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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引力波探测”重点专项 2020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

“引力波探测”重点专项的总体目标是面向引力波研究发展

前沿，围绕引力波探测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和瓶颈技术，全面布

局阿赫兹到飞赫兹频段、纳赫兹频段和毫赫兹频段等引力波探测

研究任务，大力提升我国引力波探测研究的创新能力，培养并形

成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

2020年，本重点专项拟优先支持 17个研究方向，同一指南方

向下，原则上只支持 1项，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技术路

线明显不同时，可同时支持 2项，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中

期评估结果，再择优继续支持。国拨经费总概算 4亿元。

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面向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突破

关键技术进行设计。鼓励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要科研基地组

织项目。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

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5年。一般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4个，

每个项目所含单位数不超过 6家。

1. 空间引力波探测

1.1 星间激光干涉测量系统分析与设计

研究内容：星间激光干涉测量系统方案；星间激光干涉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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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轨实验和评估方案；星间激光干涉测量系统总体设计与仿

真，包括系统设计、噪声模型分析、系统全功能数值仿真等。

考核指标：提出满足空间引力波探测需求的星间激光干涉测

量系统总体方案，建立星间激光干涉测量系统总体指标体系；提

出星间激光干涉测量系统在轨实验和评估方案；建立星间激光干

涉测量系统总体设计与仿真系统，在 1mHz~0.1Hz频段范围内系

统设计和仿真评估的位移测量噪声都小于 10pm/Hz1/2。

1.2 星间激光干涉仪设计与研制

研究内容：超稳星载激光干涉仪设计方案、研制与性能测试。

研制技术与测试内容包括一体化粘结技术、光轴空间精密定位与

光学元器件多自由度调装定位技术、纳弧度/皮米级多自由度平动/

转动位移光学测量技术等。

考核指标：完成一体化超稳干涉仪的设计方案；研制出一体

化超稳干涉仪光学平台，通过典型力学和热循环卫星环境模拟试

验，光束位移定位精度优于 30μm、角度定位精度优于 30μrad；建

立高精度激光干涉仪的地面性能测试系统，在 1mHz~0.1Hz频段

范围内干涉仪的位移测量噪声小于 10pm/Hz1/2，角度测量噪声小于

10nrad/Hz1/2。

1.3 星载高功率窄线宽种子激光器

研究内容：星载高功率激光器系统集成与性能测试方案论证；

窄线宽种子激光器的研制与测试，包括种子激光器及其温控与噪

声抑制单元、相位调制单元、光机热耦合效应与星载模块化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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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

考核指标：建立星载激光器数值仿真模型；研制出满足空间

应用需求的种子激光器，通过典型力学和热循环卫星环境模拟试

验，波长范围 1060-1068nm，光纤耦合连续输出功率大于 50 mW，

线宽小于 2kHz，频率漂移小于 1MHz/分钟。

1.4 星载激光功率放大器

研究内容：星载高功率低噪声激光功率放大器研制与测试，

包括符合星载需求的连续输出激光功率放大器、相关元器件温度

控制与噪声抑制、星载模块化封装技术等。

考核指标：研制出满足空间应用需求的星载激光功率放大器，

通过典型力学和热循环卫星环境模拟试验，波长范围

1060-1068nm，激光功率放大后连续输出功率不小于 2W，0.1Hz

处功率稳定性不超过 0.1%/Hz1/2，激光功率放大器的附加线宽不大

于 50 Hz。

1.5 超高精度惯性传感器设计与测试方法

研究内容：惯性传感器的扰动力分析和系统指标体系；惯性

传感器在轨功能和性能的测试与评估方案；高精度惯性传感器地

面测试方法。

考核指标：提出满足空间引力波探测需求的惯性传感器设计

方案，建立惯性传感器的系统指标体系；提出惯性传感器在轨功

能和性能的测试与评估方案；发展惯性传感器地面测试方法，要

求在 1mHz~0.1Hz频段内测量水平达到 10-15m/s2/Hz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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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超高精度惯性传感器测试与评估技术

