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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地

面原理验证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

接触式双超卫星地面原理验证系统，包括一中间

镂空式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和一载荷舱五自

由度气浮台，载荷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内嵌于中间

镂空式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内，且通过非接触

磁浮机构实现动静隔离，还包括一高精度姿态控

制系统，高精度姿态控制系统包括载荷姿态控制

回路和两舱相对位置控制回路和相对姿态控制

回路。本发明可验证两舱三维转动和两维平动的

控制，可以在除重力方向上多个自由度实现并验

证主从非接触内含式“双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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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地面原理验证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中间镂空式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和一载荷舱五自由度气浮台，载荷舱五自由度气浮台

内嵌于中间镂空式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内，且通过非接触磁浮机构实现动静隔离，还包

括一高精度姿态控制系统，高精度姿态控制系统包括载荷姿态控制回路和两舱相对位置控

制回路和相对姿态控制回路；

所述载荷姿态控制回路（100）包括载荷指令（101）、载荷控制单元（102）、载荷姿态控制

算法（103）、磁浮机构（104）、载荷舱（105）和星敏感器-陀螺；两舱相对位置控制回路（200）

包括相对位置操作指令（201）、相对位置控制单元（202）；相对姿态控制回路（300）包括相对

姿态控制算法（302）、外部执行机构（303）、相对位置传感器（305）；

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包括平台舱和五自由度主动气浮系统，载荷舱五自由度气浮台

包括载荷舱和五自由度主动气浮系统，五自由度主动气浮系统包括气瓶、控制阀、平面轴

承、气浮球轴承和轴承座，依靠压缩气体在气浮球轴承与轴承座之间形成的气膜，使舱体浮

起，从而实现近似无摩擦的相对运动条件，以模拟舱体在外层空间所受干扰力矩很小的力

学环境，两舱的两维平动通过采用四个或多个平面轴承将舱体浮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地面原理验证系统，其

特征在于，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和载荷舱五自由度气浮台之间的动静隔离利用但不限于

电磁力或静电力方式实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地面原理验证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载荷舱上安装有但不限于有效载荷（3）、光纤陀螺（9）、星敏感器、激光角位

置传感器（18）、磁浮机构定子（5b）和载荷舱控制单元（8），平台舱安装但不限于太阳帆板

（10）及其驱动机构、飞轮（6）、推力器（14）、贮箱（4）、天线、磁浮机构动子（5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地面原理验证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载荷姿态控制回路通过激光角位置传感器、光纤陀螺姿态敏感器提供载荷

舱的X、Y、Z轴方向上姿态信息，并反馈给载荷舱姿态控制单元，载荷舱姿态控制单元产生动

作指令，驱动非接触磁浮机构产生控制力矩，使载荷舱在X、Y、Z轴方向上达到预期的姿态指

向精度和稳定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地面原理验证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相对姿态控制回路通过非接触磁浮机构上的测量装置检测两舱X、Y、Z轴方

向上相对姿态信息并反馈给平台舱的控制单元，平台舱的控制单元解算出控制指令并驱动

飞轮、喷气推力器产生控制力矩，使平台舱的姿态实时跟踪载荷舱。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地面原理验证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两舱相对位置控制回路通过非接触磁浮机构上的测量装置检测两舱在X轴

和Y轴方向上的相对位置信息并反馈给平台舱的控制单元，平台舱的控制单元解算出控制

指令并驱动非接触磁浮机构使其产生控制力，使平台舱的位置相对载荷舱在X轴和Y轴方向

上保持在期望的阈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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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地面原理验证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地面原理验证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主从非接触内含式“双超”卫星平台打破传统卫星载荷舱与平台舱固连设计思路，

采用“动静隔离非接触、主从解耦高精度”的全新设计方法，使得载荷指向与稳定度不再依

靠平台控制系统实现，通过平台舱与载荷舱动静隔离，从物理上隔离平台舱的微振动干扰，

可从根本上解决载荷指向精度与稳定度难以大幅提升的重大难题。

[0003] 与目前传统方法相比，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平台具有以下特点：1)“双超”性

