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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题目 年，卷（期） 被引 下载

郑晓龙; 王凌; 王圣尧 求解置换流水线调度问题的混合离散果蝇算法 2014,31(2) 24 504

方勇纯; 申辉; 孙秀云; 张旭; 鲜斌 无人直升机航向自抗扰控制 2014,31(5) 22 745

张磊; 苏为洲 伺服系统的反馈控制设计研究综述 2014,31(8) 17 1278

于靖; 陈谋; 姜长生 基于干扰观测器的非线性不确定系统自适应滑模控制 2014,31(1) 17 1273

贾立; 李训龙 Hammerstein模型辨识的回顾及展望 2014,31(1) 16 580

欧阳海滨; 高立群; 邹德旋; 孔祥勇 和声搜索算法探索能力研究及其修正 2014,31(3) 16 580

熊少锋; 王卫红; 王森 带攻击角度约束的非奇异快速终端滑模制导律 2014,31(4) 16 504

刘聪; 李颖晖; 朱喜华; 刘培培 基于自适应滑模观测器的不匹配非线性系统执行器故障重构 2014,31(1) 14 413

邱天; 白晓静; 郑茜予; 朱祥 多元指数加权移动平均主元分析的微小故障检测 2014,31(1) 13 440

王贞艳; 张臻; 周克敏; 毛剑琴 压电作动器的动态迟滞建模与H_∞鲁棒控制 2014,31(11) 13 281

卜祥伟; 吴晓燕; 陈永兴; 白瑞阳 基于非线性干扰观测器的高超声速飞行器滑模反演控制 2014,31(2) 12 653

程春华; 胡云安; 吴进华; 邹强 非仿射系统的自适应观测器自抗扰控制 2014,31(8)程春华; 胡云安; 吴进华; 邹强 非仿射系统的自适应观测器自抗扰控制 2014,31(8) 12 443

杨荟憭; 姜斌; 张柯 四旋翼直升机姿态系统的直接自修复控制 2014,31(7) 12 419

洪奕光; 张艳琼 分布式优化:算法设计和收敛性分析 2014,31(4) 11 702

鲜斌; 古训; 刘祥; 王福; 刘世博 小型无人直升机姿态非线性鲁棒控制设计 2014,31(3) 11 342

庞海龙; 马保离 不确定轮式移动机器人的任意轨迹跟踪 2014,31(11) 11 323

匡芳君; 徐蔚鸿; 金忠 自适应Tent混沌搜索的人工蜂群算法 2014,31(11) 11 299

卜文绍; 祖从林; 路春晓 考虑电流动态的无轴承异步电机解耦控制策略 2014,31(4) 10 167

孙明轩; 张伟博; 严求真 非参数不确定系统约束迭代学习控制 2014,31(5) 9 241

唐苦; 王昕; 王振雷 基于证据合成规则的多模型软测量 2014,31(4) 9 216

吴定会; 李意扬; 纪志成 风力机的线性变参数主动容错控制 2014,31(8) 9 188

陈志旺; 陈林; 杨七; 白锌; 赵方亮 用区间直觉模糊集方法对属性权重未知的群求解其多属性决策 2014,31(8) 8 390

许耀赆; 田玉平 线性及非线性一致性问题综述 2014,31(11) 8 369

付亚平; 黄敏; 王洪峰; 王兴伟 混合并行机调度问题的多目标优化模型及算法 2014,31(9) 8 366

王婕; 宗群; 田栢苓; 范文茹 基于拟连续高阶滑模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再入姿态控制 2014,31(5) 8 315



章海兵; 刘士荣; 张波涛 H-S直方图反向投影结合特征点提取的双目视觉定位算法 2014,31(5) 7 581

李震波; 唐驾时 参数扰动下的混沌同步控制及其保密通信方案 2014,31(10) 7 222

毛昱天; 陈杰; 方浩; 窦丽华 连通性保持下的多机器人系统分布式群集控制 2014,31(4) 7 209

胡云安; 程春华; 邹强; 周大旺 非仿射纯反馈系统的间接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 2014,31(2) 7 168

