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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 理论与技术上都有显著突破, 在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人工智能
的相关理论与技术成果有可能在控制领域得到最大的集成, 即智能控制将是人工智能及相关前沿技术
的综合体现. 本文从控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程切入, 分析得出智能控制将是人工智能与工业界融合
发展的抓手, 进而对智能控制的发展需求、控制技术的智能化途径和智能控制的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
性特征展开讨论, 最后阐述了推动智能控制技术发展的重点方向.
关键词

1

人工智能, 控制学科发展, 智能控制发展需求, 控制技术智能化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当今最具颠覆性和变革性的技术, 其发展战略已上升到国家层面, 主要国家进
入了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新战略时代.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台规划和政策, 力图在新一轮
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 2019 年, 美国接连发力, 先后发布了《理解中国 AI 战略》《国防部人工
智能战略摘要》, “保持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 的行政命令, 以及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等, 强势推动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应用.
机器学习算法不断突破、计算能力迅速提高, 伴随 5G 时代、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到来, 无人系统
完成自主更复杂的任务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发展步入了新阶段, 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
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性 [1] , 并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成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
技术.
控制论是一门研究机器、生命、社会中控制和通讯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是研究动态系统在变化的
环境条件下如何保持平衡状态或稳定状态的科学 [2] . 综合分析, 我们认为: 人工智能的理论与技术成
果最有可能在控制领域得到最大的集成, 智能控制将是人工智能及相关前沿技术的综合体现, 发展智
能控制技术会具有极强的带动性.
为了系统地理解并更好地推动智能控制技术发展, 本文将从控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智能控制发
展需求、控制技术的智能化、智能控制发展之路等多个角度展开探讨.
引用格式: 包为民, 祁振强, 张玉. 智能控制技术发展的思考.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2020, 50: 1267–1272, doi: 10.1360/SSI-2019-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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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控制科学的发展历程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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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online) Development of contr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控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控制科学的发展历程 (图 1) 可大致分为: 萌芽时期、古典控制时期、现代控制时期以及智能控制
时期. 萌芽时期: 机械化在大工业中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对自动控制的研究. 1868 年, Maxwell [3] 深入研
究了蒸汽机调速系统中出现的剧烈振荡的不稳定问题, 并给出增加系统阻尼使之稳定的解决办法, 由
此产生了稳定性等基本概念. 在自动控制和通讯技术的推动下, 控制理论在 20 世纪上半叶取得了一
系列重要成果, Wiener 等 [2] 创立了控制论这门独立学科, 并提出了 “反馈” 这个最核心的概念; 出现
了伺服随动控制、飞机自动控制、工业化生产的现场控制等模拟式控制系统, 并得到良好应用.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 迅速兴起的空间技术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新的控制理论 [4] , 诸如航天器精准控
制等以状态空间方法为基础、用以分析和设计控制系统的现代控制理论和数字式控制系统应运而生.
随着应用背景的扩大, 我们需要建立分布式多参数系统、非线性系统、随机系统等更为复杂系统的控
制理论与方法来解决日益增长的任务需求, 而智能控制的发展与应用将是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
“思维控制器” 是人工智能技术和现代控制技术紧耦合的产物, 可以模拟人和高级生物头脑中较

高级的活动, 可以处理复杂、陌生环境的控制任务, 即运用联想、演绎、规则推理等手段, 开展非结构
化建模、模型预测修校、陌生环境知识迁移、不完全信息的决策判断、人工情感控制等的一类控制器.
“进化式控制系统” 是思维控制器的工程实现, 算法设计层面上, 传统参数调节将向新的算法演绎方式
拓展; 硬件实现层面上, 已有架构模式局部适应将向新的架构演化拓展. 也就是, 控制系统的架构、软
件、硬件等, 可以根据输入 (包括任务目标变更等)、约束 (包括环境、边界、终端等)、对象模型的演绎
等各方面的需求, 可以演化和自组织以实现满意的控制效果的系统. 根据模型对象、环境实际情况, 开
展 “硬件自演化、软件自配置、算法自生成” 以实现 “个体自修复、群体自组织”, 最终完成满意控制
品质实现.
以史为鉴, 可知兴替. 纵观控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程, 不难得出: 控制理论的重大进展均取决于
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和人类已有知识的准备, 工程系统的任何重大进展也均取决于控制理论水平和器件
与工业制造水平.
智能控制是控制理论的第 3 个里程碑, 也是人工智能与工业界融合发展的抓手. 1965 年, 美籍华
人科学家傅京孙首先提出把人工智能的启发式推理规则用于学习控制系统. 十多年后, 建立实用智能
控制系统的技术逐渐成熟. 1971 年, 傅京孙提出把人工智能与自动控制结合起来的思想. 1977 年,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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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萨里迪斯 (G. N. Saridis) 提出把人工智能、控制论和运筹学结合起来的思想. 关于智能控制的定
义和内涵, 多年来国内专家学者 [5∼9] 也纷纷给出了诠释和研究, 本文从航天工程和无人系统研发的视
角给出理解和认识: 所谓智能控制就是根据无人系统的要求, 由机器自主实现其目标的过程, 或由人
在远端与智能机器融合的方式驱动机器实现其目标的控制, 这类无人系统具有学习、抽象、推理、决
策、衍化等功能, 并能根据环境 (包括被控对象或被控过程) 信息的变化作出适应性反应, 从而实现由
人来完成的任务. 智能控制的发展阶段与特征可概括为: (1) 提升应对变化能力, 控制系统关键环节的
智能化; (2) 具备学习能力, 能够学习先进、跟随模仿 (可学习、可训练); (3) 具有泛化能力, 能够举一
反三、超越常识认知; (4) 具备演化、进化能力, 能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3

