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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编队集结是无人机编队飞行的必要条件. 固定翼无人机由于其速度可变范围有限, 难以通过单一的速度调
整的方式构成编队. 本文提出了一种以路径调节为主、速度调节为辅的无人机编队集结策略, 根据各无人机到达集
结位置的最短预估时间确定集结时间. 并提出一种时变向量场的构造方式, 将水平机动的思想与时变向量场相结
合, 根据无人机的飞行状况通过时变向量场实时调整路径长度, 同时调整自身速度, 使各无人机都能在集结时间到
达集结位置, 且速度和航向角保持一致, 从而实现编队集结. 随后证明了系统的收敛性, 并分析了实际情况中避撞
问题的处理. 论文用某型无人机的大偏差非线性数学模型对所提的编队集结方法进行了验证, 证明了所提方法具
有较好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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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multaneous arrival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 is a fundamental condition for UAV formation
flight. Fixed-wing UAVs have limited forward speed,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simultaneous arrival by using only
speed adjust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UAV simultaneous arrival method. It integrates trajectory adjustment to speed
tuning, and changes the arrival time according to the UAVs’ estimated flight time. A time varying vector field is constructed
to adjust the flight trajectory in real time. The UAVs changes their trajectories by using the vector field, therefore changes
the flight time. With both trajectory and speed variation, the UAVs can arrive at their given positions simultaneously with
consistent speed and heading angles. The convergence of the system is analyzed, and the collision avoidance problem
is addressed. A large deviation nonlinear mathematical UAV model is used for simulation,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work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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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无人机编队飞行是现今的研究热点, 它不仅具有
飞机编队完成任务效率高等优势, 还具有无人机造价
低、无人伤亡的优势, 可以执行许多特殊任务. 多无人
机协同编队控制技术主要包括信息感知技术、数据融
合技术、任务分配技术、航迹规划技术、编队控制技
术、通信组网技术和虚拟/实物验证实验平台技术
等[1] . 编队飞行的阶段包括编队的集结[2] 、队形保
持[3–4] 和编队的调整重构[5–6] 等. 如何实时地、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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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通信条件等多种约束下完成编队飞行任务, 是本
文应该考虑的问题.
无人机多机集结是编队飞行的必要条件. 由于固
定翼飞机无法悬停, 必须保持一定的前飞速度, 其集
结过程难度远高于直升机和旋翼类飞机. 目前多固定
翼无人机构成编队的常规方法是使两架无人机从相
近的初始位置, 在尽量短的时间间隔内依次起飞, 从
而使无人机之间的距离间隔与编队飞行的距离要求