研究内容：高精度惯性传感器地面测试技术和系统研制；惯

性传感器扰动力测试和评估，测试和评估包括残余气体分子与宇

宙射线粒子碰撞、温度及其梯度、电磁场、航天器梯度耦合等。

考核指标：建立高精度惯性传感器地面测试平台，要求在

1mHz~0.1Hz频段内测试水平不超过 1×10-14m/s2/Hz1/2；完成温度、

电场、磁场、残余气体、航天器引力等影响测试，每一项扰动影响

的测试与评估水平在 1mHz~0.1Hz频段内达到 10-15m/s2/Hz1/2量级。

1.7 高精度位移传感方法与技术

研究内容：满足空间引力波探测需求的高精度六自由度位移

传感方法；高精度六自由度位移传感技术，包括高稳定载波产生

技术、载波信号注入技术、大动态范围位移传感技术、位移传感

耦合分析与抑制技术和传感器研制等；高精度位移传感标定、测

试及评估技术等。

考核指标：发展满足空间引力波探测需求的高精度位移传感

方法，提出高精度六自由度位移测量方案；研制出高精度位移传

感器，性能要求在 1mHz~0.1Hz 频段内电容分辨率优于

1×10-6pF/Hz1/2，位移分辨率优于 2nm/Hz1/2，位移传感引入的加速

度扰动小于 1×10-15m/s2/Hz1/2；发展电容位移传感与标定技术，位

移传感标定精度优于 0.5nm/Hz1/2。

1.8 惯性传感器控制方法与技术

研究内容：满足空间引力波探测需求的检验质量多自由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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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方法；低噪声、多自由度控制技术，包括交流静电控制技术、

多自由度控制技术、自由度耦合分析与噪声抑制技术、静电控制

测试技术等。

考核指标：提出满足空间引力波探测需求的低噪声、多自由

度惯性传感器的控制方案；发展低噪声、多自由度惯性传感器的

控制技术，性能要求在 1mHz~0.1Hz 频段内电压噪声小于

10V/Hz1/2，对敏感轴的耦合加速度扰动小于 1×10-15m/s2/Hz1/2。

1.9 空间引力波探测航天器的系统构建技术

研究内容：航天器系统全链路误差与噪声模型，大空间尺度航

天器系统指标体系；深空大尺度分布式系统天地协同管控技术；多

手段联合轨道测量及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高精度轨道确定技术等。

考核指标：建立全链路系统误差与噪声模型，提出空间引力

波探测航天器系统的完备指标体系；发展大尺度分布式航天器天

地协同管理与任务调度系统；确定空间引力波探测航天器跟踪测

量与确定方案。

1.10 基于精密反馈控制的微牛级推进技术

研究内容：微推进系统设计与仿真，微推进系统的精密反馈控

制技术，微牛级连续可调微推进系统样机研制和地面验证，实现微

推进系统基于微波、电压、流量等精密反馈控制方式的可调可控。

考核指标为：提出不少于两种、基于精密反馈控制的微牛级

推进器方案，研制出满足空间应用的推进系统，通过典型力学和

热循环卫星环境模拟试验，推力器性能要求推力覆盖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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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μN，推力响应时间小于 50ms，分辨率不大于 0.1μN，噪声小

