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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为科学认识和有效调控现实世界中各类不确定性复杂系统
的结构、运行与功能之间关系,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和手段, 使系统与控制科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未来科学发展离不开现有研究基础及其所提供的借鉴. 本文在简要回顾控制理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
主要围绕不确定性动态系统的估计、控制和博弈研究中的若干基本科学问题, 重点介绍作者研究团队
的相关理论进展、研究体会和疑难问题, 并给出某些未来展望. 本文主要内容集中在下列基本问题的
理论和算法基础: 经典比例 – 积分 – 微分 (PID) 控制、自适应学习、自适应滤波、自适应控制、反馈
机制最大能力、自适应博弈、群体涌现与博弈控制系统等. 值得指出, 在不确定性动态系统中一般存
在各种反馈回路, 对其行为的观测数据通常远不满足独立性与平稳性等经典统计假设, 这是对其开展
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色.
关键词 复杂系统, 控制系统, 不确定性, 反馈机制, PID 控制, 自适应估计, 自适应滤波, 自适应控制,
自适应博弈, 涌现行为, 博弈控制系统

1

引言

系统是任何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 通常认为, 系统是由若干组分 (要素或子系统) 通过相互关联
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 系统科学是研究各类系统的组分、结构、环境与功能之间
普适关系, 以及演化与调控一般规律的科学 [1, 2] . 系统结构包括物理结构和信息结构, 而信息结构往往
包含信息传递和组织运行的众多正负反馈回路. 为了研究系统的功能, 我们需要理解系统的组织和演
化规律、了解并预测系统的结构变化和状态信息、并通过对系统施加适当影响以达到所期望的调控目
标. 这不仅涉及复杂系统的涌现和演化行为分析, 系统的建模、学习、滤波和预测等问题, 以及系统能
控性、能观性、最优性、稳定性与鲁棒性等基本性质, 而且需要设计能够对付大范围不确定性系统的
调控规律, 理解反馈机制的最大能力和根本局限, 并研究具有博弈行为的被控对象的调控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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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际动态系统的复杂性, 任何数学模型都是其近似或逼近, 在系统内部结构、模型参数和环
境影响等方面, 总存在不可忽略但又事先难以估计或预测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 不确定性是复杂动态
系统的本质特征之一. 究竟如何控制一个可能具有大范围不确定性的动态系统? 这是控制理论的一个
核心问题. 为了便于从数学上进行理论研究, 我们一般将系统模型中的不确定性描述为参数或函数空
间中的一个 “球”, 而对不确定性系统的控制则定义为对与该 “球” 内所有参数或函数所对应的动态系
统簇的控制.
当然, 并不是模型中的所有不确定性因素都能体现在我们所感兴趣的系统行为的观测数据中. 对
能体现者, 则有望利用观测数据对其进行估计, 而对不能者则说明其对系统行为的观测量没有 (本质)
影响, 因此系统行为关于不确定性因素的 “灵敏度” 是个关键变量. 进一步, 由于系统从结构到功能的
多因素耦合性, 真正影响系统行为和控制器设计的往往是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某种 “组合” (线性或非
线性), 而如何对这种 “组合” 的不确定性信息进行估计和处理则更为必要.
概括来讲, 目前对不确定性系统控制器的设计方法主要有三类: 一是首先利用先验知识和 (或) 统
计数据进行离线建模或学习, 然后再设计控制器; 二是直接利用闭环系统观测数据来设计反馈控制对
付不确定性并使系统性能达到要求; 三是两者的适当结合. 一般来讲, 在实际中成功的控制方法总是
基于系统建模与反馈控制的有机结合 [3] .
反馈是生命系统的核心特征 [4] , 也是人类行为的根本特点 [5] . 因此, 深入理解反馈机制, 对生命和
智能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反馈是控制论中最核心的概念, 也是一条基本的系统学原理, 因
此自动控制也被认为是第一个系统学科 [6] . 因为反馈具有对付动态系统各种不确定性的强大能力, 历
史上反馈原理的有效利用常常对工程技术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 18 世纪 80 年代 J. Watt 发明的蒸汽
机中的核心技术 “离心式调速器”; 20 世纪 30 年代 H. S. Black 对远距离通讯做出关键贡献的 “负反
馈放大器”, 就是历史上两个著名的例子. 对这两类系统稳定性的深入研究, 分别从时域和频域两方面
推动了经典控制理论的发展.
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 · 维纳 (N. Wiener) 和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H. S. Tsien) 等都对系统、信
息、反馈与控制之间的关系有过精辟论述.
1948 年美国数学家维纳出版的名著《控制论 (cybernetics): 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
科学》[7] , 密切围绕 “控制与通信” 这条主线以及 “反馈” 这一基本原理, 从 “动物智能” 与 “机器智能”
的若干重要方面展开对比讨论, 并认为 “智能的首要问题是 ‘学习’ ”. 维纳试图建立控制论的统计理
论, 但他认为吉布斯 (W. Gibbs) 的统计力学是不能直接用来研究控制系统的, 因为 “一个控制系统不
是一个孤立的系统, 而是一个与周围环境密切联系的系统, 特别是控制系统通过自身的反馈机构可以
减少系统的 ‘无组织程度’, 因此, 在控制系统中经常发生熵减少的过程” [7] . 为了建立控制论的统计理
论, 维纳提出了关于平稳时间序列的预测和滤波理论. 维纳指出 “正如一个系统中的信息量是它的组
织化程度的度量, 一个系统的熵就是它的无组织程度的度量; 这一个正好是那一个的负数”, 并且明确
指出 “信息就是信息, 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 [7] . 维纳在书中讨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传统自动控制范围
并被历史证明具有深刻的洞见, 对当今包括信息科技与智能系统在内的众多科技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影响.