能：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平台以空间上动静隔离，控制上主从协同的全新思想和方法，

采用完全位姿解耦构型和滑模层控制思想，利用高精度、高带宽非接触磁浮机构，实现卫星

姿态指向精度优于5×10-4度、姿态稳定度优于5×10-6度/秒的超高精度，彻底解决“双超”

技术瓶颈，实现了载荷姿态的完全可测可控。2)全频带隔振：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平台

两舱通过磁浮机构非接触连接，实现动静隔离，直接隔断平台舱活动和挠性部件向载荷舱

的微振动传递，有效保障载荷的超精超稳工作状态，从而达到全频带隔振的效果，极大降低

了对控制系统产品的带宽需求。3)隔离平台热变形：相比传统固连设计，主从式非接触“双

超”卫星平台两舱空间隔离，有效避免了平台热变形对载荷指向的影响。此外，“双超”卫星

还具有简单易行、安全可靠、冗余度高、质量小功耗低等优点。

[0004] “双超”卫星是一个全新的设计理念，需要通过地面试验验证其设计原理的可行

性。与目前传统方法相比，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地面原理验证方法具

有以下特点：1)符合“动静隔离非接触，主从协同高精度”的“双超”卫星设计理念；2)控制通

道更多，通过五自由度的载荷舱主动气浮、五自由度的平台舱主动气浮，通过磁浮机构实现

动静隔离非接触；载荷舱为主，平台舱跟随载荷舱从动控制，实现在三维转动、两维平动方

向上的主从协同高精度控制；3)采用气浮方式模拟空间失重环境技术成熟可靠，容易实现。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地面原理验

证系统，采用气浮方式模拟空间失重环境，可以应用于内含式的两个非接触的舱体分别气

浮，在地面上验证主从非接触内含式“双超”卫星所采用“动静隔离非接触、主从解耦高精

度”的全新设计方法的可行性以及在三维转动和两维平动方向上姿态控制性能评估。主从

非接触内含式“双超”卫星平台可实现载荷指向精度、稳定度分别高达10-4度、10-6度/秒的

“双超”控制，可应用于高分遥感、高精度编队、高性能激光通信、深空探测等领域。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式双超

卫星地面原理验证系统，包括一中间镂空式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和一载荷舱五自由度气

浮台，载荷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内嵌于中间镂空式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内，且通过非接触

磁浮机构5实现动静隔离，实现两舱在X、Y、Z轴方向上的小角度姿态转动，以及X轴和Y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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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的平动，可验证除重力方向上的其他五个方向上的“双超”卫星设计原理以及评估姿态

控制潜力，还包括一高精度姿态控制系统，高精度姿态控制系统包括载荷姿态控制回路100

和两舱相对位置控制回路200和相对姿态控制回路300。

[0007] 其中，所述载荷姿态控制回路100包括载荷指令101、载荷控制单元102、载荷姿态

控制算法103、磁浮机构104、载荷舱105和星敏感器-陀螺；两舱相对位置控制回路200包括

相对位置操作指令201、相对位置控制单元202；相对姿态控制回路300包括相对姿态控制算

法302、外部执行机构303、相对位置传感器305。

[0008] 其中，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和载荷舱五自由度气浮台之间的动静隔离利用但不

限于电磁力或静电力方式实现。

[0009] 其中，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包括平台舱和五自由度主动气浮系统，载荷舱五自