智能控制的发展需求

控制科学与技术在能源、交通、航天等体现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诸多领域均有重要的应用. 例如,
在能源领域, 解决大型电力系统尤其是超大规模输配电、发展受控核聚变能等; 在交通领域, 解决交通
系统的规划、研判、调度等; 在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进程中, 更是实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
等国家科技工业重大项目不可缺少的设计理论与方法. 而智能控制的应用, 将为各领域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满足系统持续发展的需求, 成为变革性发展的助推器.
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 在建设航天强国的征程中, 更要聚焦进出空间、利用空间、开发空间
和探索空间 4 大能力, 发展新型航天系统需要有低成本高可靠进出空间的航天运输系统、高效高性能
空间系统 (星座、空间站等) 以及太空制造、深空探测和开发系统. 因此, 进一步提升航天控制的智能
化水平, 增强对不确定性和突发情况的适应能力, 保证高可靠安全运行, 是航天工程发展和航天强国
建设的迫切需求.
我国的航天工业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 航天技术日益凸显军民融合的特征, 航天与智能相结合
将呈现新的应用前景: (1) 空间基础设施将更高效、更精准; (2) 低成本航天运输将更可靠、更快捷;
(3) 深空探测任务将更自主、更深远; (4) 导弹武器装备将更实战、更协同.
不同于其他工业领域, 航天系统具有飞行环境不确定、故障模式不确定、外部干扰不确定、自身
模型不确定、飞行任务不确定等特有属性. 虽然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 航天控制工程实践研究积累了一
批方法, 诸如增益时变控制、自适应控制、协调解耦控制等, 并在多个航天工程中得到了实践, 有效应
对了航天工程中的不确定性. 但这些方法的系统性还不够, 应对多因素不确定性的能力不足, 未能全
面、整体地解决问题, 而智能控制则可能给出系统性、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由此, 智能控制技术将成为
实现智能航天的必然选择.
总体而言, 智能控制的发展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 大型工程的实施需要控制方法更具创造性. 例如, 完备的空间互联网星座部署、未来深空探测

计划、智慧交通与自动驾驶等.
(2) 复杂系统运行需要更强的感知、适应、规划与学习. 包括: 多信息源的获取、传播、融合、处
理; 复杂环境条件下的主动适应与利用, 复杂执行机构的协调控制, 根据控制效果智能调整控制策略;
给定能力与约束、给定任务目标下的自主任务规划; 基于环境与资源的硬件进化与系统优化; 典型故
障条件下的智能容错与智能重构; 基于任务与知识的算法进化演示等.
(3) 智能特征的实现需要控制与信息的更深度融合. 控制的基础是用数学工具处理信息, 信息的传

递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控制意图, 而任何控制又都有赖于对控制目标的信息反馈来实现. 人工智能使
控制与信息的获取、处理、传输等进行有机结合, 并有助于实现对数据的深度挖掘, 加深对系统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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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理解.
“人工智能” 已经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并在 2019 年提出要 “拓展 ‘智能 +’, 深化人工智

能研发应用”. 在智能化背景下, 制造业、旅游业、服务业等一批传统产业, 再度焕发新活力, 有力促进
经济社会的发展; 地月空间资源开发、能源利用、在轨制造等新产业将成为国际热点, 我们应当抓住机
遇, 助力新兴产业, 培育新动能, 迎接太空经济的到来.