维纳《控制论》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钱学森于 1954 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8] , 该书将一般性理
论和实际工程经验很好地结合为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并指出今后的几个研究方向. 钱学森认为, 控制
论 “这门新科学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完全不考虑能量、热量和效率等因素, 可是在其他各门自
然科学中这些因素却是十分重要的. 控制论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一个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
作用的定性性质, 以及整个系统总的运动状态”, 并且 “工程控制论里面的一个最主要概念就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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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 “把工程控制论建设成为一门技术科学的好处就是: 工程控制论使我们可能有更广阔的眼
界用更系统的方法来观察有关问题, 因而往往可以得到解决旧问题的更有成效的新方法, 而且工程控
制论还可能揭示新的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前景” [8] .
钱学森在《工程控制论》(修订版, 1980 年) 序言中, 进一步阐述了现代化、技术革命与控制论的关
系, 指出 “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看, 20 世纪上半叶的三大伟绩是相对论、量子论和控制论” [8] , 并指出
核能技术革命、计算机技术革命和航天技术革命等 “所有这些技术革命都直接与控制论连在一起” [8] .
在经典控制论中最著名的反馈控制方法是 “比例 – 积分 – 微分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PID) 控制”. 这是个具有百年历史的线性反馈控制器 [9] , 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控制的系统方法起过重要
作用 [10] . 因为 PID 控制具有简单性、实用性和鲁棒性等突出的优点, 它在现代工程技术系统的控制
器设计中一直起主导作用. 事实上, “95% 以上的工业控制问题是采用 PID 解决的” [11] , 并且迄今为
止 “仍没有其他控制方法可以与之相比” [12] . 由于控制系统是自动化系统的 “大脑”, 而自动化又是将
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 因此可以说 “没有 PID,
就没有现代文明”. 此外, PID 控制器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自动控制领域自身, 涉及到科学技术领域中
各种各样需要进行反馈调控的系统或对象. 尽管人们对 PID 控制器有大量的研究, 并且目前有各种各
样的 PID 软件包、商用 PID 模块和 PID 参数整定专利, 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 PID 控制的基础理论
和参数设计方法的研究远未成熟, 而 PID 控制自身也难以解决控制变量受约束下多输入多输出动态
系统在一般性能指标下的优化控制问题.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 诞生了现代控制理论. 其主要标志是基于状态空间方程的卡尔曼 (R. E.
Kalman) 滤波 [13] , 线性二次最优控制问题的求解与若干基本概念 (能控性、能观性、结构分解与最小

实现等) 的引进和刻画 [14, 15] , 以及贝尔曼 (R. Bellman) 动态规划 [16] 和庞特里雅金 (L. S. Pontryagin)
极大值原理 [17] 等. 卡尔曼认为状态空间方法可以看作是牛顿 (Newton) 力学定律的公理化 (axiomatization), 并说明 (在线性情形下) 输入输出关系只是决定系统中完全能控与完全能观的那一部分性
质 [15] . 卡尔曼滤波突破了维纳滤波和柯尔莫哥洛夫 (A. N. Kolmogorov) 滤波的局限, 使得以递推方
式求解 (有限维) 非平稳过程的滤波成为可能; 而贝尔曼和庞特里雅金的工作则分别推广了连续时间
Hamilton-Jacobi 理论和古典变分学, 使得在控制变量受约束情形下, 对多输入多输出非线性动态系统
在一般性能指标下的最优控制求解, 有了一般性数学理论指导. 这些标志性理论成果在包括航空航天
在内的许多领域都有重要应用. 然而, 由于这些关于动态过程的优化控制方法需要精确的数学模型,
故对多数不确定性复杂系统的实际应用来讲, 仍有很大局限性. 这促使了后来许多新方向的发展, 包
括系统辨识、自适应 (adaptive) 控制和鲁棒 (robust) 控制等.
2001 年 IEEE 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 [18] , 汇聚了 1931∼1981 年期间发表的 25 篇有 “重要影响

的文章 (seminal papers)”, 部分反映了这半个世纪中从经典自动控制到现代控制理论的重要进展. 我
国在 20 世纪自动控制领域的部分进展反映在 1999 年第 14 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 (IFAC) 世界大会
的大会报告 [19] 之中. 2005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控制理论导论: 从基本概念到研究前沿》一书 [20] , 与
通常局限于某一个分支的专著不同, 该书对现代控制理论几个主要分支所用的数学工具和发展概貌进
行了综合阐述, 包括线性系统理论、最优控制理论、H∞ 控制、非线性控制系统、自适应系统理论、分
布参数系统和离散事件动态系统等. 进入 21 世纪之后, 信息丰富的世界为控制科学发展带来了新的
机遇和挑战 [21] , 控制理论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又进一步扩展, 其中包括网络控制系统、多个体系统、信
息物理系统 (cyber-physical systems)、分布式优化、估计与协同控制等.
特别地, 控制理论与复杂系统研究的结合成为显著发展趋势. 在系统科学中,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是在什么条件下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其组成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 即所谓 “1 + 1 > 2” 的涌现问题, 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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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系统组织 (自组织或他组织) 或集成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 在这个不等式两边同除 2 可以得到一
个形式上的等价 “不等式”: “1 < 1/2 + 1/2”, 其意义可以解释为: 系统经过适当分类或分工后再有机
组合所涌现的功能, 要大于捆绑在一起 (或 “一刀切”) 时的功能, 这体现了系统分类处理或 “逆组织”
的重要意义. 这两个 “等价但不等义” 的 “不等式” 从两个相反的方向给出了提高系统整体功能的可能
途径, 例如产业的分工与合作、学科的分化与融合等发展趋势. 这当然只是形象的说法, 但为复杂系统
功能的调控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反馈机制的基本思路.
因为在不确定性复杂动态系统中一般含有各种反馈回路, 其观测数据的性质往往是由复杂非线性
动力学方程所决定的, 因此它们远不满足独立性与平稳性等经典统计假设. 在系统与控制研究中, 我
们无法回避基于这类复杂数据的算法分析和反馈利用, 尤其是当学习、通信与控制融合在同一个反馈
随机系统中时. 这是不确定性动态系统研究的一个突出特色, 也是与相关学科研究的一个显著区别.
本文将围绕系统与控制中若干基本科学问题, 主要介绍作者研究团队的相关研究进展和研究体会,
并给出某些未来展望. 具体内容贯穿了关于不确定性动态系统估计、控制和博弈的研究, 包括下列科
学问题的理论和算法基础: 经典 PID 控制、自适应估计、自适应滤波、自适应控制、反馈机制的最大
能力和根本局限、自适应博弈、群体系统的涌现、多主体博弈系统控制等. 本文部分内容的介绍也可
参见作者的综述文章 [22] 和专著 [23, 24].