由度气浮台包括载荷舱和五自由度主动气浮系统，五自由度主动气浮系统的主要任务是通

过平台舱内的储气瓶经气浮轴承喷气将整个舱段浮起，同时产生X、Y方向两个平动自由度、

绕X、Y、Z三个方向的转动，用于验证失重条件下载荷舱和平台舱三位转动和两维平动的控

制，系统包括气瓶、控制阀、平面轴承、气浮球轴承和轴承座，依靠压缩气体在气浮球轴承与

轴承座之间形成的气膜，使舱体浮起，从而实现近似无摩擦的相对运动条件，以模拟舱体在

外层空间所受干扰力矩很小的力学环境，两舱的两维平动通过采用四个或多个平面轴承将

舱体浮起。具体的，

[0010] 气浮球轴承可实现失重状态下的三维旋转模拟。工作时，有压气体经球面气浮轴

承球窝上的节流口排出，在球窝与球头之间形成气膜，浮起球头及平台。将平台的质心调节

到与球面气浮轴承的球心近似重合，则当平台绕球面气浮轴承球心做姿态旋转运动时，球

面气浮轴承的反作用力与平台重力相抵消从而可以模拟太空中微重力环境，又因为同样形

成了气体润滑，平台做姿态旋转运动时也处于微摩擦状态。

[0011] 气浮台平动部分的关键部件是平面气浮轴承，气源气体经过气浮轴承与平台之间

形成气垫，产生的反作用力使整个试验台悬浮起来，达到对失重和无摩擦状态模拟的目的。

[0012] 其中，所述载荷舱上安装有但不限于有效载荷3、光纤陀螺9、星敏感器、激光角位

置传感器18、磁浮机构定子5b和载荷舱控制单元8，载荷舱通过五自由度主动气浮在光滑的

大理石平台上，实现二维平动，并通过球面轴承实现三维转动；平台舱安装但不限于太阳帆

板10及其驱动机构、飞轮6、推力器14、贮箱4、天线、磁浮机构动子5a，平台舱通过五自由度

主动气浮在光滑的大理石平台上，实现二维平动，并通过球面轴承实现三维转动。

[0013] 其中，所述载荷舱姿态控制回路通过激光角位置传感器、光纤陀螺等姿态敏感器

提供载荷舱的X、Y、Z轴方向上姿态信息，并反馈给载荷舱姿态控制单元，载荷舱姿态控制单

元产生动作指令，驱动非接触磁浮机构产生控制力矩，使载荷舱在X、Y、Z轴方向上达到预期

的姿态指向精度和稳定度。

[0014] 其中，所述相对姿态控制回路通过非接触磁浮机构上的测量装置检测两舱X、Y、Z

轴方向上相对姿态信息并反馈给平台舱的控制单元，平台舱的控制单元解算出控制指令并

驱动飞轮、喷气推力器等产生控制力矩，使平台舱的姿态实时跟踪载荷舱。

[0015] 其中，所述两舱相对位置控制回路通过非接触磁浮机构上的测量装置检测两舱在

X轴和Y轴方向上的相对位置信息并反馈给平台舱的控制单元，平台舱的控制单元解算出控

制指令并驱动非接触磁浮机构使其产生控制力，使平台舱的位置相对载荷舱在X轴和Y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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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保持在期望的阈值内。

