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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称： 特别副研究员 职务：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

学科方向： 控制科学与工程 导航、制导与控制

人才计划：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办公地点： 6#626

电子邮件： kshen@bit.edu.cn 联系方式： 010-68915228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6号楼626室

导师类型： 博士生导师

教育与工作经历

2008.9-2012.6 南京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武器系统与工程 学士
2012.9-2013.7 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 预科系 俄语预科（技术类）
2013.9-2015.7 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 自动控制系 智能控制系统 硕士
2015.9-2018.2 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 自动控制系 系统分析、控制与信息处理 博士
2018.6-至今 北京理工大学 自动化学院 导航制导与控制研究所 特别副研究员（预聘助理教授）、硕士
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1. 复杂动态场景下自主导航与控制
2. 无人系统自组织协同导航与控制
3. 复杂系统建模、分析与智能决策

近5年承担的科研项目

1. “复杂环境下空地无人系统智能协同定位与导航方法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0-2022，在
研，项目负责人
2. “***智能协同仿真研究”，***领域基金重点项目，2021-2024，在研，项目负责人
3. “多机器人系统”，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2018-2020年度）项目，2018-2020，结题，项目
负责人
4. “***集群研究”，***先导计划，2020-2021，结题，项目负责人
5. “跨域无人系统导航、制导与控制技术”，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创新计划，2020，结题，项目负责人
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重大基础研究计划、**计划重点项目等多项

代表性学术论文

1. Kai Shen*, Meiling Wang, Mengyin Fu, Yi Yang, Zhang Yin. Observability analysis and
adaptive information fusion for integrated navigation of unmanned ground vehicl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2020, 67 (9): pp. 7659-7668.
2. Kai Shen*, Yuanqing Xia, Meiling Wang, K.A. Neusypin, A.V. Proletarsky. Quantifying
observability and analysis in integrated navigation [J]. Navigation-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Navigation, 2018, 65 (2): pp. 169-181.
3. Chaoyang Zhai, Meiling Wang, Yi Yang, Kai Shen*. Robust vision-aided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for protection against ego-motion uncertainty of unmanned ground vehicle [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2021, 68 (12): pp. 12462-12471.
4. Xuan Xiao, Kai Shen*, Yuan Liang, Tingxin Lin. Kalman filter with recursive covariance
estimation for protection against system uncertainty [J]. IET Control Theory & Applications,
2020, 14 (15): pp. 2097-2105.

硕士生导师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导航制导与控制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智能感知与运动控制

智能信息处理与控制

电气工程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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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

5. Simai Wang, Meiling Wang, Kai Shen*, Tong Liu. Dynamic pressure analysis of liquid circular
angular accelerometer: fluid type and temperature dependence [J]. IEEE Sensors Journal, 2021,
21(19): pp. 21359-21370.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及出版专著

1. 沈凯, 朱毅晓, 丁应和, 刘庭欣. 一种多机器人自组织协同与集群方法：CN 202110589686.2[P].2021.
2. 沈凯，朱毅晓，刘庭欣，左思琪. 一种基于异构机器人的自主跟踪系统及方法：
CN202110053232.3[P].2021.
3. 沈凯，胡宇晖，朱毅晓，庄羽. 一种着陆轨迹方案可控的确定方法及装置：
CN202010746178.6[P].2020.
4. 沈凯，庄羽，朱毅晓. 一种增量式学习目标检测网络模型构建及权重更新方法：
CN202011073711.3[P].2020.
5. 沈凯，刘庭欣，邓志红，汪进文. 用于高动态载体的弹道预测的自组织数据驱动建模方法：
CN202110181883.0[P]. 2021.

专著

Selezneva M S, Shen Kai, Neusypin K A, Proletarsky A V.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lgorithms in
aircraft navigation systems and complex[M]. Moscow: Bauman Moscow State Technical
University Press, 2018.

科研获奖

1.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2. 第一届中俄（工业）创新大赛总决赛“优秀奖”
3. 第二届“北斗之星”创新创业大赛“特别团队奖”
4. 北京理工大学优秀“三全育人”导师

讲授课程

自动控制理论I（俄文） 64学时 本科生必修课
自动控制理论II（俄文） 64学时 本科生必修课
多源信息滤波与融合（英文） 32学时 研究生选修课

教学成果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学术兼职

1.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2. 中国航空学会制导、导航与控制分会青年委员
3. 《导航与控制》期刊编委，《导航定位与授时》、《空天技术》、《战术导弹技术》等期刊青年编委
4.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IEEE/ASME Transactions on Mechatronics、
Navigation-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Navigation等学术期刊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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