2
2.1

PID 控制的理论基础
特色与现状

众所周知, PID 控制是迄今实际系统中应用最广泛的控制器, 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 PID 控制有
几个显而易见的特点, 可以概括如下: (1) PID 是由数据驱动的反馈控制器, 不需要被控系统模型结构
的具体信息, 是典型的 “无模型” 控制器, 为实际应用提供了方便; (2) PID 是被控系统输出误差的比
例、积分和微分这 3 项的加权线性组合, 其中的 3 个权系数被称为 PID 控制器参数, 因此 PID 控制
器的具体应用只涉及 3 个参数的调节; (3) PID 的比例项主要用来镇定系统, 积分项可以消除系统的
静态偏差, 微分项可以预测未来误差趋势, 因此具有一定综合功能; (4) 牛顿第二定律在系统建模中起
关键作用, 其对应的动力学模型通常为二阶微分方程, 而 PID 控制恰好适合对这类系统进行控制.
PID 的上述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众所周知的, 然而 PID 控制究竟是否具有收敛性和鲁棒性等良好
性能, 需要严格的理论研究. 进一步, 尽管 PID 控制广泛成功地应用到实际系统中, 而几乎所有的实际
系统都是非线性和不确定的, 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 PID 理论研究都是针对线性系统或局部线性化模
型的 [25] , 并且实际应用中对 PID 3 个参数的选取几乎都依赖经验或实验, 包括著名的 Ziegler-Nichols
方法 [26] . 因此, PID 的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显著鸿沟.
PID 控制理论至少应该回答下列 3 个问题: PID 控制在应用中如此成功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能否
建立 PID 控制的一般理论基础? 控制器中的 3 个参数究竟如何具体选取? 毫无疑问, 对这些问题的
回答应是控制理论的基本任务, 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般非线性不确定性系统开展
研究. 除此之外, 由于整定 PID 控制器中的 3 个参数一般比较复杂和困难, 实际工程系统中多数 PID
控制回路并不工作在理想状态 [27] . 因此, 对 PID 理论和方法的深入研究, 有助于改进工业系统中 PID
控制回路的性能, 从而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 [28] .
2.2

理论与设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 最近几年我们开展了针对非线性不确定性系统 PID 控制的基础理论研究.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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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针对由牛顿第二定律所描述的二阶非线性不确定系统, 我们利用函数的 “灵敏度” (偏导数) 的上界
定义了不确定性函数类, 并且给出了三维参数空间的一个无界开集合 [29] . 可以证明, 只要 PID 控制
器的 3 个参数从这个参数集合里任意选取, 那么与不确定函数类所对应的系统簇中任何一个闭环控制
系统, 都是全局稳定的并且输出误差以指数级速度收敛到零 [29, 30] . 此外, 对两类特殊非线性不确定系
统, 利用微分方程中的 Markus-Yamabe 定理等, 还给出并严格证明为了使闭环系统簇全局稳定, PID
(PD) 控制器的参数所应满足的充分必要条件 [29] . 这些研究不但建立了 PID 控制器的稳定性和收敛
性理论, 给出了控制器参数的具体设计方法, 并且严格说明了 PID 控制器无论对非线性系统的不确定
性结构, 还是对 PID 控制器的 3 个参数选择, 都具有大范围的鲁棒性, 我们称之为 “双边鲁棒性”.
毫无疑问, 如何进一步在上述参数集合中具体选取 PID 控制器的 3 个参数以兼顾其他控制性能
要求 (如瞬态响应等), 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思路之一是考虑与 PID 控制器有密切联系的自抗扰控制器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ADRC), 它是由作者的同事韩京清研究员于 1998 年提出的 [31, 32] ,
目前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实际应用. ADRC 的核心思想是利用 “扩张状态观测器 (extended state
observer, ESO)” 来在线估计非线性不确定性动态, 并进行动态补偿. 这个 ESO 可以设计为线性的 [33] ,
它被进一步降阶之后 [34] , 就可以与 PID 控制器建立起联系. 进一步, 利用对 PID 控制建立的理论结
果 [29, 30] , 就可以给出 PID 具体的参数公式 [35] . 由此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 [35] : 在 PID 控制器中
如果对 3 项进行适当组合, 则 PID 控制器可以分解为两部分: 一部分可以很好地消除不确定性非线性
动态的影响, 而另一部分具有对线性二阶系统进行极点配置的功能.
2.3

推广与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 (1) 这里给出的 PID 参数选取方法并不导致大增益控制器, 并且无论采用什么办
法选取 PID 参数, 只要它们属于我们引进的参数集合, 那么所证明的定理就能保证闭环系统簇的收
敛性质; (2) 对于相对阶 (relative degree) 大于 2 的一般仿射非线性不确定性控制系统, 在不需要假定
全局标准型的情形下, 也可以利用扩展 PID (extended PID, EPID) 来实现对不确定性系统的控制 [36] ;
(3) 当不确定系统的 “灵敏度” 函数无界时, 只要其上界函数已知, 也可以建立相应的半全局 (semiglobal) 控制理论结果 [36] , 对非线性不确定性多个体系统和随机系统也可以建立相应的结果; (4) 仍有
许多有意义的问题有待继续研究. 例如, 进一步推广 PID 或 EPID 控制器所对付的不确定性系统类,
进一步考虑 PID 参数的优化选择, 研究时滞、饱和与采样等实际因素的影响, 以及考虑更一般的优化
指标等. 此外, 如何利用非线性 PID 的可能优点 [32] , 以及如何将 PID (EPID) 与学习算法和现代控制
理论进一步结合等, 也值得深入探讨.