[0016] 地面原理验证系统根据功能可分为“双超”卫星控制原理样机和地面配套设备两

部分，“双超”卫星控制原理样机包括结构、数管、测控、总体电路、控制、推进、质量特性调

整、主动气浮等8个分系统。地面配套设备包括地面综合监控、厂房配套设备等2个分系统。

[0017] 原理样机结构由服务平台2和有效载荷舱1两部分组成。结构系统采用的主要部件

有蜂窝夹层板、支架、太阳帆板10等。

[0018] 数管分系统由数管计算机和数管分系统软件组成。数管计算机硬件由无风扇工控

机8和11及其相应的I/O板卡共同组成，实现与各单机、分系统之间的数据通路。数管分系统

软件基于xPC实时操作系统开发，实现原理样机数据信息的收集、管理与分发功能。

[0019] 测控分系统由测控计算机和测控分系统软件组成。测控计算机由无风扇工控机8

和11及角位置信息采集卡、无线通信设备组成。测控分系统软件基于xPC实时操作系统开

发，实现角位置信息上传、数管分系统和地面综合监控子系统信息数据转发功能。

[0020] 总体电路分系统由28V、24V、12V和5V放电调节器、锂离子蓄电池组、电池充放电控

制器、配电器和低频电缆网等组成，主要负责给试验用测控设备和台上参试各分系统单机

供配电，以及单机、部件之间的电气连接。

[0021] 姿控分系统主要对“双超”卫星原理样机载荷舱的超精超稳控制、平台舱的从动控

制和两舱协同解耦控制进行原理性验证，并考察原理样机初始解锁防碰撞模式、稳定“双

超”模式和机动模式的姿控功能与性能。其中载荷舱配置光纤陀螺9、距离测量装置15、激光

角位置模拟器18等测量元件，磁浮机构5等执行元件，平台舱配置陀螺7等测量元件，飞轮6、

喷气14等执行机构。

[0022] 推进分系统协助完成初始平衡姿态的建立，为飞轮6的动量卸载提供力矩，同时防

止两舱碰撞，为两舱水平运动控制提供推力，模拟两舱轨道控制。

[0023] 地面试验原理性验证时，首先需要对“双超”卫星原理样机进行质量特性调整，使

其水平方向质心调节精度达0.1gf·cm，具体实施过程分为质心预调节、手动粗调平和自动

精调平。其中手动粗调平利用不同规格的标准质量块，自动精调平采用测量精度高达1μm的

高精度定位台实现。

[0024] 主动气浮分系统即上述中间镂空式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和一载荷舱五自由度

气浮台，包络平面气浮17、球面气浮12，以及相应的支撑13和16。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6] 采用气浮方式模拟空间失重环境，可以应用于内含式的两个非接触的舱体分别气

浮，在地面上验证主从非接触内含式“双超”卫星所采用“动静隔离非接触、主从解耦高精

度”的全新设计方法的可行性以及在三维转动和两维平动方向上姿态控制性能评估。主从

非接触内含式“双超”卫星平台可实现载荷指向精度、稳定度分别高达10-4度、10-6度/秒的

“双超”控制，可应用于高分遥感、高精度编队、高性能激光通信、深空探测等领域。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主从非接触内含式“双超”卫星构型示意图。

[0028] 图2为主从非接触内含式“双超”卫星高精度姿态控制框图。

[0029] 图3为球窝及球面气浮轴承结构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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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4为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内含式“双超”卫星地面原理验证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32] 如图1-图2和图4所示，一种双五自由度气浮主从非接触式双超卫星地面原理验证

系统，包括一中间镂空式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和一载荷舱五自由度气浮台，载荷舱五自

由度气浮台内嵌于中间镂空式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内，且通过非接触磁浮机构5实现动

静隔离，实现两舱在X、Y、Z轴方向上的小角度姿态转动，以及X轴和Y轴方向上的平动，可验

证除重力方向上的其他五个方向上的“双超”卫星设计原理以及评估姿态控制潜力，还包括

一高精度姿态控制系统，高精度姿态控制系统包括载荷姿态控制回路100和两舱相对位置

控制回路200和相对姿态控制回路300。

[0033] 所述载荷姿态控制回路100包括载荷指令101、载荷控制单元102、载荷姿态控制算

法103、磁浮机构104、载荷舱105和星敏感器-陀螺；两舱相对位置控制回路200包括相对位

置操作指令201、相对位置控制单元202；相对姿态控制回路300包括相对姿态控制算法302、

外部执行机构303、相对位置传感器305。

[0034] 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和载荷舱五自由度气浮台之间的动静隔离利用但不限于

电磁力或静电力方式实现。

[0035] 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包括平台舱和五自由度主动气浮系统，载荷舱五自由度气

浮台包括载荷舱和五自由度主动气浮系统，五自由度主动气浮系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平台