杨园华; 韩春艳; 刘晓华 有界随机测量时滞的网络控制系统的最优估计（英文） 2014,31(1) 7 84

王宏健; 陈子印; 贾鹤鸣; 李娟 基于反馈增益反步法欠驱动无人水下航行器三维路径跟踪控制 2014,31(4) 6 379

张瑞雷; 李胜; 陈庆伟; 杨春 复杂地形环境下多机器人编队控制方法 2014,31(11) 6 314

张晓颖; 李德伟; 席裕庚; 陈卫东 六自由度机械臂约束预测控制系统的设计 2014,31(3) 6 312

刘福才; 梁利环; 高娟娟; 王文魁 不同重力环境的空间机械臂自抗扰轨迹跟踪控制 2014,31(7) 6 298

王芳; 陈鑫; 何勇; 吴敏 联合连通条件下的二阶多智能体系统有限时间一致性控制 2014,31(1) 6 252

刘源; 王仕成; 闵海波; 刘志国; 廖守
亿

无领航者的多Euler-Lagrange系统有限时间一致性算法 2014,31(9)

6 236

秦娜; 金炜东; 黄进; 李智敏 高速列车转向架故障信号的聚合经验模态分解和模糊熵特征分
析

2014,31(11)

6 231

孙一杰; 张国良; 张胜修; 曾静 一类异构多智能体系统一致性协议的收敛性分析 2014,31(8) 6 227孙一杰; 张国良; 张胜修; 曾静 一类异构多智能体系统一致性协议的收敛性分析 2014,31(8) 6 227

吴玉香; 张景; 王聪 基于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的转子系统裂纹故障诊断 2014,31(7) 6 188

孙宁; 方勇纯; 钱彧哲 带有状态约束的双摆效应吊车轨迹规划 2014,31(5) 6 184

李凡军; 乔俊飞; 韩红桂 网络结构增长的极端学习机算法 2014,31(8) 6 181

李冬; 刘建昌; 谭树彬; 金阳; 张彩金 改进蚁群算法在热精轧负荷分配优化中的应用 2014,31(6) 6 168

赵浩; 荣冈; 冯毅萍 炼油企业生产计划与重点装置工艺条件集成优化 2014,31(3) 6 168

周燕茹; 黄文超; 曾建平 挠性卫星姿态非线性局部镇定控制 2014,31(12) 6 163

程代展; 齐洪胜 逻辑系统的代数状态空间方法的基础、现状及其应用 2014,31(11) 6 146

周宏; 谭文 线性自抗扰控制的抗饱和补偿措施 2014,31(10) 5 531

闫鹏; 张震; 郭雷; 刘鹏博 超精密伺服系统控制与应用 2014,31(10) 5 454

王力; 李岱; 何忠贺; 马旭辉 基于多智能体分群同步的城市路网交通控制 2014,31(3) 5 303

莫松; 黄俊; 郑征; 刘伟 基于改进快速扩展随机树方法的隐身无人机突防航迹规划 2014,31(4) 5 290

方一鸣; 许衍泽; 李建雄 具有输入饱和的电液伺服位置系统自适应动态面控制 2014,31(9) 5 280

后德龙; 陈彬; 王青; 孙雪娇; 倪茂林 碰撞自规避多弹分布式协同制导与控制 2014,31(10) 5 246



易涛; 耿志强; 徐圆; 朱群雄 模糊粗糙集测度的分析分层建模及应急演练控制应用 2014,31(9) 5 192

张红强; 章兢; 周少武; 曾照福; 吴亮
红

未知动态环境下非完整移动群机器人围捕 2014,31(3)

5 190

翁永鹏; 高宪文; 刘昕明 非仿射非线性离散系统的数据驱动二阶滑模解耦控制 2014,31(10) 5 183

戢钢; 王景成; 葛阳; 刘华江; 杨丽雯 城市小时级需水量的改进型引力搜索算法-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模型预测

2014,31(2)

5 154

吴黎明; 马静; 孙书利 具有不同观测丢失率多传感器随机不确定系统的加权观测融合
估计

2014,31(5)

