靠性的过保守设计.
基于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理论, 在系统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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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科学的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评价设计, 可以克服
前文所述凭经验、打补丁的传统设计缺陷, 其具体的
优越性如图7所示. 首先, 通过表征、判定、量化航天
器的诊断重构能力, 挖掘系统诊断重构能力的本质,
得到相应的能力度量指标框架, 例如: 可以综合反映
系统可诊断率、诊断准确性以及诊断及时性的可诊断
度指标框架, 可以综合反映可重构率、重构效果以及
重构能耗的可重构度指标框架; 然后, 基于表征、判
定、量化的结果, 形成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评价设计
准则, 针对具体的航天器控制系统进行度量指标的求
解, 进而完成评价过程, 并以最大化指标数值作为优
化目标, 以有限的星上资源和运行条件以及规定的任
务需求作为约束条件, 对系统构型和方案算法进行设
计改进, 从而实现航天器诊断重构能力的最大边界.
这种基于理论的科学设计方法, 牢牢抓住问题的本源,
可以清晰地量化系统能力, 进而更加合理地配置系统
资源, 并设计更加贴合系统特性的诊断重构方法, 可
以做到“因材施教, 物尽其用”. 此外, 这种能力可量
化的自主诊断重构设计方法, 可以明确星上自主的可
靠范围以及地面辅助的必要范围, 基于此实现的航天
器自主诊断重构技术更加可靠, 是从根本上提升航天
器自主诊断重构能力的有效途径.

图 7 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评价设计的优越性
Fig. 7 Advantages of diagnosability/reconfigurability evaluation and design

4 未来展望

可重构性评价设计问题, 尤其是设计问题.

未来, 仍然会有很多先进的自主诊断重构方法不
断涌现, 但要实现其在航天器工程应用领域中的突破,
还需要从根本上发展并完善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理
论, 构建科学的评价设计体系.

4.1

目前, 关于航天器控制系统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
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仍有很多不足. 一方面, 多针
对简单线性系统, 较少考虑复杂干扰、执行器饱和、时
间约束、系统非线性等实际因素影响; 另一方面, 多集
中于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评价方法的研究, 较少涉及
后续基于评价结果的系统设计问题研究. 因此, 将来
需要进一步提高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理论方法的实
用性, 深入研究考虑实际限制因素影响的可诊断性与

多因素影响的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研究

航天器因受到多重资源约束、特殊运行条件、复
杂空间环境以及动力学耦合特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非线性动态系统. 然而, 现有可诊
断性与可重构性研究较少考虑这些实际限制因素, 实
用性较低. 因此, 后续可以在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评
价过程中综合考虑星上资源 [89] 、任务时间 [90] 、参数
时变 [91] 、控制输入受限 [92] 等实际约束的影响, 以及复
杂的空间环境和系统结构 [93] 引起的干扰与故障难以
隔离 [94] 、非线性系统评价指标难以求解等问题, 找到
更为实用的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评价方法, 并在设计
过程中对系统的性能、成本、功耗、可靠性等诸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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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行综合考量, 将航天器控制系统的可诊断性与可
重构性设计视为一个多目标优化问题, 以期获得一个
多目标权衡最佳的航天器控制系统.

4.2 正常要素与故障要素的一体化设计
由前文可知, 目前航天器控制系统正常要素与故
障要素割裂设计的模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能会
导致系统性能与可靠性之间的相互冲突. 事实上, 系
统性能与可靠性既矛盾又相关, 应该统筹考虑, 对正
常要素与故障要素进行一体化设计. 考虑到航天器大
部分时间还是运行于正常模式之下的, 因此正常要素
与故障要素一体化设计的思路之一为: 在航天器的设
计研制阶段, 在保证系统具备足够可靠性的基础之上,
尽可能提升其正常性能的优越性. 具体可以将航天器
在不同故障情况下的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作为约束
条件, 通过改进系统结构和诊断重构算法来优化航天
器控制系统在正常情况下的工作性能, 使得系统在保
证对某些故障可诊断可重构的前提下具备最优的标
称状态, 由此综合权衡系统性能与可靠性, 实现航天
器正常要素与故障要素的一体化设计, 使得有限资源
的分配结构达到平衡最优.

4.3 诊断模块与重构模块的一体化设计
同样由前文可知, 航天器控制系统故障诊断模块
与控制重构模块的割裂设计可能会导致二者之间难
以高效匹配、诊断重构效能低下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
况, 可以基于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理论, 深入研究诊
断模块与重构模块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而对二者进行
一体化设计. 考虑到诊断时长和诊断算法等故障诊断
要素严重影响系统的诊断性能(例如: 可诊断率、诊断
精度等)以及重构延时, 进而和重构时机、重构算法等
重构要素一起影响后续的重构性能, 因此诊断模块与
重构模块一体化设计的思路之一为: 通过定量推导系
统最终的重构性能指标关于诊断、重构要素的解析表
达式, 来建立诊断模块与重构模块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此基础之上, 通过对诊断时间、诊断算法、重构时
机、重构算法等不同诊断重构要素进行综合优化, 来
获得理想的重构性能, 由此实现诊断模块与重构模块
的一体化设计, 使得系统整体的诊断重构性能达到最
优.

5 总结
航天器控制系统自主诊断重构技术可以显著提高
故障处理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大大降低地面测控人员
的工作压力, 节省测控站的人力与财力投入, 具有重
要 的 社 会 经 济 效 益, 为 实 现 新 一 代 航 天 器“ 自 主
化”的根本需求提供了重要保障.
目前, 关于航天器控制系统自主诊断重构技术的
研究主要聚焦于对诊断重构方法的设计与改进, 其难
度随着系统的日益复杂而显著增加, 且实施效果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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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器运行条件与资源约束的严重制约. 可诊断性与可
重构性揭示了故障诊断与重构的深层内涵, 是表征系
统故障诊断与重构能力的本质属性, 基于此发明的可
诊断性可重构性评价设计技术, 是从根本上提升航天
器自主诊断重构能力的重要手段. 该思路牢牢抓住了
问题的本源, 改变了传统的设计理念, 将以往仅仅关
注后端诊断重构方法的设计方式, 转变为在系统设计
之初就进行可诊断性与可重构性研究的设计方式, 是
实现航天器安全可靠自主运行的有效途径, 具有十分
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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