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进步奖推荐号：0172-401 

项目名称 空间轨道运输实时三维可视化关键技术研究及其任务执行 

推荐单位 石家庄铁道大学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交通运输领域。自 2009 年以来，石家庄铁道大学（简称铁道大学）在交通运输领域国防特色学

科建设的背景下，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简称北京中心）建立了“产学研用”合作，针对国家载人航天工程

和探月工程的测控与指挥，开展了对空间轨道运输实时三维可视化关键技术研究及其任务执行。 

空间轨道运输是 21 世纪新兴的一种地外交通运输方式，具有高速度(7 千米/秒以上)、高精度、高风险和长

周期的特点，它承载了重大商业开发前景并占据重要国防战略地位。由于人类活动受限于时空束缚，空间轨道运

输存在太空环境态势感知困难和地外作业操控困难。本项目由铁道大学和北京中心合作，以铁道大学为主进行关

键技术研究，以北京中心为主进行技术应用和任务执行。双方围绕实时三维可视化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其在载人航

天工程和探月工程测控与指挥的应用，解决了航天测控与指挥实时三维可视化中时间延迟和数据缺失以及地外作

业信息推送中信息安全和质量控制两类问题，在国产操作系统上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实时三维可视化航天

测控系统和地外作业信息推送系统；创建了航天测控超大纹理图像切割方法和空间轨道运输信息推送系统净评估

体系；形成了长效的“产学研用”合作机制——铁道大学为北京中心“最佳合作单位”。本项目为国家载人航天

和探月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保障了近十年来国家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系列任务的精准实施和圆满完成，

实现了历次航天任务零失误。 

已取得的成果包括： 

1.学科建设 

获批交通运输工程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新增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个，学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个、

二级学科 1个，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河北省重点学科，河北省创新高地特色专业，河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建立了复杂网络与可视化研究所，河北省高等院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河北省教学示范实验中心；与北斗卫



星导航科技邢台有限公司共建可视化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共建联合实验室。 

2.科学研究 

本项目的软件产品研发与推广使用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二等奖 1项，河北省创新高地特色专业建设成

果获河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授权发明专利 3项，软件著作权 18 项；出版著作 10 部；发表论文 132 篇。 

3.人才培养 

从零基础创建了一支包括教授 3名、副教授 3名、高级工程师 3名、讲师和工程师 6名的研究团队；培养博

士研究生 22 名和硕士研究生 90 名，获国家奖学金 5 人次，河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及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8 人次。 

4.国内外影响力 

赵正旭当选英国皇家学会工艺院院士，任国际会议主席 4 次；团队获河北省“感动省城”十大人物(集体)，

“石家庄五四青年奖章集体”荣誉称号；团队开展中小学航天科普活动年均 300 人次，承担国家科教扶贫任务已

达 3年；外聘 2名英国专家担任兼职教授。团队事迹被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受到时任国

家副主席李源潮、河北省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张庆伟等领导的赞扬。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

新推广贡献 

1.石家庄铁道大学 

（1）负责空间轨道运输实时三维可视化关键技术研究，解决了航天测控与指挥实时三维可视化中时间延迟和数

据缺失以及地外作业信息推送中信息安全和质量控制两类问题； 

（2）与北京中心合作建立了国产自主可控的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实时三维可视化航天测控系统； 

（3）在国产操作系统上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外作业信息推送系统； 

（4）创建了航天测控超大纹理图像切割方法和空间轨道运输信息推送系统净评估体系； 

（5）保障了近十年来国家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系列任务的精准实施和圆满完成，实现了历次航天任务零失误。 

2.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1）与铁道大学合作建立了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实时三维可视化航天测控系统； 

（2）负责关键技术应用及任务执行，对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实时三维可视化航天测控系统进行前期测试、任务



联调和任务执行等工作； 

（3）提供了历次航天任务实时三维可视化航天测控系统的任务数据、模型数据以及关键特征事件等驱动数据； 

（4）保障了近十年来国家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系列任务的精准实施和圆满完成，充分展现了中国的航天科技实

力。 

推广应用情况 

2008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2 月，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对项目成

果“空间探测可视化平台”进行了应用。 2010 年，该项目在北京中心“嫦娥二号”任务得到了成功地应用，受

到工程总师及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评价。同年，该系统参加了“交会对接”任务无线联试，经过了全面检验，

系统功能全面、配置灵活、运行稳定，在航天系统相关领域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2008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2 月，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对项目成果“北京航天飞控中心三维可视化平台”进

行了应用。2010 年 10 月，该项目在北京中心“嫦娥二号”实战任务中得到了成功应用，实时展现了嫦娥二号卫

星探月的全过程，受到首长、工程总师及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评价。平台的研制与成功应用，满足了我国航天

探测可视化监控的需要，具有很好的应用推广价值。 

2011 年 9 月至 2013 年 6 月，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对项目成果“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九号、十号交会对

接任务三维实时可视化平台”进行了应用。该项目先后参与了北京中心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的联调

联试任务、天宫一号发射任务、神舟九号、十号发射任务，受到首长，工程总师及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评价，

平台的研制与成功应用，满足了我国航天探测可视化监控系统的需要，具有很好的应用推广价值。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 月，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对项目成果“探月工程遥操作操控三维可视化平台”

进行了应用。该成果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圆满完成探月工程二期嫦娥三号既定任务计划，受到首长、工程总

