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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题目 年，卷(期) 被引 下载

王耀南; 陈铁健; 贺振东; 吴成中 智能制造装备视觉检测控制方法综述 2015,32(3) 17 1840

滕青芳; 柏建勇; 朱建国; 郭有光
基于滑模模型参考自适应观测器的无速度传感器三相永磁同步电机模
型预测转矩控制

2015,32(2) 13 802

卢涛; 于海生; 山炳强; 迟洁茹 永磁同步电机伺服系统的自适应滑模最大转矩/电流控制 2015,32(2) 12 517

李翠芸; 王荣; 姬红兵 基于变分贝叶斯势均衡多目标多伯努利滤波的多扩展目标跟踪算法 2015,32(2) 11 431

张伟; 乔俊飞; 李凡军 溶解氧浓度的直接自适应动态神经网络控制方法 2015,32(1) 10 230

贺彦林; 王晓; 朱群雄
基于主成分分析-改进的极限学习机方法的精对苯二甲酸醋酸含量软
测量

2015,32(1) 9 268

王耀南; 申永鹏; 孟步敏; 李会仙;
袁小芳

车用汽油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研究现状与展望 2015,32(4) 8 869

关永强; 纪志坚; 张霖; 王龙 多智能体系统能控性研究进展 2015,32(4) 7 460

张可; 周东华; 柴毅 复合故障诊断技术综述 2015,32(9) 6 897

杨青运; 陈谋 具有输入饱和的近空间飞行器鲁棒控制 2015,32(1) 6 415

罗元; 傅有力; 程铁凤 基于改进Rao-Blackwellized粒子滤波器的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 2015,32(2) 6 375