尽量相近, 再通过细微的速度和路径调整来形成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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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队队形. 然而这种方式只能应用于编队内飞机很
少的情况, 严重限制了无人机编队技术的发展. 为使
无人机能在更宽松的初始条件下形成编队, 需研究多
固定翼无人机的自主编队集结策略, 使初始位置及起
飞时间不同的无人机, 经过路径和速度的调整自主形
成编队, 并能在遇到干扰时进行机上航线重规划, 保
证编队集结任务的完成.
现有文献的编队集结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 基于
速度的和基于路径的.
基于速度的无人机编队集结方法是通过调整无人
机的速度以改变其飞行时间, 从而使各无人机能够同
时到达集结位置. 在BEARD R W等对于多目标离散
式协同控制一致性研究的基础上[7–8] , 陈宗基等提出
了一种基于一致性算法的多无人机同时到达的分散
化控制方法, 在航路已经规划好的前提下, 根据其他
无人机的飞行状态调整自身飞行速度, 使多无人机能
够同时到达[9] . 朱旭等通过一致性算法使无人机达成
松散编队, 然后通过速度和姿态的一致性压缩编队队
形使之进入紧密编队[10] . WANG Xiaofeng等在一致
性算法的基础上, 考虑了速度变化率的约束, 计算了
在速度变化率有约束的情况下各无人机到达指定位
置的时间差距范围[11] . 基于一致性算法的编队集结方
法假设飞机可以完全按照所设定的路径飞行, 这是难
以达到的. Chang-kyung RYOO等受到导弹攻击目标
任务的启发, 提出了一种最优导航控制律, 使多无人
机实现编队集结, 由于导航规律可以控制飞行时间,
编队中的飞机得以在特定时间加入编队[12] . 但是, 这
种方法要求无人机速度可变范围较大, 加入编队的无
人机速度必须比领航者高很多.
很多学者通过调整路径的方法实现集结, 这种方
法对速度的要求较低, 是通过路径的长短改变飞行时
间. Vincent Jouffroy等用粒子群优化算法为无人机设
计dubins曲线的参数, 使无人机能够同时到达集结位
置[13] . ZHEN Ziyang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快速搜索随机
树的多无人机协同路径规划策略, 为其设定了时间约
束, 可以使各无人机实现同时到达[14] . 邵壮等通过分
布式协同粒子群算法对编队集结路径进行规划[15] ,
YAO Weiran等通过A*算法规划集结路径并通过B样
条曲线对路径进行平滑[16] . 这部分论文将集结问题简
化为同时到达固定地点的航迹规划问题, 以到达时间
和集结点位置为终端约束来对航迹进行规划, 它们需
要迭代搜索, 计算代价较大, 难以进行在线调整. 此
外, WANG Yu等采用可调整的Bezier曲线使各无人机
生成的路径长度一致且平滑[17] . 为减小计算量并使路
径实时可调整, 滚动时域和模型预测控制也被应用在
编队集结问题中[18–19] . Takeshi YAMASAKI等将滑模
方法与纯追踪导航规律相结合, 使各无人机在速度基
本维持相同的情况下, 能够在规定距离内碰头[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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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wini RATNOO则直接取消了速度控制, 使用一种
偏离变量的纯追踪导航方法, 控制航向角使得无人机
可以到达同一位置[21] . 这种算法大大改善了导航规律
对速度的依赖, 通过路径对碰头时间进行调整, 但无
法兼顾无人机集结时的位置和航向.
本文提出一种以路径调整为主, 速度调整为辅的
策略, 来解决多无人机的编队集结问题. 论文的贡献
点如下: 1) 论文所提方法用于固定翼无人机编队飞
行前的集结, 要求无人机在相同时间到达指定的集结
位置, 并保持速度和航向角的一致性, 已有论文大多
只强调时间一致性, 对速度和航向角无要求; 2) 论文
将路径调整和速度调整相结合, 并根据飞行状况实时
调整飞行路径, 不仅照顾了固定翼无人机飞行速度有
限的特点, 还可以使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起飞的无人
机实现编队集结; 3) 论文将水平机动的思想与时变向
量场相结合, 根据无人机的预估到达时间实时调整路
径长度, 并提出了一种时变向量场的构造方式, 为曲
线段路径和直线段路径分别设计了向量场, 并证明了
系统的稳定性; 4) 讨论了实际情况下无人机躲避障碍
物和无人机间的避撞问题; 5) 论文用某型无人机的大
偏差非线性数学模型对所提的编队集结方法进行了
验证, 证明了所提方法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为固定翼
无人机的编队集结提供了参考.