3

自适应估计理论

自适应估计 (或在线递推估计) 包括自适应学习和自适应滤波, 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基于系
统的输入输出数据对模型预报误差的优化. 显而易见, 任何自适应估计算法的收敛性都需要系统数据
满足一定统计假设或某种 “激励” 条件, 这对于开环辨识或离线辨识相对比较容易满足. 但是, 对于闭
环系统辨识来讲要困难得多, 因为此时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数据一般是由非线性随机动力学方程所决定
的. 在自适应估计中所需要的任何关于数据的假设条件, 都需要回到产生数据的复杂动力系统方程去
进行分析研究. 第 4 节将要讨论的自适应控制系统就是如此. 因此, 在自适应估计理论研究中一个追
求目标是尽量减弱算法收敛性对数据的统计性质要求, 以便使得结果可以方便地应用到包括反馈系统
在内的一般复杂动态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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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自适应学习

对具有定常参数的线性随机回归模型 (回归向量是随机的, 可以是输入输出数据的线性或非线性
函数, 包括线性随机控制系统) 来讲, 经典的最小二乘 (least-squares, LS) 是对定常未知参数的最基本
的估计 (或学习) 算法, 其强收敛性研究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日臻完善. 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目前常
用的两个关键研究方法; 随机李雅普诺夫 (Lyapunov) 函数方法和鞅 (martingale) 收敛方法. 在控制领
域关于 LS 算法收敛性研究中, L. Ljung [37] 较早利用了鞅收敛定理, 而 J. B. Moore [38] 受卡尔曼滤波
研究的启发较早利用了随机李雅普诺夫函数. 对一般随机回归向量情形, 在早期关于 LS 的研究中, 都
需要数据满足所谓 “持续激励 (persistence of excitation)” 条件来保证其收敛性 [37∼39] , 这意味着信息
矩阵的 “条件数” (即最大本征值除以最小本征值) 要保持有界并且最小本征值要无限增大. 一般来讲,
要求闭环控制系统的信号或数据满足这一条件是比较苛刻的, 比如当控制目的是希望系统输出信号为
某个理想的常数值时.
值得庆幸的是, 对 LS 的收敛性来讲, “持续激励” 条件的确可以大大减弱并且噪声方差可以无界
增长 [40] . 特别是, 1982 年黎子良 (T. L. Lai) 和魏庆荣 (C. Z. Wei) 利用周元鑫 (Y. S. Chow) 的局部
鞅收敛定理和随机李雅普诺夫函数, 成功得到在一定意义下关于经典 LS 算法强收敛性的最弱 “激励
条件” [41] . 该条件只要求 (非降的) 信息矩阵最大本征值的对数除以其最小本征值收敛到零即可, 这比
传统的 “持续激励” 条件要弱很多. 这一漂亮的结果对随机回归向量除了可测性之外没有其他统计要
求, 并且可以推广到多输入多输出与有色噪声情形 [42, 43] , 这就使得 LS 收敛性理论可以方便地用于反
馈控制系统. 尽管如此, 正如第 4 节将要说明的, 在随机自适应控制系统中要验证这个 “最弱条件” 一
般也十分困难, 这就需要紧密结合控制目的并引进新的非线性分析方法去绕开这一困难.
除了对随机控制系统的未知系数这个参数向量进行估计之外, 对线性反馈控制系统的未知阶数
也可以同时进行估计. 受平稳时间序列中阶数选取准则 (BIC) 的启发, 我们通过引进一个依赖于在线
数据激励程度的阶数选取准则 (CIC), 首先研究了非平稳反馈系统的阶数估计问题 [44] , 并随后与 D.
Huang 合作通过建立双指标鞅的估计理论, 将这一工作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形 [45] . 值得指出的是, 这时
我们所用的关于数据的激励条件与单纯估计未知系数情形是一样的. 此外, 同样思想还可以用于关于
系统时滞大小的估计 [46] 、甚至关于更一般随机回归向量非零元素个数的估计.
3.2

自适应滤波

自适应滤波 (或时变参数跟踪, 或自适应信号处理) 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中发挥重要作用, 它与
(关于定常参数的) 自适应估计相比, 最显著的不同是算法的自适应增益不能无限小, 否则无法跟踪不
断变化的参数或信号. 进一步, 在理论研究上, 由于一般涉及数学上非交换、非独立与非平稳随机矩阵
的连乘积, 即使对结构相对简单但被广泛成功应用的最小均方 (least-mean-squares, LMS) 算法, 建立
相关理论也被认为 “非常困难” [47] . 有鉴于此, 文献中绝大多数理论研究都要求量测数据具有独立性
等统计性质, 这当然无法用于动态反馈系统.
1990 年作者利用概率论中的条件数学期望工具, 引进了适用于一般随机信号或数据的 “随机激
励 (stochastic excitation)” 条件, 首次严格建立了用卡尔曼滤波器 (KF) 来跟踪线性随机回归模型中
未知时变参数的稳定性 [48] . 因为 “随机激励” 条件不要求量测数据满足独立性和平稳性等统计假设,
使得理论结果对反馈系统的应用成为可能. 几年后, 作者通过进一步改进 “随机激励” 条件, 建立关于
随机矩阵连乘积研究的新方法, 最终在一般非平稳非独立信号情形下, 对实际中广泛应用的 3 类基本
自适应滤波算法 (LMS, KF, RLS) 统一地建立了其稳定性理论 [49] . 随后, 作者与瑞典 L. Ljung 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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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50∼53] , 进一步建立了关于一般自适应滤波算法的性能分析、逼近与优化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包括算
法步长或遗忘因子的选取公式.
值得指出的是, 作者引进的这个关于观测数据的 “随机激励” 条件, 在一定意义下也是关于自适应
滤波算法稳定性的必要条件 [49] . 这一系列工作, 适用于包括反馈系统在内的一般非独立非平稳随机系
统, 也正因为如此, 可望为自适应信号处理与在线反馈控制的进一步结合提供相关理论基础.
分布式自适应估计