于 0.1μN/Hz1/2，设计寿命不小于 1万小时。

1.11 基于气体工质的微牛级推进技术

研究内容：微牛级连续可调微推进系统方案设计与仿真分析，

微推进系统功能、性能和寿命优化，高精度、低噪声与快响应微

推力精密控制技术，基于气体工质的高精度微流量控制或等离子

体控制的微推进系统样机研制和地面验证。

考核指标：提出不少于两种基于气体工质的微牛级推进器方

案，研制出满足空间应用的推进系统，通过典型力学和热循环卫

星环境模拟试验，推力器性能要求推力覆盖范围为 5~50μN，推力

响应时间小于 50ms，分辨率不大于 0.1μN，噪声小于 0.1μN/Hz1/2，

设计寿命不小于 1万小时。

1.12 航天器轨道与构形的设计与优化技术

研究内容：空间环境分析以及对空间引力波探测任务影响的

评估；航天器科学轨道和星座构形的设计与优化研究；航天器系

统的发射、转移、构形初始化等全周期轨道设计与优化。

考核指标：给出空间引力摄动、磁场、等离子体、热环境、

粒子辐射等影响分析报告；建立空间引力波航天器轨道和星座构

形的优化设计模型；提出满足空间引力波需求的轨道方案及星座

构形保持方案，发展全周期轨道及构形优化模型。

1.13 空间引力波探测编队系统数值仿真

研究内容：空间引力波探测系统建模研究，空间引力波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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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全链路动态仿真研究，空间引力波探测的科学运行设计、仿

真与优化研究。

考核指标：发展满足空间引力波探测需求的系统仿真方法，

建立空间引力波探测编队系统的数值仿真平台，完成空间引力波

探测全链路动态仿真分析，确定系统级指标体系，给出空间引力

波探测的科学运行方案。

1.14 引力波致密天体波源物理研究

研究内容：双黑洞和双致密星的起源、演化和并合及其相关物

理性质；黑洞坍塌和引力波回声；致密双星的随机引力波背景性质。

考核指标：发展致密天体研究的新方法，完成空间引力波探

测致密天体波源的物理特性、主要波源分布及演化历史等分析。

1.15 引力波宇宙学波源物理研究

研究内容：宇宙原初黑洞的形成机制，演化及观测特征；宇

宙相变和诱导引力波产生机制及观测效应；引力波作为宇宙演化

探针、检验引力理论、理解引力本质的研究。

考核指标：发展引力波及相关基础物理研究的新方法和新理

论，完成宇宙学起源的空间引力波波源的物理性质、观测特性和

检验引力理论的研究。

2. 原初引力波探测

2.1 原初引力波望远镜标定和数据分析系统

研究内容：原初引力波望远镜近场、远场标定系统、傅立叶

变换频谱仪（FTS）标定系统以及光学效率标定系统；望远镜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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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系统和实测数据分析研究。

考核指标：建立原初引力波望远镜需求的近、远场标定系统，

性能要求频谱范围涵盖 75 GHz~300 GHz，分辨率不超过 2 GHz，

方向束标定动态范围不低于 60 dB；建立原初引力波探测所需的模

拟和科学计算平台，完成高时效性数据分析和计算软件，模拟效

率应不低于一观测日/天，完整模拟数据量至少达到一个观测季。

2.2 原初引力波望远镜室温电子学系统

研究内容：原初引力波望远镜千量级超导转变边沿探测器

（TES）阵列微波信号室温电子学读出系统以及读出噪声机制；望

远镜运行、观测所需的控制系统设计。

考核指标：研制出望远镜读出系统，性能要求实现千量级探

测器阵列（总探测器数量为万量级）读出，与低温读出系统兼容，

单通道采样率达到 100 Hz，完成望远镜控制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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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波探测”重点专项

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港澳申报人员应爱国爱港、爱国爱澳。

（2）受聘于内地单位或有关港澳高校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

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

人员须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

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课题）；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

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题）。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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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

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港澳特区的公务人员（包括

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或由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商

确定的港澳高校。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内地单位注册时间在 2019年 7月 31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5年。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个，

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家。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张月 010-6810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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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波探测”重点专项 2020 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称

1 罗 俊 中山大学 教 授

2 曹健林 科技部 研究员

3 吴伟仁 国防科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 研究员

4 武向平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研究员

5 蔡荣根 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6 张新民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7 周泽兵 华中科技大学 教 授

8 吴 季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研究员

9 王 斌 上海交通大学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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