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名 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 电磁空间频谱资源认知、协同与竞争 

提名单位 中国通信学会 

提名意见： 

该项目围绕电磁空间频谱资源的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展开研究，历经 10多年，重点突破频谱资源多域认知、协同优化与博弈竞争的基础理

论方法，并在北斗卫星频谱态势、华为车联网、新一代战机/战舰频谱智能管控等系统

中应用，取得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军事效益。 

该项目 8篇代表性论文均为 IEEE Trans.等本领域国际主流期刊论文，SCI他引 711

次，Google Scholar 他引 1412 次，单篇最高 SCI 他引 146 次，3 篇 SCI 他引超过 100

次，4篇入选 ESI高被引论文。研究成果得到了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

Vincent Poor等 10多位院士以及 100多位 IEEE Fellow 研究组的正面评价，并获 IEEE

信号处理协会最佳青年作者论文奖、IEEE 通信学会亚太杰出青年研究员奖等国际性学

术奖励 12项，授权美国发明专利 2项/中国发明专利 30项，IEEE 1900 / 3GPP 标准化

组织提案 6篇，培养了多位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该项目科学意义重大，研究成果丰富，促进了相关学科发展和行业领域技术进步。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项目简介： 

电磁空间是国家战略空间，频谱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天地一体信息网络、电磁频谱战等领域的迅猛发展，电磁空间正面临频谱资源日益紧

缺、频谱安全日益严峻、频谱对抗日益激烈等突出挑战。传统预先规划与静态管理模

式已无法满足形势发展的根本性要求，迫切需要研究频谱资源多域认知、协同优化与

博弈竞争的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以满足国家对电磁空间资源高效共享、秩序有效管

控和作战优势形成的重大需求。 

该项目立足国家重大需求与国际学术前沿，在国家 973 计划等重大项目持续支持

下，历经 10 余年不懈攻关，建立了频谱资源认知、协同与竞争的理论方法体系，取得

了重要科学发现与成就： 

1.频谱资源多域认知：发现了电磁空间频谱多域多粒度异构特性，揭示了频谱异

构下认知信息的负作用机理，构建了多域认知体系模型，提出了多维感知、群智感知、

预测感知与宽带感知等理论方法，提升了复杂电磁空间频谱信息获取的效率。 

2.频谱资源协同优化：发现了频谱资源的多域耦合关联性、动态性和机会性，突

破了多节点协同通信系统容量分析难题，揭示了机会频谱接入网络动态传输容量和频

谱协同共享机理，提出了新型自适应协同共享传输机制和机会式功率控制策略，提升

了复杂电磁空间频谱资源的利用效率。 

3.频谱资源博弈竞争：发现频谱资源竞争中存在的认知信息不完全、高动态、异

构特性，揭示了认知信息对博弈优化的作用机理，创新了局部互利博弈、稳健博弈、

对抗博弈理论模型，提出了分布并行博弈等学习方法，增强了电磁空间资源的竞争优

势。 

该项目对电磁空间频谱资源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从多域认知频谱资源态势，到协

同优化频谱资源利用与博弈竞争频谱资源对抗，寻求新形式的科学描述与新机理的科

学发现，创新应用价值，创建了频谱资源研究体系并对此领域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项目在国际顶级 IEEE 期刊发表论文 150 余篇，其中 8 篇代表性论文均为 IEEE 期刊

论文，Trans.6 篇，SCI 他引 711 次，Google Scholar 他引 1412 次，单篇最高 SCI 他引

146 次，4 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ESI 认知无线电领域研究前沿 2 篇。研究成果得到

了美国科学与工程院 Vincent Poor 等 10 多位院士以及 100 多位 IEEE Fellow 的正面评

价，并获 IEEE 信号处理协会最佳青年作者论文奖、IEEE VTC-2014 Fall 车载协会旗舰

会议最佳论文奖、IEEE SigTelCom 2017 最佳论文奖、IEEE WCSP2009/2013/2018 最佳

论文奖 4 项，Chinacom2011 最佳论文奖，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奖，中欧认

知无线电论坛亮点工作，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授权美国发明专利 2 项/中国发明专

利 30 项，IEEE 1900/3GPP 标准化组织提案 6 篇。应邀在 APCC 2018、ICCC 2014、

IOT&WSN 2013 等国际会议做大会特邀报告，创新成果应用于北斗卫星频谱态势系统、

华为车联网频谱捷变系统、无人机频谱智能管控系统、新一代战机/战舰频谱智能管控

系统，取得重大社会经济军事效益。 



客观评价：  

该项目对电磁空间频谱资源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八篇代表作均为 IEEE 期刊论文，

其中 ESI 高被引论文 4 篇，Google Scholar 他引 1412 次，SCI 他引 711 次，代表性论文

的他引包括了 IEEE TIT、JSAC、TSP、TWC、TCOM 等本领域顶级期刊论文，引用者

包括美国两院院士 H.Vincent Poor、英国工程院院士 Lajos Hanzo、加拿大两院院士 Tho 

Le-Ngoc 等本领域知名专家，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同领域的高度关注，获得了广泛认可