3.3

近年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观测手段与计算能力的显著提升, 我们对不确定性复杂系统的认
知有可能避免 “盲人摸象” 式的局限. 相应地, 基于传感器网络的分布式自适应估计 (学习和滤波) 问
题得到广泛研究和应用. 分布式与集中式处理方式相比具有显著优点, 例如, 利用网络拓扑的连通性,
有助于减少对信息传输的能力要求和安全隐患, 在受到外部攻击时具有更好的鲁棒性等.
然而, 正如单传感器情形一样, 几乎所有前人工作都需要假定系统观测数据具有独立性和平稳性
等统计性质, 这个要求对由各种反馈回路组成的复杂系统是不可能满足的. 幸运的是, 正因为有了单个
传感器估计时的一般理论研究基础, 才使我们有可能引进对观测数据的一般性 “合作激励 (cooperative
excitation)” 条件, 来分别建立分布式最小二乘 (DLS) 估计 [54] 和分布式最小均方 (DLMS) 滤波算法
的稳定性与估计性能等理论基础 [55∼57] .
值得指出, 这里所引进的 “合作激励” 条件是作者早年引进的关于单传感器情形 “随机激励” 条件
的自然推广, 不但是保证分布式算法稳定的充分条件, 而且在一定意义也是必要的. 与前人工作相比,
这一系列理论工作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不需要观测数据的独立性与平稳性要求, 所以可以应用于复
杂随机动态系统中, 包括反馈控制系统; 二是实现了 “1 + 1 > 2” 功能, 即当任何一个传感器都无法单
独估计出系统的未知变量时, 分布式自适应算法就可以估计出, 因为这时 “合作激励” 条件更容易满
足. 当然, 如果随机回归向量本身是稀疏的无法满足这一 “合作激励” 条件, 还可以进一步构造基于压
缩传感的分布式算法进行估计 [58] .
由于大数据与超级计算等技术的发展, 当前机器学习, 特别是基于深度神经元网络 (DNN) 的机器
学习算法, 得到日益重视和广泛应用. 机器学习的数据往往来自包含各种反馈机制的复杂开放动态系
统, 因此所用的数据一般并不满足通常的独立性和平稳性等统计假设. 如何在更广的应用场景下, 借
鉴自适应估计中的相关思想和方法, 从理论上分析一般随机数据条件下机器学习算法的预测或收敛性
质, 值得研究探讨.

4

随机自适应控制

由随机最优控制理论可知, 关于不确定性随机系统最优控制问题的贝尔曼方程一般很难求
解
, 因此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寻找近似方案. 在这方面一个重要原则是费德堡姆 (A. A. Feldbaum)
的 “双重控制 (dual control)” [60] , 即最优控制是 “探测 (probing)” 与 “行动 (action)” 功能的适当平衡
(trade-oﬀ). 虽然这个原则一般不能给出控制器的具体构造, 但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59]

自适应控制的基本思想就是将系统估计与控制规律在线结合并应用到同一个反馈回路中. 一个自
然的并且相对简单的控制器设计方法, 就是所谓的 “必然等价 (certainty equivalence)” 原则 [61] , 即先
假定系统结构和参数已知来设计控制律, 然后, 利用对结构和参数的在线估计值来代替控制器中 (未
知的) 真实值. 这样设计的自适应控制器未必在每一步都是最优的, 因为 “分离原理” 一般不成立并且
在线估计值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 如果随着数据的增多, 由这样设计的自适应控制器能够给出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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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最优的系统性能, 也就达到 “自校正” 或 “自优化” 目的了.
4.1

理论研究的困难

在自适应控制领域, 利用 “必然等价” 原则设计出一个自适应控制算法一般并不困难, 真正的困难
在于对所设计出的控制算法, 能否从理论上保证被控闭环系统具有稳定性与收敛性等所需要的良好性
能. 不幸的是, 由于自适应控制系统的结构在本质上, 是由一组很复杂的非线性与非平稳随机动态方
程组所刻画 (即使被控对象是线性系统亦然), 这就使得为其建立稳定性与收敛性的数学理论带来超出
预料的研究困难.
实际上, 任何一个功能较为高级的 “智能化” 系统, 往往都具有一定程度的 “复杂性” 的反馈结构,
这似乎是 “智能化” 的必然 “代价”. 但从理论研究上来讲, 最容易出现下面的 “循环论证”: 如果希望
有满意的输出信号, 就需要有满意的输入信号; 但由于输入信号直接依赖于对参数或结构的估计值, 因
此就需要有满意的在线估计值. 进一步, 由于估计值又依赖于输出信号, 从而需要有满意的输出信号,
这又回到了论证的起点! 这是理论研究中出现困难的基本原因. 正因为如此, 从理论上建立自适应控
制系统的全局稳定性与收敛性等, 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中心问题, 并引起国际控制界的极大关注与广
泛研究, 成为现代控制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绚丽篇章.
4.2

自校正调节器理论

在控制论历史上, 由最小方差控制与最小二乘估计这两个 “最优原则” 相结合而产生的著名 “自
校正调节器” [62] , 不但从根本上推动了自适应控制学科的发展, 使得自适应控制经过多年沉寂后得以
复兴, 并且广泛深刻地影响了工业应用 [18] . 但是, 由于 “自校正调节器” 涉及相当复杂的非线性随机
动力学方程组, 从数学上严格建立其理论基础, 曾是自适应控制领域长期未解决的中心问题 (central
issue) [63] . 在文献 [18] 所收录的 25 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中, 就有 3 篇文章与自校正调节器收敛性理
论研究密切相关 [62, 64, 65] . 虽然这些工作及相关工作 [41, 66] 没能最终解决自校正调节器的收敛性问题,
但是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重要进展, 因而产生了广泛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初, 作者在研究另一个随机控制问题时, 突然联想到久攻未破的自校正调节器难
题, 发现可以构造一个形式上的 “线性时变” 随机方程, 使得其解能控制闭环非线性随机系统的输出
信号, 并且可以利用递推 LS 算法所给出的关于 “自适应预报误差” 加权之和估计的精细结论, 进一步
对这个 “线性时变” 方程之解的可能增长速度给出有效的上界估计, 从而得到关于闭环非线性随机系
统输出信号幅值的前所未有的关键上界估计. 这样, 就在充分汲取前人智慧的基础上, 成功克服了对
闭环自适应控制系统理论分析的关键困难, 最终合理完整地证明了自校正调节器的全局稳定性和最优
性 [67] . 在此基础上, 作者又通过建立自校正调节器的对数律, 进一步证明了自校正调节器确实具有最
优收敛速度 [68] .