2
2.1

集 结 问 题 及 求 解 策 略 (Problem formulation)
集结策略(Strategy)

编队集结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带有终端约束的协同
路径规划问题, 要求各无人机在到达集结点时, 满足
时间、位置、速度等要求.
集结时, 希望各无人机在满足终端约束的条件下,
集结时间越短越好. 记tf 为编队集结时间(下标f为集
结点标志), 在该时刻所有飞机必须都能到达集结位
置, 因此, 它与每架飞机能够到达集结位置的最短时
间有关. 本文用一种简化的策略实现编队集结: 首先,
求解每架飞机的预计最短集结时间, 将其中最大的作
为编队集结时间, 直观地, tf 是编队可能的最短集结时
间; 然后, 以tf 为协调变量, 使其他飞机都在tf 时刻到
达集结点, 并满足各项约束条件.
在为无人机进行路径规划时, 将无人机的运动分
为高度和横向两个通道. 水平机动和高度机动都可以
延长无人机的飞行时间, 由于水平机动对飞行时间的
影响大于高度机动, 为简化计算, 本文只通过水平机
动的方式调整无人机飞行时间.
将无人机的飞行路径分为两段: 粗略调整段(记
为AB)和细微调整段(记为BC). 在粗略调整段, 各无
人机通过水平机动(式(4)(6)(13)(15)(17))和速度调整
(式(5)(16))相结合的方式调整飞行时间, 在该阶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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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 各无人机相对位置接近期望值; 在细微调整段,
各无人机不再进行水平机动, 只改变速度, 进一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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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队队形靠拢.
编队集结的主要方案如图1所示.

图 1 集结过程流程图
Fig. 1 Flow chart of the rendezvous process

2.2 到达时间估计(Arrival time estimate)
估算无人机的飞行时间需要得知它的速度. 无
人机的飞行速度与发动机推力、飞行姿态、任务载
荷、它所在的高度、当地风速等众多因素相关. 其
中, 无人机飞行速度与发动机推力和所在高度的关
系可以近似为线性, 而与飞行姿态的关系是强非线
性的.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俯仰角不同, 飞行速度有
着极大的差异, 地速和爬升率也随之变化.
为简化计算, 给无人机设置标准速度, 在规划航
迹时参考标准速度, 而实际的飞行速度根据飞行状
态实时调整. 本文将期望高度直接设置为集结点的
高度, 不再通过高度通道改变路径长度, 只通过横
向通道内二维路径的长度调整飞行时间. 标准速度

的定义如下: 在无人机不携带任务载荷, 且风速为0
时, 若平飞, 发动机推力系数0.7时的速度为标准速
度, 记为vlevel ; 若爬升, 发动机推力系数为1时的速
度为标准速度, 记为vclimb , 对应的爬升率记为ḣclimb ;
若下降, 发动机推力系数为0.3时的速度为标准速
度, 记为vdescend , 对应的爬升率记为ḣdescend . 在飞
行时, 无人机可以根据预估到达时间与期望集结时
间的差值调整自身速度.
除飞行速度外, 无人机的飞行时间还与其路径
长度有关. 对于直飞模式下的无人机, 其路径总长
度为粗略调整段与细微调整段两段路径之和, d =
dAB +dBC ; 对于其他无人机, d = dAB + dBC . 设粗

ö

略调整段无人机的水平机动为圆弧的一部分,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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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i, 它所有ni 个水平机动的半径Ri 和弧度ηi 都
相等. 因此, dAB = ni Ri ηi , 调整水平机动的弧度或

待飞距离为剩余航段的路径总长度加上本航段的剩
余路径长度.

者半径即可改变路径长度, 且ηi ∈ (0, π].

3

使无人机在高度通道先到达指定高度然后平飞,
在计算飞行时间时可将无人机的飞行过程分为两
段: 高度变化段和平飞段. 若高度变化段无人机是
爬升的, 其估计时间为
hd − h
t̂1 =
,
ḣclimb
其中: hd 为集结点高度, h为无人机当前高度. 在该
时间段内, 无人机在横向通道飞行的距离为d1 = t̂1 ·
vclimb . 若高度变化段内无人机是下降的, 其估计时
间为
hd − h
.
t̂1 =
ḣdescend
在该时间段内, 无人机在横向通道飞行的距离为d1
= t̂1 · vdescend . 平飞段的距离为d2 = d − d1 . 根据
编队集结方案, 无人机若在水平位置到集结点时高
度无法满足要求, 则先绕圈改变高度. 因此, 无人机
平飞段的距离一定不小于0. 平飞段所需时间为t̂2
= d2 /vlevel . 无人机的预估到达集结位置的时间为
t̂ = t̂1 + t̂2 + tnow , 其中tnow 为当前时刻.