刘佳俊; 胡昌华; 周志杰; 张鑫; 王
鹏

基于证据推理和置信规则库的装备寿命评估 2015,32(2) 6 293

桑红燕; 潘全科 求解流水车间批量流集成调度的离散入侵杂草优化算法 2015,32(2) 6 203

朱信成; 周川; 陈庆伟 网络控制系统的模型依赖平均驻留时间调度与控制 2015,32(1) 6 185

谭建豪;王耀南;王媛媛;张艺巍;王楚 旋翼飞行机器人研究进展 2015,32(10) 5 782

谭健; 周洲; 祝小平; 张乐 飞翼布局无人机分数阶积分滑模姿态控制 2015,32(5) 5 389

王思思; 齐国清 有色量测噪声下的改进求容积卡尔曼滤波器 2015,32(1) 5 256

杨唐文; 高立宁; 阮秋琦; 韩建达 移动双臂机械手系统协调操作的视觉伺服技术 2015,32(1) 5 456



洪庆辉; 刘奇能; 李志军; 曾以成 C振荡型忆阻混沌电路及时滞反馈控制 2015,32(3) 5 224

梁海燕; 任志刚; 许超; 言金 翼伞系统最优归航轨迹设计的敏感度分析方法 2015,32(8) 5 104

刘一莎; 杨晟萱; 王伟 四旋翼飞行器的自抗扰飞行控制方法 2015,32(10) 4 688

郑晓龙; 王凌 随机资源约束项目调度问题基于序的果蝇算法 2015,32(4) 4 257

张彪; 周绍生 区间二型随机模糊系统的稳定性分析和控制设计 2015,32(7) 4 242

高海燕; 蔡远利; 唐伟强 高超声速飞行器的调度离线预测控制 2015,32(2) 4 199

陈罡;高婷婷;贾庆伟;周奇才;黄江帅 带有未知参数和有界干扰的移动机器人轨迹跟踪控制 2015,32(4) 4 442

吴佳; 谢永芳; 阳春华; 桂卫华 基于泡沫图像特征的金锑浮选入矿品位估计 2015,32(2) 4 151

艾超; 陈文婷; 孔祥东; 叶壮壮 基于反馈线性化的液压型风力发电机组最佳功率追踪控制 2015,32(6) 4 126

王博; 郭继昌; 张艳 基于深度网络的可学习感受野算法在图像分类中的应用 2015,32(8) 3 424

申永鹏; 王耀南; 孟步敏; 李会仙;
袁小芳

基于多目标优化模型的电动汽车增程器油耗及排放优化 2015,32(5) 3 351

邹权; 钱林方; 蒋清山 永磁同步电机伺服系统的自适应模糊滑模控制 2015,32(6) 3 330

陈明金; 李树荣; 曹乾磊 时滞柔性关节机械臂自适应位置/力控制 2015,32(2) 3 325

刘智斌; 曾晓勤; 徐彦; 禹继国 采用资格迹的神经网络学习控制算法 2015,32(7) 3 223

李秋洁; 赵亚琴; 顾洲 代价敏感学习中的损失函数设计 2015,32(5) 3 171

孙秀霞; 常允刚; 董文瀚; 刘日 最优控制L1自适应在重装空投纵向控制器设计中的应用 2015,32(5) 3 127

陈世明; 袁军锋; 陈小玲; 方华京 基于类电磁机制优化的FastSLAM2.0算法 2015,32(1) 3 117

赵长钟; 栾小丽; 刘飞 基于有限频段的Markov跳变系统有限时间H_∞滤波 2015,32(3) 3 95

周晓根; 张贵军; 梅珊; 明洁 基于抽象凸估计选择策略的差分进化算法 2015,32(3) 3 92

庄巧莉; 戴文战; 王寿光 基于混合整数规划的一般Petri网死锁检测方法 2015,32(3) 3 82

廖卫中; 宗群; 马亚丽 小型四旋翼无人机建模与有限时间控制 2015,32(10) 2 567

吴琦; 蔡志浩; 王英勋 用于无人机室内导航的光流与地标融合方法 2015,32(11) 2 518

吴云洁; 王建敏; 刘晓东; 刘佑民 带有干扰观测器的高超声速飞行器滑模控制 2015,32(6) 2 393

朱大奇; 曹翔 多个水下机器人动态任务分配和路径规划的信度自组织算法 2015,32(6) 2 324



章恩泽; 陈庆伟 改进的r支配高维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法 2015,32(5) 2 317