值得指出, 自校正调节器的有关理论结果可以推广到具有线性未知参数的非线性系统 [69] , 只要相
关的非线性函数具有线性增长速度. 关于自校正调节器研究过程、关键思想和主要体会的介绍可见作
者的回忆文章 [70].
4.3

自适应极点配置与最优二次型控制

除了自校正调节器之外, 关于线性系统自适应控制的另外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非最小相位系统
的自适应极点配置和自适应二次型最优控制. 在自适应情形下, 因为被控闭环系统既无先验的稳定性
保障, 也无必要的激励信息, 如何保证不确定性模型的在线估计值具有能控性和收敛性等良好性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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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所面临的共同关键难点, 成为自适应控制领域长期未解决的问题, 并吸引了大量
研究. 前人的工作或假设开环系统具有稳定性, 或将参数估计值投影到先验的能控集合上, 或需要假
定估计值具有某些良好性质等.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作者发现并证明了法国学者 Bercu 提出的加权最小二乘算法 (weighted LS,
WLS) [71] 的自收敛性 [72] , 即证明了对任何数据信息, WLS 算法都几乎处处收敛到某一个随机向量 (不

一定是真值), 这就为其在自适应控制中的应用带来了方便. 在此基础上, 作者引进和利用基于随机优
化的 “随机正则化” 方法, 以及与 “双重控制” 精神一致的 “衰减激励” 方法 [73] , 较好地解决了关于非
最小相位线性随机系统自适应极点配置问题 [72] , 并随后与合作者用类似方法解决了自适应最优线性
二次型高斯 (LQG) 控制问题 [74] .
4.4

时变系统自适应控制

当随机系统的参数向量不但未知并且可能随时间变化时, 自适应控制研究变得更有必要并且更有
挑战性. 直观上讲, 自适应控制应该能够对付具有慢变化参数的不确定性系统, 这点对线性时变随机
系统也已经被严格证明 [75] . 这启发人们提出一个自然的问题: 自适应控制能够对付多快的参数变化?
然而, 我们发现自适应控制的能力并不能单纯由参数变化的快慢来刻画, 而是依赖于系统参数变化的
信息不确定性和结构复杂性两者的共同作用 [76] .
长期以来, 在时变参数系统的自适应控制中, 一个基本问题是当未知时变参数为 Markov 跳变参
数时的自适应控制问题 [77] . 在离散时间情形下, 薛峰与作者 [78] 建立了这类系统能被能自适应镇定的
充分必要条件, 从而使得该问题得到了比较完整的解决. 值得指出的是, 该条件要严格强于参数已知
情形下相应系统可镇定的充分必要条件 [79] , 这反映出参数不确定性对反馈能力的本质性影响. 这一现
象对定常线性系统的自适应控制是不曾有的.
可以预见, 随着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 我们将越来越有能力和实际需求面对类型更广泛的
不确定性复杂随机系统问题, 将统计机器学习或智能识别技术与反馈控制 (决策) 实时结合, 形成对复
杂系统更加智能化的调控. 有理由相信, 随机自适应估计和自适应控制中的相关分析方法和基本研究
结果, 将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5

反馈机制的最大能力

前面讨论的经典 PID 控制和自适应控制都是具体的反馈规律, 说明了反馈控制在对付系统不确
定性方面的强大能力. 实际应用中, 在利用数字计算机实现控制算法时, 一般基于采样数据进行反馈,
而当采样频率和控制频率因物理或通讯或计算限制不能任意大时, 相应反馈规律的控制能力将受到
影响.
如果我们把由所有可能的反馈规律 (而不是限定为某一类反馈规律) 所构成的集合称为反馈机制,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 反馈机制对付非线性与不确定性的能力究竟有多大? 它的根本局限是什么? 毫无
疑问, 这是控制系统中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不但要研究反馈机制能够做什
么, 而且, 往往更为困难的是, 还要研究反馈机制不能够做什么. 然而, 控制论历史上发展起来的自适
应控制和鲁棒控制等处理不确定性的主要研究方向, 并不能给出真正解答. 事实上, 由于问题的提法不
同, 在这方面很少有理论结果, 除了鲁棒控制中对一类不确定性线性系统的相关结论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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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参数化系统
20 世纪 90 年代中, 作者在将离散时间线性随机系统的适应控制结果, 试图推广至具有非线性增

长的随机系统时遇到了意外的 “瓶颈”, 随即意识到这一 “瓶颈” 可能在本质上是关于反馈机制最大能
力的. 这是在以前的理论研究中未曾有过的现象.
随后, 作者从理论上给出严格证明, 从而建立了关于不确定性非线性随机系统反馈机制最大能力
的第一个 “临界性定理” [81] , 证明了与未知参数乘性关联的非线性函数的增长速度对反馈机制最大能
力的刻画起着关键作用. 换言之, 如果非线性增长指数 b < 4, 则一定可以设计出反馈控制律使得闭环
系统全局稳定; 反之, 如果非线性增长指数 b > 4, 则无论怎样设计反馈控制律, 都无法使得闭环系统
全局稳定.
这一结果后来被进行了各种推广. 特别地, 可以证明在一般非线性参数情形下, 上述临界可镇定
性结论仍保持, 只要将前述 “增长指数” 换为未知参数的灵敏度函数 (sensitivity function) 的增长指数
即可 [82] . 李婵颖等 [83] 进一步发现对可能具有大幅振荡特性的非线性函数, 只要 b < 4 在一个 “正密
度集合” 上成立就可证明全局镇定性. 此外, 当控制通道的参数也未知时, 反馈机制能力的临界增长指
数下降为 b = 3 [84] . 对具有多个未知线性参数的非线性随机系统, 利用相应的多个非线性增长指数可
以构造一个多项式 [85] , 利用这个多项式零点的性质, 谢亮亮和作者 [85] 建立了随机噪声下系统能被反
馈机制镇定的必要条件, 李婵颖等 [86] 后来证明了这个条件的充分性. 在任意有界噪声干扰下, 这个多
项式判据也成立 [87] . 利用这个多项式判据, 可以看出当未知线性参数的个数逐渐增大时, 反馈机制可
以对付的最大非线性增长指数逐渐下降为 1, 即趋于线性增长速度 [69] . 对一般非线性参数化不确定性
系统的反馈能力研究要复杂得多 [82] .
关于上述结论, 人们自然会问: 为什么反馈机制能力会有这样的临界值? 其背后的基本原理是什
么? 简单来讲, 这样的临界值是由关于未知参数 “最优” 估计误差的 “下降趋势” 与关于未知参数的灵
敏度函数的 “最大” 可能 “上升趋势” 共同作用的结果, 最终可转化为对某个多项式实根性质的判断.
此外, 从数学证明中也可以看出不可能性定理成立的基本原理: 首先对任何反馈控制规律, 利用贝叶
斯嵌入 (Bayes embedding) 方法, 可以将系统输出的二阶条件矩用最优预报误差的条件方差来表达, 而
后者又可以利用动态系统的条件 Cramer-Rao 型的不等式给出下界估计, 这一估计可以用 Fisher 信息
矩阵和灵敏度函数来表达, 据此通过进一步的非线性分析, 最终可以将闭环系统稳定性与多项式判据
联系起来 [88] .
5.2