5 151

刘学艺; 宋春跃; 李平 基于Vapnik-Chervonenkis泛化界的极限学习机模型复杂性控制 2014,31(1) 5 145

谷志锋; 朱长青; 张晨光; 刘璞 双重强跟踪滤波励磁及速度非线性鲁棒控制 2014,31(9) 5 145

吕庆; 方勇纯; 任逍 含非严格重复扰动的抗扰迭代学习控制 2014,31(4) 5 142

陈阳舟; 盖彦荣; 宋学君 基于部分稳定性方法的离散时间多智能体系统的一致性 2014,31(12) 5 138

胡军; 张钊 载人登月飞行器高速返回再入制导技术研究 2014,31(8) 5 124

赵新龙; 汪佳丽 结合误差变换的Bouc-Wen迟滞非线性系统反步控制器设计 2014,31(5) 5 123

孔天恒; 方舟; 李平 基于雷达–扫描器/惯性导航系统的微小型无人机室内组合导航 2014,31(1) 4 552孔天恒; 方舟; 李平 基于雷达–扫描器/惯性导航系统的微小型无人机室内组合导航 2014,31(1) 4 552

陈威; 吴益飞; 杜仁慧; 吴晓蓓 双电机同步驱动伺服系统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 2014,31(11) 4 438

张超; 朱纪洪; 高亚奎 自抗扰控制器的阶次与参数的选取 2014,31(3) 4 375

李晓理; 王志磊; 刘德馨; 王尚君 多模型电梯群控的自寻优策略 2014,31(11) 4 323

徐健; 汪慢; 乔磊 欠驱动无人水下航行器三维轨迹跟踪的反步控制 2014,31(4) 4 308

吴伟; 马万经; 杨晓光 车路协同环境下基于动态车速的相位差优化模型 2014,31(8) 4 296

闫德立; 宋永端; 宋宇; 康轶非 平方根容积卡尔曼滤波概率假设密度算法在移动机器人同时定
位与地图构建中的应用

2014,31(2)

4 288

邹涛; 王丁丁; 丁宝苍; 于海斌 积分过程预测控制的稳态分析及反馈校正 2014,31(3) 4 264

耿宝亮; 胡云安 控制方向未知的不确定系统预设性能自适应神经网络反演控制 2014,31(1) 4 217

刘乐; 方一鸣; 李建雄; 常茹 可逆冷带轧机速度张力多变量耦合系统的建模及分散控制 2014,31(12) 4 191

吴宏鑫 工程实际中的控制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与展望 2014,31(4) 4 187

李致富; 胡跃明; 郭琪伟; 马鸽 不确定离散线性系统的鲁棒单调反馈–前馈迭代学习控制 2014,31(3) 4 178

唐传胜; 戴跃洪; 甄文喜 非均匀气隙永磁同步电机的有限时间混沌同步 2014,31(7) 4 171



黄頔; 郝宇清; 段志生 可重复使用天地往返飞行器中的多输入控制问题 2014,31(6) 4 171

刘勇华 一类纯反馈非线性系统的反推控制 2014,31(12) 4 168

陆宇平; 陈柏屹; 刘燕斌; 肖地波 吸气式高超声速飞行器考虑控制约束的设计优化 2014,31(2) 4 138

李莹; 袁惠群; 梁明轩 超磁致伸缩微致动器车削加工系统模糊自适应精密位移控制 2014,31(10) 4 113

邹涛; 潘昊; 丁宝苍; 于海斌 双层结构预测控制研究进展 2014,31(10) 3 364

余洪山; 赵科; 王耀南; 唐延东; 张红
良

融合2D/3D摄像机的方法与获取高精度三维视觉信息的装置 2014,31(2)
3 320

赵文礼; 范剑; 吴敏; 王万强 微弱信号混沌检测的自跟踪扫频控制方法 2014,31(3) 3 285

吴晋; 张国良; 曾静; 徐君 多机器人编队离散模型及队形控制稳定性分析 2014,31(2) 3 277

黄诘; 张友安; 王丽英 基于Radau伪谱法的非线性最优控制问题的收敛性 2014,31(11) 3 274

刘志君; 高亚奎; 章卫国; 王晓光; 袁
燎原

变邻域分解多目标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 2014,31(5) 3 273

夏超英; 张聪 基于二次型性能指标的混合动力汽车实时优化控制 2014,31(9) 3 272

刘富樯; 徐德民; 高剑; 张立川 水下航行器执行机构的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 2014,31(11) 3 256

茹常剑; 魏瑞轩; 郭庆; 张立鹏 面向无人机自主防碰撞的认知博弈制导控制 2014,31(9) 3 255

郭景华; 罗禹贡; 李克强 智能电动车辆横纵向协调与重构控制 2014,31(8) 3 255郭景华; 罗禹贡; 李克强 智能电动车辆横纵向协调与重构控制 2014,31(8) 3 255