和高度评价 

认知无线电领域开拓者，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IEEE Life Fellow Hayki 教授于

2018 年 10 月发表在 IEEE TVT 期刊上的论文【引文 1】指出该项目研究成果是下一代无线

网络与物联网领域重要突破“remarkable breakthroughs”的代表性文献之一。原文“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s witnessed remarkable breakthroughs in a number of fields, 

including next-generati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7]–[9], Internet of Things [10], [11]”，

其中[7]和[10]为代表性论文[1、2]。 

IEEE Fellow、欧洲信号处理协会技术成就奖获得者、IEEE 信号处理学会最佳论

文奖获得者、芬兰奥卢大学 Visa Koivunen 教授 2016 年 4 月发表于 IEEE TVT 的论文
【引文 2】中指出该项目提出了“提出了面向异构频谱认知无线网络的全域协同频谱感知方

案”。原文“In [24] and [25], global collaborative spectrum sensing schemes are proposed for 

spectrum-heterogeneous cognitive radio networks ” ，其中[25]即代表性论文[1]。 

IEEE Fellow M.N.S.Swamy 和 Omair Ahmad教授 2011 年发表于 IEEE SPL的论文
【引文 4】中指出该项目提出了有效的基于子空间的二维角度估计算法。原文“Among them, 

[4]–[7] present efficient subspace-based algorithms for the joint estimation of the direction of 

departure (DOD) and the direction of arrival (DOA).”，其中[4]即代表性论文[4]。 

美国两院院士 H. Vincent Poor 和 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 主编 Octavia Dobre

联合于 2018 年 7 月发表在 IEEE SPL 的论文
【引文 5】中评价申请人的工作“提出的全双工

通信机制能够大幅改善系统谱效和能效”（“The authors in [3],[4] combine the FD with 

SWIPT to boost both spectrum efficiency and EE of the system.”，其中[3]即代表性论文

[5]。 

引文[6]引用了代表性论文[6]。美国两院院士 H. Vincent Poor 于 2016 年 11 月发表

在 IEEE TWC 论文
【引文 6】中评价申请人“提出了中继利用多天线进行干扰抑制的新思路”

（“[14] has proposed to apply multiple antennas at the relay to suppress interference” [14]

即代表性论文[6]。 

IEEE Fellow、马里兰大学 K. J. Ray Liu 教授在他们发表在 IEEE JSTPSP
【引文 8】的综

述论文中评价申请人论文中“所提出的机会功率控制策略能够在确保主用户中断概率

性能的前提下最大化认知用户的传输速率”（“An opportunistic power control strategy is 

proposed in [112], which enables the cognitive user to maximize its transmission rate while 

guaranteeing that the outage probability of the primary user is not degraded.” [112]即代表性

论文[8]。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Weihua Zhuang 发表在 IEEE TWC 论文【引文 3】中认为申请人的工

作是“将博弈论用于多节点合作资源分配的代表性工作之一”。原文“Game theory and 

auction theory are also employed to derive node cooperation strategies and cooperative 

resource allocation solutions (e.g., [13,14]). ”，其中 [13]即代表性论文[3]。 

印度 Lillykutty Jacob 教授发表在 IEEE CL 论文【引文 7】中认为申请人的工作“在低信

噪比条件下取得接近最优的网络吞吐量”。原文“The weighted aggregate interference has 

been used as network utility in previous works ( [9] and references therein), it also leads to a 

near optimal network sum rate in the low SINR regime.” [9]即代表性论文[7]。 



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参照正式提名书） 

序

号 

论文专著 

名称/刊名 

/作者 

年卷页码 

（xx年 xx卷 

xx页） 

发表时

间（年

月 日） 

通讯作

者（含

共同） 

第一作

者（含

共同） 

国内作

者 

1 

Spatial-temporal opportunity detection 

for spectrum-heterogeneous cognitive 

radio networks: Two-dimensional 

sensing/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Qihui Wu, 

Guoru Ding, Jinlong Wang, Yudong 

Yao 

2013 年 12 卷

516-526 页 

2013 年

1 月 11

日 

吴启晖 吴启晖 
丁国如、

王金龙 

2 

Cognitive internet of things: a new 

paradigm beyond connection/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Qihui Wu, 

Guoru Ding, Yuhua Xu, Shuo Feng, 

Zhiyong Du, Jinlong Wang, Keping 

Long 

2014 年 1 卷 

129-143 页 

2014 年

2月 1日 
吴启晖 吴启晖 

丁国如、

徐煜华、

冯烁、杜

智勇、王

金龙、隆

克平 

3 

A cooperation strategy based on Nash 

bargaining solution in cooperative 

relay networks/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Zhaoyang 

Zhang, Jing Shi, Hsiao-Hwa  Chen, 

Guizani  Mohsen, Peilaing Qiu 

2008 年 57 卷

2570-2577 页 

2008 年

7 月 15 
张朝阳 张朝阳 

石璟、仇

佩亮 

4 

Direction of departure (DOD) and 

direction of arrival (DOA) estimation 

in MIMO radar with 

reduced-dimension MUSIC/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Xiaofei 