黄廷国; 王璐; 苏剑波 无人驾驶飞行器姿态的非线性扰动抑制控制 2015,32(4) 2 317

马艺玮; 杨苹; 陈思哲; 赵卓立; 王
月武

含柴油发电机和蓄电池储能的独立微电网频率分层控制 2015,32(8) 2 306

张启瑞; 魏瑞轩; 何仁珂; 茹常剑;
周凯

城市密集不规则障碍空间无人机航路规划 2015,32(10) 2 286

段文杰; 王大轶; 刘成瑞 卫星控制系统离散积分滑模容错控制 2015,32(2) 2 262

孙宁; 方勇纯; 陈鹤 欠驱动桥式吊车消摆跟踪控制 2015,32(3) 2 234

徐建闽; 荆彬彬; 卢凯 过饱和状态下的单交叉口最小延误信号周期模型 2015,32(4) 2 220

贺静; 赵众; 董叶伟 基于Volterra模型的预测控制及应用 2015,32(3) 2 217

乔景慧; 柴天佑 改进ELMAN网络的Q学习温度切换控制 2015,32(7) 2 198

赵新龙; 汪佳丽 未知控制方向的迟滞非线性系统预设自适应控制 2015,32(5) 2 197

董琦; 宗群; 王芳; 田栢苓 基于光滑二阶滑模的可重复使用运载器有限时间再入姿态控制 2015,32(4) 2 193

李世卿; 丁宝苍; 孙耀 双层预测控制中基于操作变量增量的多优先级稳态目标计算 2015,32(2) 2 157

宋吉广; 梁利华; 金鸿章; 綦志刚 零航速减摇鳍自适应主从控制器设计 2015,32(5) 2 155

韩云祥; 汤新民; 张明 一类无冲突轨迹规划方案 2015,32(7) 2 153

蓝益鹏; 刘宇菲 磁悬浮直线电动机H_∞鲁棒控制器及其蚁群算法优化设计 2015,32(4) 2 150

蒋朝辉; 李晞月; 桂卫华; 谢永芳;
阳春华

分段线性回归和动态加权神经网络融合的高炉料位预测 2015,32(6) 2 148

严求真; 孙明轩 非参数不确定系统状态受限误差跟踪学习控制方法 2015,32(7) 2 142

赵辉; 严爱军; 王普 基于权重阈值寻优的案例推理分类器特征约简 2015,32(4) 2 125

潘春荣; 黎良 晶圆重入加工的组合设备终止暂态的调度与分析 2015,32(5) 2 117

马骏; 倪世宏; 解武杰; 董文瀚 确定采样型强跟踪滤波飞机舵面故障诊断与隔离 2015,32(6) 2 90

卢晓; 王海霞; 吴帆 带乘性噪声和延时观测广义系统的多步最优预测器 2015,32(6) 2 66

方旭; 刘金琨 四旋翼无人机三维航迹规划及跟踪控制 2015,32(8) 1 550



魏青铜; 陈谋; 吴庆宪 输入饱和与姿态受限的四旋翼无人机反步姿态控制 2015,32(10) 1 446

许璟; 蔡晨晓; 李勇奇; 邹云 小型四旋翼无人机双闭环轨迹跟踪与控制（英文） 2015,32(10) 1 325

罗德荣; 邹勇波; 黄守道; 成双银;
孔永强

对转永磁同步电机直接转矩控制方法 2015,32(2) 1 316

郝伟; 鲜斌 四旋翼无人机姿态系统的非线性容错控制设计 2015,32(11) 1 305

陈龙胜; 王琦 一类非仿射非线性不确定系统自适应鲁棒控制 2015,32(2) 1 303

张扬名; 闫鹏 线性电机伺服系统的自适应鲁棒控制 2015,32(3) 1 279

张波; 周洲; 祝小平 自抗扰实现飞翼布局无人机全包线飞行控制 2015,32(10) 1 242

周炳海; 钟臻怡 可重入混合流水车间调度的拉格朗日松弛算法 2015,32(7) 1 225

张音哲; 刘贵喜; 李斯; 黄楠楠 无人机多机动目标自主探测与跟踪 2015,32(11) 1 203

周晓君; 阳春华; 桂卫华 全局优化视角下的有色冶金过程建模与控制 2015,32(9) 1 203

王永超; 张胜修; 曹立佳; 扈晓翔 输入受限的非线性系统自适应模糊backstepping控制 2015,32(12) 1 198

匡敏驰; 朱纪洪; 吴德贵 推力矢量无人机尾坐式垂直起降控制 2015,32(11) 1 196

张波; 祝小平; 周洲; 彭新潮 输入有约束时的飞翼布局无人机姿态控制 2015,32(6) 1 185

陈晋音; 何辉豪 基于密度和混合距离度量方法的混合属性数据聚类研究 2015,32(8) 1 184

刘伟; 周绍磊; 祁亚辉; 闫实 有向切换通信拓扑下多无人机分布式编队控制（英文） 2015,32(10) 1 160

申屠晗; 薛安克; 骆吉安 多步历史估计信息反馈多模型融合方法 2015,32(1) 1 159

张维海; 刘鹤鸣 随机马尔科夫跳跃系统有限时间控制 2015,32(3) 1 153

陈泳锟; 王元; 苏为洲 鲁棒稳定性对最优二次型控制设计的约束 2015,32(5) 1 151

沈艳霞; 贺庆楠; 杨雄飞; 赵芝璞 风能转换系统执行器故障重构与容错控制 2015,32(3) 1 144

张孝顺; 余涛
互联电网自动发电控制功率分配的改进逼近于理想解的排序-Q多目标
优化算法

2015,32(4) 1 143

朱齐丹; 王立鹏; 张智; 闻子侠 舰载机着舰侧回路时变风险权值矩阵线性变参数预测控制 2015,32(1) 1 140

黄玉龙; 张勇刚; 李宁; 赵琳 带不确定量测和未知虚警概率的粒子滤波器 2015,32(8) 1 137