冯远静; 单敏; 乐浩成; 张贵军; 俞立 绿波协调控制的子区动态划分算法 2014,31(6) 3 251

李大伟; 王宏伦; 盖文东 基于L1自适应的自动空中加油对接段飞行控制技术 2014,31(10) 3 245

袁夏明; 朱纪洪; 毛漫 共轴式无人直升机建模与鲁棒跟踪控制 2014,31(10) 3 226

王聪;司文杰;文彬鹤;张明明;王勇 轴流压气机旋转失速建模与检测Ⅱ:基于北航低速压气机试验台
的实验研究

2014,31(6)

3 216

尤明; 宗群; 曾凡琳; 陶阳; 徐锐 基于平衡截断方法的高超声速飞行器模型降阶 2014,31(10) 3 210

张辉; 王耀南; 吴成中; 周博文; 陈铁
健

高速医药自动化生产线大输液视觉检测与识别技术 2014,31(6)

3 201

樊兆峰; 马小平; 邵晓根 神经网络预测控制局部优化初值确定方法 2014,31(11) 3 189

叶镭; 夏元清; 付梦印; 李春明 无人炮塔炮控系统自抗扰控制 2014,31(3) 3 176

田恩刚; 岳东; 杨继全 具有随机非线性和部分转移概率未知的马尔科夫系统的H_∞控
制(英文)

2014,31(9)

3 167

刘业峰; 潘全科; 柴天佑 改进遗传算法在磁性材料组炉优化问题中的应用 2014,31(5) 3 161

宋世君; 冯俊娥; 孟敏 受控正系统的弹性静态输出反馈鲁棒H_∞控制 2014,31(6) 3 159



徐少兵; 李升波; 成波 无级变速器车辆经济性巡航策略的伪谱法优化 2014,31(12) 3 136

牛国臣; 王巍; 宗光华 基于迭代学习的电动负载模拟器复合控制 2014,31(11) 3 133

袁飞; 詹宜巨; 王永华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数据密度相关度融合算法 2014,31(5) 3 122

甄圣超; 赵韩; 黄康; 陈义华 不确定性机械系统的最优鲁棒控制设计:模糊法(英文) 2014,31(9) 3 119

刘勇华 一类纯反馈非线性系统的动态面控制 2014,31(4) 3 118

毛卫华; 邓飞其; 万安华  随机Markov跳跃时滞系统的鲁棒H_∞指数滤波器设计 2014,31(10) 3 111

霍本岩; 赵新刚; 韩建达; 徐卫良 基于可达性决策的柔性针穿刺控制方法 2014,31(9) 3 110

张秀宇; 刘翠平; 林岩; 王建国 具有磁滞输入的可调金属切削系统鲁棒自适应动态面控制 2014,31(6) 3 97

马静; 孙书利 具有数据包丢失的离散随机不确定系统的线性最优满阶估值器 2014,31(7) 3 82

李元龙; 林宗利 奇异线性系统在执行器饱和受限下不变集条件的改进(英文) 2014,31(4) 3 73

邓勇跃; 张贵军 基于局部抽象凸支撑面的多模态优化算法 2014,31(7) 3 59

刘允刚 增长率为输出的未知多项式非线性系统的全局输出反馈跟踪(英
文)

2014,31(5)

3 56

陈刚; 林青 基于观测器的多智能体系统一致性控制与故障检测 2014,31(8) 2 382

邵星灵; 王宏伦 基于改进sigmoid函数的非线性跟踪微分器 2014,31(1) 2 369邵星灵; 王宏伦 基于改进sigmoid函数的非线性跟踪微分器 2014,31(1) 2 369

徐长波; 李春文; 鲁伟 带分布式电源的有源滤波器的模糊自适应控制 2014,31(10) 2 267

王艳; 纪志成 机床产品制造系统能效的最优控制 2014,31(11) 2 260

胡振涛; 张勇; 刘先省 基于量测迭代更新集合卡尔曼滤波的机动目标跟踪算法 2014,31(2) 2 260

万百五 经济控制论观点下的全球经济危机及其教训(类比研究与评论)
——纪念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诞生120周年(1894–2014)

2014,31(8)

2 260

杜占龙; 李小民; 郑宗贵; 毛琼 强跟踪平方根容积卡尔曼滤波和自回归模型融合的故障预测 2014,31(8) 2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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