非参数化系统

非参数化 (nonparametric) 系统是指系统中的不确定性无法用有限个未知参数来表达的系统, 因
而需要用未知函数来表达. 对于非参数化不确定性系统的反馈能力, 谢亮亮和作者通过利用函数空间
上的 Lipschitz 范数 (可以看作一种灵敏性度量) 来定义函数空间中的 “球”, 并进一步利用该 “球” 来
定义系统不确定性函数类的大小. 我们发现并证明 [89] , 如果将该 “球” 的半径记为 L, 那么对离散时
√
间一阶非线性不确定性动态系统, L = 23 + 2 恰好刻画了反馈机制最大能力的临界值. 换言之, 如果
√
L < 23 + 2, 那么一定可以设计出反馈控制规律, 使得对 “球” 内所有非线性函数, 相应的闭环控制系
√
统簇都全局稳定; 反之, 如果 L > 23 + 2, 那么无论怎样设计反馈控制规律, 总存在 “球” 内的至少一
个非线性函数, 使得相应的闭环控制系统不能全局稳定.
“临界性定理” 的一个重要推广, 就是当非线性不确定性系统被建模为半参数化 (semi-parametric)

的情形, 此时系统同时呈现有限参数不确定性和函数不确定性. 在一些基本假设下, 包括未知参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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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属于某个已知紧集、含有参数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函数具有线性增长速度、并且非线性系统是 “最小
√
相位” 的, 那么可以证明 [90] , 这时反馈机制的最大能力仍然被非参数部分所主导, 即 L = 32 + 2 仍然
是反馈机制最大能力的临界值. 这个推广的定理之所以成立, 我们认为源于非参数不确定性在本质上
是由无穷多个未知参数所刻画, 因此参数化部分的有限个未知参数并不带来本质性影响. 这一结论对
深入认识系统建模与反馈控制之间的互补性定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5.3

采样控制系统

在许多实际应用中, 被控对象往往被建模为连续时间系统, 而反馈控制规律往往是基于采样数据
构造的, 这就形成了连续与离散时间变量混杂的采样控制系统, 从而自然引出在采样下关于反馈机制
能力的基本研究问题. 可以想象, 如果采样和反馈频率可以充分大, 那么连续时间情形下建立的相关
控制理论照样适用. 然而, 当采样和反馈频率由于各种约束不能充分大时, 情况就变得复杂困难. 实际
上, 前面关于离散时间不确定性系统反馈能力局限性的结论已经给出了提示.
事实上, 薛峰和作者 [91] 证明哪怕对一阶非线性不确定性连续时间系统, 采样反馈控制的全局镇
定能力也具有根本性局限. 如果用 L 表示非线性函数类的 “斜率” (也是一种灵敏度), 而用 h 表示采
样反馈周期, 那么当 Lh 适当小时, 可以构造采样反馈控制使得不确定性系统全局稳定. 然而, 也存在
常数 a > 0, 使得当 Lh > a 时, 任何采样反馈都不能使不确定性系统全局稳定. 文献 [91] 首先确定了
下界 a 的具体值, 后来文献 [92] 进一步改进了这个下界.
值得指出的是, 在 “临界性定理” 中的 “必要性” 结论实际也是 “不可能性定理”, 而本节所有关于
反馈机制能力的 “不可能性定理” 在下列意义下具有普适性: 一是定理对所有可能的反馈规律都成立,
二是定理对一般的不确定性系统也成立, 只要这一不确定性模型包含定理证明中所用的不确定性模型
作为子集. 尽管如此, 关于反馈机制最大能力的理解仍然有大量问题有待研究, 特别是, 对更一般不确
定性非线性动态系统反馈机制能力临界值的研究, 无论是对参数化、非参数化还是采样系统, 仍然很
有挑战性. 本节部分内容的详细介绍可见文献 [93].