师及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评价。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3 年 3 月获河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016 年 11 月获中国产学研创新成果二等奖。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发明专利 

超大纹理图像的处理方法 

基于小世界特性的工程信息组织方法 

一种太空观测域与实时三维可视化场景的联动方法 

软件著作权 

Z 规格说明自动生成器软件 

云层数据可视化系统 

基于国产操作系统的多源统计数据融合可视化系统 

航天测控可视化系统 

动作模拟器软件 

文件格式的复杂网络系统 

函数调用网络复杂性分析软件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排名、姓名、技术职称、工作单位、完成单位、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排名 姓名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贡献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1 赵正旭 教授 
石家庄铁道

大学 

石家庄铁道

大学 

项目总体负责人，解决了航天测控与指挥实时三维

可视化中时间延迟和数据缺失以及地外作业信息

推送中信息安全和质量控制两类问题，主持研发了

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实时三维可视化航天测控系

统与地外作业信息推送系统，参加了 2009 年以来

历次航天飞行控制指挥任务。对创新点一、二、三、

四做出贡献。 

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河北省

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军

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

二等奖 1 项。 

2 苗毅 
高级工程

师 

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 

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 

负责关键技术应用及任务执行，参与了实时三维可

视化航天测控系统研发，提供了历次航天任务的实

时驱动数据，参加了 2009 年以来历次航天飞行控

制指挥任务。对创新点四做出贡献。 

 

3 王岳森 教授 
石家庄铁道

大学 

石家庄铁道

大学 

保障产学研用合作机制的长效运行，负责项目成果

的推广与应用以及学校“双一流”建设，完成了武

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二级保密资格单位认

证，参加了 2009 年以来历次航天飞行控制指挥任

务。对创新点四做出贡献。 

河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中国铁

建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河北省教学成果二、

三等奖各 1 项。 



4 李立春 
高级工程

师 

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 

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 

负责月球地貌地形快速重构，负责地形重建模块的

研发，参加了 2009 年以来历次航天飞行控制指挥

任务。对创新点四做出贡献。 

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5 温晋杰 工程师 
石家庄铁道

大学 

石家庄铁道

大学 

协助项目负责人在国产操作系统上完成了地外作

业信息推送系统的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和系统测

试，建立了地外作业信息推送系统可信度净评估体

系，参加了 2010 年以来历次航天飞行控制指挥任

务。对创新点二、三、四做出贡献。 

 

6 杨成 
助理研究

员 

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 

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 

负责实时三维可视化显示数据源生成，负责可视化

仿真模块的研发，参加了 2009 年以来历次航天飞

行控制指挥任务。对创新点四做出贡献。 

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 

7 郭阳 讲师 
石家庄铁道

大学 

石家庄铁道

大学 

负责质量控制与管理、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建

设、信息组织与数据处理，参加了 2009 年以来历

次航天飞行控制指挥任务。对创新点一、三、四做

出贡献。 

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

成果二等奖 1 项。 

8 铁伟涛 工程师 
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 

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 

负责项目合作协调以及关键技术应用与任务执行，

协助项目负责人完成实时三维可视化航天测控系

统和地外作业信息推送系统的需求分析，参加了

2009 年以来历次航天飞行控制指挥任务，对创新

点四做出贡献。 

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9 王威 副教授 
石家庄铁道

大学 

石家庄铁道

大学 

负责系统分析、功能配置、模块编程，组织协调项

目运作及外联，协助项目负责人完成了地外作业信

息推送系统的需求分析和系统测试，参加了 2009

年以来历次航天飞行控制指挥任务。对创新点一、

三、四做出贡献。 

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河北省

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中

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二

等奖 1 项。 

10 许颖慧 工程师 
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 

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 

协助项目负责人完成实时三维可视化航天测控系

统测试和部署，参加了 2009 年以来历次航天飞行

控制指挥任务，对创新点四做出贡献。 

 

11 赵卫华 副教授 
石家庄铁道

大学 

石家庄铁道

大学 

负责各种技术文献研究、信息组织与文档处理、多

语言支持。对创新点二、四做出贡献。 

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中国产

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二等奖



1 项。 

12 张庆海 
高级工程

师 

石家庄铁道

大学 

石家庄铁道

大学 

负责项目组实验室建设，协助项目负责人完成海量

数据的云处理与可视化，参加了 2009 年以来历次

航天飞行控制指挥任务。对创新点一、四做出贡献。 

 

13 刘展威 教授 
石家庄铁道

大学 

石家庄铁道

大学 

负责项目组实验室建设，协助项目负责人完成地外

作业信息推送系统的需求分析和系统测试，参加了

2009 年以来历次航天飞行控制指挥任务对创新点

四做出贡献。 

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二等奖各 1 项，军队科技

进步三等奖 1 项，中国产

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二等奖

1 项。 

14 钟谦 
高级实验

师 

石家庄铁道

大学 

石家庄铁道

大学 

负责项目技术文档管理与撰写、协助人才培养管

理、学科建设以及产学研用合作，参加了 2009 年

以来历次航天飞行控制指挥任务。对创新点一、四

做出贡献。 

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15 彭育贵 讲师 
石家庄铁道

大学 

石家庄铁道

大学 

组织协调项目运作、外联及合同管理、协助产学研

用合作与管理，参加了 2009 年以来历次航天飞行

控制指挥任务。对创新点一、二、四做出贡献。 

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二等奖各 1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