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一、学科概况

控制科学与工程是研究系统与控制的理论、 方法、 技术及其工程应用的学科。 控制科学与
工程学科在我国具有悠久光荣的历史， 是由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创建的。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
史沿革中， 本学科以综合性强、 覆盖面宽、 培养人才的基础厚且适应面宽著称。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在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相结合、 军民结合和学科交叉融合等方面具有
明显的特色与优势， 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
为基础的自动化技术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自动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减轻了人
类劳动的强度， 降低了原材料和能源消耗，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财富。 自动化技
术对实现国家实力的增长、 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从航空
航天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 从先进制造到供应链管理， 从智能交通到楼宇自动化， 从医疗仪器
到家庭服务， 自动化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 也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自动化程度
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智能、 生物、 网络等新技术赋予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新的内涵， 使其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增强了学科所涉及的不确定性、 多样性和复杂性， 既使学科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也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二、学科内涵

控制科学与工程以控制论、 系统论、 信息论为基础， 以各个行业的系统与控制共性问题为
动力牵引， 研究在一定目标或指标体系下， 如何建立系统模型， 如何分析系统的特性和行为，
特别是动态行为， 系统内部之间、 系统与环境的关系， 如何设计与实现控制与决策系统。

本学科以数学分析、 线性代数、 数理统计、 随机过程、 电子电路技术、 数字信号处理技
术、 计算机技术等为基础， 专业理论包括自动控制原理、 线性／非线性系统理论、 最优控制、
自适应控制、 智能控制、 过程控制、 运动控制、 系统优化与调度、 系统辨识与仿真建模、 现代
检测技术、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机器智能与机器学习、 生物信息学、
导航与制导系统等。

本学科研究方法包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实验与仿真相结合， 软件与
硬件相结合， 信息获取与利用相结合， 系统认知与优化相结合， 科学分析与工程实践相结合，
解决工程控制问题与凝练控制科学理论相结合， 事实性、 概念性、 程序性知识学习、 分析与评
价和创造性高层次认知能力相结合等。
三、学科范围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包括 ７ 个学科方向， 分别是：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



化装置， 系统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导航、 制导与控制， 生物信息学， 建模仿真理论与
技术。 简要介绍如下：

1．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是以工程、 经济、 社会等系统为主要对象， 以数学方法和计算
机技术为主要工具， 研究控制系统的建模、 分析、 综合、 优化、 设计和实现的理论、 方法和技
术， 分析各种控制策略和决策下动态系统的行为、 受控后的系统状态， 以及达到预期动静态性
能， 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在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的驱动下， 网络化、 多变量、 强耦合、 非线
性、 不确定、 动态约束等均融入了本学科的发展， 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１） 复杂过程
系统建模、 控制与优化； （２） 复杂运动系统建模、 控制与优化； （３） 各类控制策略， 包括自
适应控制、 变结构控制、 预测控制、 智能控制、 推理控制、 容错控制、 优化控制等； （４） 动
态系统故障诊断与预报、 智能维护； （５） 新型控制系统与策略， 包括离散事件动态系统、 网
络控制、 信息流控制、 量子控制等。

2．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研究控制系统中对象、 环境、 过程的信息获取、 转换、 传递
与处理的理论、 方法和技术， 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提供信息基础和保障。 检测技术主要研
究将反映被测对象特征的参数转换为易于传递的信号， 提供给控制系统， 自动化装置主要研究
控制系统中的传感器、 变送器、 控制器、 执行机构等以及相应的网络化、 集成化、 智能化技术
和可靠性技术。

本学科的理论基础涉及物理学、 信息理论、 控制理论等， 主要运用数学、 力学、 计算机技
术、 网络与通信技术、 传感器技术与仪器仪表、 计量学、 智能理论及信息处理技术等开展研
究， 是一门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 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１） 工业自动控制装置， 新型传感器和仪表， 嵌入式控制系统， 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 （２）
工业现场总线， 高速工业网络， 传感器网络； （３） 信息采集、 转换、 传输与处理技术， 软测
量技术，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 （４） 控制系统的自动测试方法， 系统可靠性评估及设计。

3．系统工程　从系统整体出发， 应用现代数学、 计算机、 网络计算等工具和手段， 对系
统的构成要素、 组织结构、 信息交换和反馈控制等功能进行分析、 设计、 制造和服务， 以充分
发挥人力、 物力的潜力， 达到系统的最优设计、 最优控制、 最优管理等目标。 学科的主要研究
方向包括： （１） 系统科学理论： 复杂系统理论、 复杂网络理论等； （２） 系统建模与仿真： 系
统辨识、 建模与仿真等； （３） 系统分析与优化： 运筹学、 数学规划、 系统优化与调度等； （４）
决策理论与方法： 决策理论、 博弈论等； （５） 系统理论与方法的应用： 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
在包括工程、 社会、 经济、 军事、 环境生态、 能源、 农业、 教育、 水资源、 人口等领域的应
用， 系统集成技术。