Zhang, Lingyun Xu, Lei Xu, 

Dazhuang Xu 

2010 年 14 卷

1161-1163 页 

2010 年

11 月 1

日 

张小飞 张小飞 

许凌云、

徐雷、徐

大专 

5 

Wireless information and power 

transfer with full duplex relay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Caijun Zhong, 

Himal Suraweera, Gan Zheng, Ioannis 

Krikidis, Zhaoyang Zhang 

2014 年 10 卷

3447-3461 页 

2014 年

10 月 1

日 

钟财军 钟财军 张朝阳 

6 

Wireless information and power 

transfer in relay systems with multiple 

antennas and interference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Guangxu Zhu, Caijun Zhong, Himal 

Suraweera, George Karagiannidis, 

2015 年 63 卷

1400-1418 页 

2015 年

4月 1日 
钟财军 朱光绪 张朝阳 



Zhaoyang Zhang, T Tsiftsis 

7 

Distributed Channel Selection in 

Time-Varying Radio Environment: 

Interference Mitigation Game With 

Uncoupled Stochastic Learn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Qihui Wu ， Yuhua 

Xu,Jinglong Wang, Liang Shen, 

Jianchao Zheng 

2013 年 62 卷 

4524 - 4538 页 

 

2013 年

6 月 18

日 

吴启晖 吴启晖 

徐 煜 华

王金龙 

沈良 

郑建超 

8 

On cognitive radio networks with 

opportunistic power control strategies 

in fading channels/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Yan 

Chen, Guanding Yu, Zhaoyang Zhang, 

Hsiao-Hwa Chen，Peiliang Qiu 

2008 年 7 卷

2752-2761 页 

2008 年

7 月 18

日 

张朝阳 陈雁 

余官定、

仇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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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吴启晖，项目负责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是重要科学发现

一、三主要学术思想的提出者，制订了总体研究方案，提出了面向频谱异构的多域认

知体系模型，创新了多维感知、群智感知、预测感知与宽带感知等理论方法；建立了

局部互利图博弈、QoE 博弈与稳健博弈理论模型，提出了分布并行博弈学习方法，是代

表性论著 1、2、7 的主要学术思想提出者，获授权美国发明专利 2 项，推动了成果的

转化应用。 

张朝阳，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是重要科学发现二主要学术思想的提

出者，针对频谱资源机会性，发现了频谱资源质量动态变化与传输机会间的关系机理，

充分挖掘机会的时空频多域特性，揭示了机会频谱接入的传输容量界，提出了新型自

适应协同共享传输机制和最佳机会式功率控制策略，有效逼近了系统遍历容量。发现

了频谱资源竞争中信息异构特性，建立多点对等博弈传输模型和单位能量效用模型，

是代表性论著 3、8的主要学术思想提出者。 

张小飞，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对重要科学发现一有贡献，对

频谱资源的角度域多粒度异构特征，提出了降维谱峰搜索的多维空间谱估计方法，入

选 ESI 高被引论文。是代表性论著 4 的主要学术思想提出者，对《重要科学发现》中

所列第 1项发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钟财军，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副教授，发现了频谱资源的多域耦合关联性、

动态性和机会性，突破了多节点协同通信系统容量分析难题，发现了双工模式和信道

质量之间的内在动态变化机理，推导获得了不同双工模式和协作策略下频谱协同系统

容量的解析表达，揭示了协同机制影响系统容量的机理提升了复杂电磁空间频谱资源

的利用效率，是代表性论著 5、6的主要学术思想提出者。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第一完成人吴启晖与第二完成人张朝阳均为国内较早开展认知、协作通信理论与

技术研究的学者之一。2006年/2007年双方在 IEEE通信学会南京分会的支持下，通过

共同参与举办认知无线通信网络学术会议，开始了密切的交流合作，基于对本项目重

大研究价值和科学意义的认识以及双方的兴趣和基础，决定共同开展本项目的研究。

2008 年，第一完成人吴启晖和第二完成人张朝阳作为各自课题和团队的主要负责人，

一起参与承担了国家 973 计划项目“认知无线网络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相关研究

任务，并就相关科学问题和解决思路进行了深入地共同探索，形成了电磁频谱空间资

源认知、协同与竞争理论与方法研究体系，拓展了认知通信、协作通信、竞争接入的

研究思路并促进了其有机协调融合。双方各带一名助手，在近 10年间，共同开展了如

下研究活动、取得了如下合作成果： 

（1）第一完成人吴启晖与第二完成人张朝阳合作在 IEEE 期刊或国际会议上共同

发表了 2篇论文，并合作获得中国通信学会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第一完成人吴启晖与第三完成人张小飞共同组建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地一

体频谱认知实验室与团队，共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2 个项目，完成 IEEE

期刊等 4篇论文和 1个专利。 

（3）第一完成人吴启晖与第四完成人钟财军共同完成 6篇论文，并共同获得 IEEE 

WCSP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 

（4）第二完成人张朝阳与第四完成人钟财军共同完成 4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