6

多主体博弈系统控制

无论是经典还是现代控制理论, 所研究的被控对象多是工程系统, 尽管允许大范围动态不确定性
存在, 但在数学模型中一般不包含被控对象的自主行为或 “自我追求”, 这就使得控制理论的应用范围
受到局限, 比如难以直接应用到社会、经济、动物或未来 “智能” 工程系统中, 因为这类系统的被调
控对象可能具有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等博弈行为. 事实上, 早在维纳《控制论》[7] 与《人有人的用
处》[94] 中, 就强调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 并引用爱因斯坦 (Einstein) 的名言 “上帝精明,
但无恶意”. 这两本书都讨论了复杂社会系统调控的困难, 并多次提到冯 · 诺依曼 (J. von Neumann)
的博弈论. 尽管博弈论与控制论差不多是同一时期提出的, 并且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95] , 但它们在很大
程度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如今, 控制系统领域对多主体系统博弈行为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96] . 与控制系统一样, 实际中
博弈系统也往往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维纳在《控制论》[7] 中就论述过在博弈过程中学习与适应的重
要性. 自适应控制理论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为自适应博弈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近年来相关研究也
陆续展开 [97, 98] . 此外, 纳什 (J. Nash) 均衡概念 [99] 为一般非合作博弈系统中涌现行为的研究提供了
重要工具.
人类合作可以看作博弈系统的涌现结果. 美国阿克塞尔罗德 (R. Axelrod) [100] 进行的重复囚徒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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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博弈计算机仿真实验, 为揭示人类如何达致合作的社会机制取得了重要进展. 穆义芬与作者 [101] 考
虑了一类简单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模型, 从数学上证明了从 “自私走向合作” 的有关定理, 说明在一
定条件下, 两个重复博弈的理性个体可以在有限步之内达到合作状态. 可以预见, 人类设计的机器将
有越来越强的自主智能行为, 那时就需要考虑机器与机器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合作问题等. 当然, 如
何从理论上研究更复杂的合作情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多个体或群体系统的同步现象也是涌现行为. 这方面一个基本模型是作为 Boid 模型的简化版本
的 Vicsek 模型 [102] : 假定平面上有多个等速运动的个体, 每个个体的运动方向按照与自己邻居趋同的
原则更新 (某种局部优化), 这里的个体邻居是指位于以该个体为圆心的某个圆 (感知范围) 内的所有
个体. 这是一个基本的多个体非线性局部相互作用模型, 其同步性研究依赖系统的运动状态所对应的
动态图的 “联合连通性”, 而如何保证 (而不是假设) 这一性质是关键理论问题. 唐共国与作者 [103] 通过
引进随机框架并深入分析随机几何图的谱隙性质以及随机非线性动态性质, 证明了 “联合连通性” 并
建立了这类大群体系统的同步理论. 随后, 陈鸽、刘志新与作者 [104] 进一步证明了为保证这类大群体
同步性所需的 “最小” 相互作用半径. 此外, 如果个体的邻居按照 “拓扑距离” 来定义, 则也可以给出
为保证大群体同步性所需的最少连接个数的估计 [105] . 陈鸽 [106] 还进一步分析了在噪声影响下 Vicsek
模型产生的复杂行为, 包括转向、旋涡和分叉等. 当然, 如果涌现出的宏观行为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就
需要考虑调控问题. 在不改变已有个体行为规则前提下, 可以采用 “软控制” [107] 和 “比例控制” [108]
等调控方法. 当然, 这里讨论的还只是理想化模型, 实际系统中多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要复杂得多, 特
别是具有博弈性质的系统.
如何对具有博弈行为的被控对象进行调控研究, 是近十多年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 [109, 110] . 这一
是源于 2005∼2006 年之间与美国 J. Holand 教授关于复杂适应系统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与控
制系统研究如何结合的一系列讨论; 二是源于 2008 年以来作者对法律这个社会系统 “调控器” 的更多
认识; 三是源于对现实社会管理中因忽视对象的自主性或博弈性而导致的某些异化现象的思考. 近些
年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 更强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这些思考与探索的结果逐渐走到博弈控制系统 (game-based control systems, GBCS), 这是研究被
控对象具有博弈行为的动态系统的一个理论框架 [111, 112] . 这个框架将博弈论与控制论结合为一个具
有层级结构的调控系统, 上层为 (多元) 宏观调控变量, 下层为相互关联且功能不尽相同的多个主体,
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追求目标. 显然, 这一框架既不同于传统的控制理论, 也不同于传统的博弈理论.
特别地, 这一框架虽然与博弈论中著名的斯塔克尔伯格博弈 (Stackelberg game) 有相通之处, 但正如
控制理论与优化理论的关系一样, 两者内涵存在根本差异. 除了结构已知时的优化问题外, 博弈控制
系统的研究还包括能控性、能观性、镇定性、反馈控制、适应控制、鲁棒控制、学习控制、系统辨识和
滤波理论等.
实际上, GBCS 最基本的特点是对现代控制理论框架的继承和拓展. 它继承了控制理论中反馈控
制这一对付不确定性的核心思想, 也拓展了控制理论的范围以包含被控对象具有自己目标追求的情形.
目前, 对 GBCS 能控性和能镇定性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初步结果1)[111, 113] , 但由于这是一个新方向, 还有
更多问题有待研究, 包括上面提到的问题.
最后,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移动通讯、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的发展, “信息 – 物
理 – 人类 (CPH)” 3 个系统之间的耦合越来越紧密, 为人机融合社会中复杂系统的调控带来一系列新
挑战. 为应对这些挑战, 需要将调控工程系统的控制科学与调控社会系统的法律体系进行结合 [114] , 而
不确定性博弈控制系统有望成为其科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1) Zhang R R, Guo L. Stabilizability of game-based control systems. SIAM J Control Optim, 2020 (sub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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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既带来一系列挑战性复杂系统问题, 同时, 也为我们更好地研究和调控不确
定性复杂系统提供了有力工具. 本文针对不确定性动态系统的估计、控制和博弈中的若干基本科学问
题, 主要介绍了作者研究团队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进展、研究体会和未来展望.
在大数据时代, 我们从现实世界中获得的数据越来越丰富, 但是从根本上讲, 它们远不满足独立性
和平稳性等经典统计假设. 如何在这样的数据条件下保证参数估计或学习算法的良好性能, 该性能究
竟需要数据中至少含有多少信息量, 如何建立学习或识别算法与控制算法在线结合时的理论基础, 如
何定量研究由数据驱动的反馈控制机制对付不确定性的最大能力, 如何调控复杂系统中具有博弈行为
的对象等, 都是基本的科学问题. 作者希望通过本文对这些问题的介绍, 对更一般复杂系统和智能化
控制的研究有所裨益.
回顾历史, 维纳在《控制论》中试图建立控制论的统计学理论 [7] , 钱学森在《工程控制论》(修订版)
序言中希望 “把控制论提高到真正的一门基础科学” [8] , 后来又提出 “创立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 ——
系统学” [1] . 如今系统与控制科学思想方法的应用遍及几乎所有科学技术领域, 进一步研究系统与控
制科学的共性基础科学问题, 既有相应基础, 更是时代需求. 我们正站在新的起点上!
致谢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和中国科学院系统控制重点实验室的多位同事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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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spread ap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provided unprecedented tools for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gul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complex systems, and have yiel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s and control scienc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existing basic researches and insights. After a brief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ol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some basic scientific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estimation, control, and games
of dynamical systems with uncertainty. We review some related theoretical progress achieved by the author’s research group, share some research experiences, and provide new insights and perspectives. We mainly consider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PID) control, adaptive estimation,
adaptive filtering, adaptive control, the maximum capability of feedback, adaptive games, collective behaviors,
and game-based control systems. Because there are various feedback loops in dynamical systems, the properties
of the systems’ observed data are usually determined using complex nonlinear dynamical equations; therefore,
classical statistical assumptions such as independency and stationarity are far from being satisfied, which i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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