4．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以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理论为核心， 以数学方法、 计算机技术
等为主要途径， 研究对各种信息的处理、 分类和理解的方法，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 构建与完善
智能系统， 使其对外展现更高级的智能特性。 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１） 计算机视觉与
图像处理： 图像和视频的获取、 处理、 分析、 理解与辨识及应用， 智能视觉系统； （２） 模式
识别： 模式分析和识别理论， 文字、 语音、 图像、 视频等媒体的识别及应用； （３） 智能计算
与信息处理： 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 群智能等智能计算理论， 大规模数据挖掘、 知识表达与处
理、 信息融合， 复杂信息系统的优化； （４） 智能控制与智能系统： 研究拟人的智能推理、 启
发式智能、 智能优化、 群集智能等， 智能系统的构建与组成， 共性基本特征和演化机理， 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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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体系统的协同、 自主控制与决策规划， 智能系统的应用， 生物群体的信息通讯、 协同处理的
机制和模型等。

5．导航、制导与控制　是随着航海、 航空和航天技术不断进步， 军事对抗及武器系统迅
速发展而诞生的控制科学与工程的重要分支， 以各种运动体 （如航空／航天飞行器、 导弹、 机
器人、 舰船等） 系统为主要对象， 研究其位置、 方向、 轨迹、 姿态的检测、 控制及其仿真中
的理论、 方法和技术。 本学科是以数学、 力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 系统科学、 计算机技术、 传
感与测量技术、 建模与仿真技术为基础的综合性应用技术学科。 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１） 运动体控制系统的分析和综合： 运动控制系统的组成、 基本原理、 优化控制设计理论与
方法； （２） 导航与制导： 运动体的精密制导， 导航理论与技术， 导航与制导系统； （３） 导航
与制导系统的建模与仿真： 运动控制系统建模理论与方法， 复杂制导控制系统仿真理论、 方法
与新技术； （４） 导航、 制导与控制系统的集成： 导航、 制导与控制系统的综合集成方法与实
现技术； （５） 新型惯性器件： 适应特殊应用要求的新型惯性器件研制； 惯性器件测试及补偿
技术。

6．生物信息学　是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深度交叉的前沿学科， 以信息与系统的观点、 方
法和技术研究生命与医学领域的科学与技术问题。 基于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不断突破， 计算机
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本学科主要对大规模生物信息进行存储、 处理和分析， 以探索生命的奥
秘。 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包括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两个方面： 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和
遗传学、 信息与系统、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结构与算法、 机器学习等。 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包
括： （１） 各种生物信息的采集、 处理、 存储、 传播、 分析和解释， 以及可视化的方法与技术，
实现对海量生物信息的知识提取与数据分析； （２） 基因组学、 转录组学、 蛋白质组学、 系统
生物学、 合成生物学、 群体遗传学等研究中的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３） 描述和分析复杂生
命系统的信息科学理论与方法及其在生命与医学领域的应用。

7．建模仿真理论与技术　是以计算机系统、 物理效应设备及仿真器为工具， 根据研究目
标， 对已有的或设想的系统， 建立模型、 构造与运行仿真系统， 分析与评估仿真结果， 从而对
研究对象进行认识与改造的学科。 本学科的理论基础包括建模仿真理论、 仿真系统理论和仿真
应用理论等。 本学科的方法论包括基于相似理论的仿真建模， 基于网络化、 智能化、 协同化、
普适化的仿真系统构建和全系统、 全寿命周期、 全方位的仿真应用思想综合构成。 学科的主要
研究方向包括： （１） 建模仿真理论与方法： 仿真建模理论、 仿真相似理论、 仿真方法论； （２）
仿真系统与技术： 仿真系统理论、 仿真系统支撑环境、 仿真系统构建与运行技术； （３） 仿真
应用工程： 仿真应用理论、 仿真可信性理论、 仿真应用共性技术和各领域的仿真应用技术等。
四、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从事控制科学理论研究， 控制工程领域内各种控制技术与方法研究， 控制系统
开发与设计等方面的各类专门人才。

1．硕士学位　培养学生掌握控制理论、 先进控制系统与技术、 工业控制、 信息获取与检
测技术、 计算机技术、 系统工程、 导航制导与控制、 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 生物信息处理、 系
统建模与仿真等方面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 具有从事控制科学研究、 系统设
计与技术开发、 解决实际工程控制问题的能力， 了解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向， 能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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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国语熟练阅读专业资料及撰写科技论文， 成为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专门人才。
2．博士学位　培养学生在自动控制理论、 人工智能、 模式识别、 系统工程、 计算机应用、

信息与信号处理、 系统设计与仿真、 导航制导与控制、 检测技术等方面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具有独立从事控制科学理论研究和解决控制工程问题的能力， 具有
组织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与专业教学的能力， 熟悉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能够熟练
运用一门外国语进行学术论文写作和交流， 成为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高级专门人才。
五、相关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气工程、 软件工程、 机械工
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化学工程与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 航空宇航
科学与技术、 船舶与海洋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光学工程、 系统科学、 生物学等。
六、编写成员

王红卫、 任章、 陈杰、 周东华、 郑南宁、 姚郁、 唐加福、 董峰、 管晓宏、 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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