逄勃; 邵诚 高阶参数优化迭代学习控制算法 2015,32(4) 1 272



仲朝亮; 刘士荣; 张波涛 基于区域空间知识模型的在线快速路径规划 2015,32(3) 1 122

赵建远; 李醒飞; 田凌子 有色噪声背景下的正交子空间辨识 2015,32(1) 1 119

王新梅; 魏武; 刘玮; 刘峰; 袁银龙 鲁棒卡尔曼滤波下的图像雅可比矩阵带时延补偿的估计 2015,32(8) 1 118

夏晓南; 张天平 具有动态不确定性互联大系统的分散自适应控制 2015,32(3) 1 114

席裕庚; 李晓丽 多智能体系统一致性的递阶结构设计 2015,32(9) 1 110

何墉; 章卫国; 王敏文; 杨立本; 张
颖

基于多目标控制的变体飞行器切换线性变参数控制器 2015,32(11) 1 109

朱慧坚; 曾才斌 参数完全未知的不同混沌系统的尺度与混合同步 2015,32(3) 1 105

李文博; 王大轶; 刘成瑞 有干扰的控制系统故障可诊断性量化评估 2015,32(6) 1 98

李博; 谢巍 基于二维Otsu准则的自适应分数阶微分的图像增强算法 2015,32(6) 1 98

宋金利; 李志强 块序列布尔网络的拓扑结构 2015,32(2) 1 96

庞强; 邹涛; 丛秋梅 网络环境下不敏感系统的分布式区域预测控制方法 2015,32(4) 1 92

王振华; 徐娟娟; 张焕水 受未知通信时滞影响的高阶多智能体系统的趋同 2015,32(3) 1 88

王通; 董朝阳; 王青; 倪茂林 凸多面体不确定系统的符号稳定性分析 2015,32(1) 1 78

王兴平; 朱泓霖; 程兆林 一类增长率依赖输出的非线性系统的输出反馈输出跟踪控制 2015,32(4) 1 78

邬玲伟; 孙明轩 无抖振离散重复控制器的设计与实现 2015,32(4) 1 76

唐昊; 许玲玲; 周雷; 谭琦 可变服务率模式下基于需求驱动的传送带给料加工站系统的优化控制 2015,32(6) 1 68

田小敏; 费树岷; 柴琳 具有死区输入的分数阶混沌系统的有限时间同步（英文） 2015,32(9) 1 66

王浩铎; 王钦若; 吴小泽 船舶全局一致渐进路径跟踪变积分增益导航策略(英文) 2015,32(6) 1 57

汤健; 柴天佑; 丛秋梅; 刘卓; 余文 选择性融合多尺度筒体振动频谱的磨机负荷参数建模 2015,32(12) 1 52

戴喜生; 郭亚君; 田森平; 李克讷 非线性抛物型偏差分系统迭代学习控制 2015,32(12) 1 46

罗德林; 张海洋; 谢荣增; 吴顺祥 基于多agent系统的大规模无人机集群对抗 2015,32(11) 472

邱华鑫; 段海滨; 范彦铭 基于鸽群行为机制的多无人机自主编队 2015,32(10) 466

朱黔; 周锐 面向目标跟踪的多机协同通信保持控制 2015,32(11) 329



贺彦林; 王晓; 朱群雄
基于主成分分析一改进的极限学习机方法的 精对苯二甲酸醋酸含量
软测量

2015,32(1) 311

李毅; 陈增强; 孙明玮; 刘忠信; 张
青

离散型自抗扰控制器在四旋翼飞行姿态控制中的应用 2015,32(11) 289

张超; 朱纪洪; 高亚奎 基于最小拍观测器的自抗扰控制器设计与性能分析 2015,32(1) 409

吴青坡; 周绍磊; 刘伟; 尹高扬 基于集散式模型预测控制的多无人机协同分区搜索 2015,32(10) 280

刘福才; 侯甜甜; 秦利; 冯伟波 考虑铰间间隙和重力影响的空间机械臂轨迹跟踪控制 2015,32(5) 277

赖薇; 孟斌; 孙洪飞 高超声速飞行器再入姿态鲁棒控制 2015,32(10) 270

刘旭东; 李珂; 孙静; 符晓玲; 张承
慧

基于广义预测控制和扩展状态观测器的永磁同步电机控制 2015,32(12) 257

陈彦杰; 王耀南; 钟杭; 缪志强 动态环境中服务机器人的改进型地图学习规划 2015,32(2) 250

潘月斗; 陈泽平; 郭映维 感应电机二阶滑模次优算法定子磁链观测器设计 2015,32(5) 248

王行愚; 蔡锋; 金晶; 张宇; 王蓓 听觉脑-机接口的智能机器人控制系统 2015,32(9) 240

娄山佐; 田新诚 需求和退货波动环境下库存控制 2015,32(7) 232

李满宏; 张明路; 张小俊; 王琰 基于离散化的六足机器人自由步态规划 2015,32(4) 223

王家军 速度指定位置跟踪双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反推控制 2015,32(2) 217

王青; 王通; 董朝阳; 江未来 变体飞行器链式平滑切换控制 2015,32(7) 213

李晓明; 牛玉广; 王世林; 林忠伟;
李明扬

双馈风机自适应神经分散协调预测控制 2015,32(7) 212

张聪; 吴云洁; 方迪 固定翼无人机自动着陆的一体化制导控制 2015,32(1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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