舱内的储气瓶经气浮轴承喷气将整个舱段浮起，同时产生X、Y方向两个平动自由度、绕X、Y、

Z三个方向的转动，用于验证失重条件下载荷舱和平台舱三位转动和两维平动的控制，系统

包括气瓶、控制阀、平面轴承、气浮球轴承和轴承座，依靠压缩气体在气浮球轴承与轴承座

之间形成的气膜，使舱体浮起，从而实现近似无摩擦的相对运动条件，以模拟舱体在外层空

间所受干扰力矩很小的力学环境，两舱的两维平动通过采用四个或多个平面轴承将舱体浮

起。具体的，

[0036] 气浮球轴承可实现失重状态下的三维旋转模拟。工作时，有压气体经球面气浮轴

承球窝上的节流口排出，在球窝与球头之间形成气膜，浮起球头及平台。将平台的质心调节

到与球面气浮轴承的球心近似重合，则当平台绕球面气浮轴承球心做姿态旋转运动时，球

面气浮轴承的反作用力与平台重力相抵消从而可以模拟太空中微重力环境，又因为同样形

成了气体润滑，平台做姿态旋转运动时也处于微摩擦状态，球窝及球面气浮轴承结构原理

图如图3所示。

[0037] 气浮台平动部分的关键部件是平面气浮轴承，气源气体经过气浮轴承与平台之间

形成气垫，产生的反作用力使整个试验台悬浮起来，达到对失重和无摩擦状态模拟的目的。

[0038] 所述载荷舱上安装有但不限于有效载荷3、光纤陀螺9、星敏感器、激光角位置传感

器18、磁浮机构定子5b和载荷舱控制单元8，载荷舱通过五自由度主动气浮在光滑的大理石

平台上，实现二维平动，并通过球面轴承实现三维转动；平台舱安装但不限于太阳帆板10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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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驱动机构、飞轮6、推力器14、贮箱4、天线、磁浮机构动子5a、太阳电池阵等挠性附件和平

台舱姿态控制单元11，平台舱通过五自由度主动气浮在光滑的大理石平台上，实现二维平

动，并通过球面轴承实现三维转动。

[0039] 所述载荷舱姿态控制回路通过激光角位置传感器、光纤陀螺7等姿态敏感器提供

载荷舱1的姿态角、姿态角速度等信息，并反馈至载荷舱姿态控制单元8，8根据载荷舱姿态

信息产生相应动作指令，通入磁浮机构线圈相应的电流值，驱动磁浮机构5产生控制力矩，

控制载荷舱1达到预期的姿态指向精度和稳定度。

[0040] 所述相对姿态控制回路通过磁浮机构5上的距离测量装置检测两舱相对位置和相

对速度，解算两舱相对姿态角和相对姿态角速度信息，反馈至平台舱的控制单元11，11根据

两舱相对姿态信息解算出姿态控制指令并驱动外部执行机构7、4等产生姿态控制力矩，控

制平台舱2的姿态在预定的精度内跟随载荷舱1的运动。

[0041] 所述两舱相对位置控制回路:磁浮机构5上的距离测量装置15检测两舱相对位置

和相对速度信息，并反馈给平台舱的控制单元11，11解算出位置控制指令并驱动磁浮机构5

使其产生位置控制力，控制平台舱2与载荷舱1的相对位置保持在预期的阈值内

[0042] 平台舱2相对位置控制回路：磁浮机构5上的距离测量装置15检测两舱相对位置和

相对速度信息，并反馈给平台舱的控制单元11，11解算出位置控制指令并驱动磁浮机构5使

其产生位置控制力，控制平台舱2与载荷舱1的相对位置保持在预期的阈值内。

[0043] 本具体实施将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和载荷舱五自由度气浮台置于大理石平台

上，载荷舱五自由度气浮台置于平台舱五自由度气浮台，分别实现平台舱和载荷舱的三维

转动和两维平动的控制，控制上采用载荷舱为主，平台舱跟踪载荷舱从动控制以及两舱相

对位置控制保证两舱不相碰撞且不分离过远，从而达到从两舱三维转动、两维平动这五个

自由度验证。

[0044]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形或修改，这并不影

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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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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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0

CN 106516182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