4

控制技术的智能化

智能控制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 也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 即从 “+ 智能” 到 “智能 +” 的发展,
起好步、走稳 “+ 智能” 的发展阶段, 是智能控制技术发展的关键. 目前, 控制技术的智能化应聚焦 5
个关键环节, 即智能感知与识别、智能控制律与机构、智能计算与规划决策、智能协同与博弈、智能
网络与安全. 我们要从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两个维度研究发力, 并使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成就.
(1) 智能感知与识别. 即对被控对象本体、所处的环境, 以及环境中存在的其他对象, 具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 对原始的测量信息进行更深层的处理与加工, 例如提取特征、融合信息、层层抽象, 具有一
定程度的理解能力.
基础理论包括: 认知探测基础理论与方法, 新型仿生感知识别理论与方法, 感知、记忆、推理一体
化的全自主探测方法, 类人识别, 高级机器学习机理, 人类快速学习和知识迁移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先
验知识欠缺条件下场景理解和语义表示方法等.
关键技术包括: 环境信息与本体状态的智能感知与认知技术、基于大数据与知识的场景快速推理
技术、宽频谱可重构综合感知与认知无线电技术、基于分布式传感器的全景式综合感知技术、大范围
复杂动态场景表征与认知技术、复杂态势深度认知与评估技术、故障智能诊断与快速定位技术等.
(2) 智能控制律与机构. 即在控制律中引入智能化的算法, 显著提升自适应能力; 递进开展思维控
制器和进化式控制系统设计所需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使控制器具备更显著的自学习、自组织等特点;
将新材料、新工艺应用于执行机构, 使得更高的控制品质成为可能.

基础理论包括: 思维控制器相关理论与方法、自主学习与行为控制理论、超大型柔性机构高精度
高稳定度指向控制理论、多任务的迁移学习方法和增量学习方法、数字仿真与物理实验交互修正的平
行学习方法、协同控制与优化决策理论、基于多目标优化的自主重构策略等.
关键技术包括: 进化式系统设计技术、基于数据挖掘与数据驱动的制导控制技术、飞行状态辨识
与主动适应控制技术、自主智能体的灵巧精准操作学习控制技术、极高精度测量与指向稳定度控制技
术、深空人机结合大时延遥操作控制技术、多层次人在回路的智能控制技术、智能材料按需主动可控
变形技术等.
(3) 智能计算与规划决策. 即以高级机器学习为代表的智能化信息处理算法, 算力更强、能耗更低

的计算体制与计算装置; 更高效、更优化地求解复杂的大规模规划问题与决策问题.
基础理论包括: 具有推理、理解、联想特征的智能认知理论、数据驱动和知识指导相结合的人工
智能理论、适应小数据与增量数据的机器学习理论、复杂数据和任务的人机混合增强智能学习方法、
自主无人系统的协同感知与交互理论、可解释的人工智能理论等.
关键技术包括: 低能耗轻量化的智能计算技术、高速并行计算技术、分时分区分布计算技术、类
脑计算制导与控制技术、跨媒体分析推理技术与应用、大规模数据挖掘与知识自动提取技术等.
(4) 智能协同与博弈. 即多个智能体之间的运动协同、信息协同与功能协同, 从而增强整体效能;

基于群体智能的涌现与演化机理, 在非合作、强对抗、高动态、信息不完整等条件下, 实现智能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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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化协同与博弈.
基础理论包括: 动态、不确定、不完全信息下智能博弈决策理论, 开放动态复杂环境下自主无人
系统群智涌现与演化理论, 群体决策与机制设计理论, 个体之间的知识共享和并行学习方法等.
关键技术包括: 基于增强学习和推演的规划与决策技术、复杂不确定环境下的智能实时推理和对
抗技术、任务在线优化分配与博弈效果自主评估技术、体系条件下多智能体联合快速任务规划技术、
面向群体行为的群智激发汇聚技术等.
(5) 智能网络与安全. 即多节点、跨地域、高速率、有弹性的信息网络, 抗干扰、抗攻击的高可靠
网络安全.
基础理论包括: 分布式协同通信策略、太赫兹通信理论、量子通信理论、精准通信与抗干扰通信、
信息网络系统的智能主动防御等.
关键技术包括: 智能频谱管理与资源分配技术、高安全高可靠强实时智能通信技术、云协同网络
及信息应用技术、空间激光通信与激光测距、激光成像一体化技术、智能体间协同信息网络与智能通
信技术、网络抗毁安全路由关键技术、软件漏洞自动挖掘与分析利用技术等.

5

结论

未来的智能控制发展之路将是智能控制与新的复杂系统的结合, 与相关交叉学科的融合, 需要结
合智能控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展开持续探索. 我们将深入推进智能技术研究成果的航天工程应用, 同
时也将着力开展基础性研究,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可解释性、可控性、可信性等方面探索研究, 航天智能
控制技术将不断融合新方法, 解决新问题, 拓展新应用, 攀登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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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in it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The related theories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likely to be integrated to the maximum extent in the field of control; that is, intelligent
control will become the comprehensive embodiment of the artificial technology. This study start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r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oncludes that intelligent control will becom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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