向量场方法是无人机路径规划问题中常用的方
法之一. 根据无人机的期望飞行路径设计向量场,
无人机按照向量场的运动规律调整自身飞行状态,
可以沿着所设计的路径前进. Dale A. Lawrence等
提出了一种基于李雅普诺夫稳定性原理的向量场构
造方式, 其构造出的向量场是全局稳定的, 可以用
于无人机的导航[22] . 由于该方法可以方便地构造出
期望路径为正圆的向量场, 它常被用于等距离跟踪
运动目标[23] 和转弯情况较多的路径规划[24] . 但是,
该方法所构造出的向量场是不随时间变化的, 处理
在线路径规划问题时必须频繁切换向量场, 容易造
成不稳定. Pimenta等提出了一种基于n维曲线的时
变向量场构造方式, 通过n − 1个曲面相交的方式确
定曲线, 该方法可以构造出时变的向量场, 但曲面
的构造方式较为复杂[25] . Mark A. Owen等将其与
三维Dubins路径规划方法相结合, 用于微型无人机
的空中回收任务[26] .

ö

初始时, 对于无人机i, 令di = diAB + dBC , 计算
其预估飞行时间, 记为t̂istraight , 令tf 为所有预估到达
集结点的时刻中最迟的, tf = max(t̂istraight ). 然后, 对
i

于非直飞模式下的飞机, 选择适当的水平机动, 使
其预估到达时间等于tf . 认为水平机动所增加的路
径长度无人机都用于平飞, 即
(tf − t̂istraight )vlevel = ni Ri ηi − diAB .
由于水平机动的半径Ri 和弧度ηi 具有以下关系:
Ri =

diAB
,
2ni sin(ηi /2)

其中: n是水平机动圆弧的个数. 可以通过如下方程
解出水平机动的初始弧度, 并通过上式求得对应的
半径:
(tf − t̂istraight )vlevel + diAB
ηi /2
.
=
sin(ηi /2)
diAB
集结时间tf 比预估直飞时间t̂istraight 大得越多, 水平
机动弧度应该越大. 若水平机动弧度ηi = π时, 无人
机的预估到达时间仍比集结时间小, 则使无人机先
绕圈等待.
在飞行过程中对到达集结位置所需时间的估计
同样分为高度变化段和平飞段两段来计算. 将每个
水平机动作为一个航段, 每个直线段作为一个航段,

基 于 向 量 场 的 路 径 调 整 方 法 (Trajectory
adjustment by vector fields)

本文对李雅普诺夫向量场方法进行改进, 提出
了一种基于李雅普诺夫稳定性理论的时变向量场构
造方式, 来解决无人机集结问题中的实时路径调整
问题. 设无人机的当前位置为⃗r, 为n维向量, 本文的
目标是创建一个向量场f (⃗r, t, λ), 其中λ为向量场相
关参数, 该向量场能够根据无人机飞行状况和时
间t而变化, 为无人机进行导航, 使其沿着期望路径
前进, 并在期望时间到达集结位置.
3.1

向 量 场 的 构 建 方 法 及 其 稳 定 性 (Vector field
construction)

设无人机的期望路径为曲线Φ, 根据李亚普诺夫
稳定性原理, 为使向量场能收敛到曲线Φ, 所设计的
向量场的势能函数VF 应该满足以下条件:
1) 半正定性, VF (⃗r ) > 0; 当无人机的位置⃗r不在
曲线Φ上, VF (⃗r ) > 0, 在曲线Φ上时, VF (⃗r ) = 0;
∂VF (⃗r )
= 0时,
∂⃗r
VF (⃗r ) = 0; 即该向量场只收敛于曲线Φ, 除曲线Φ外
不存在其他极点;
2) 可导性, 在VF 处连续可导, 且

3) 导数的半负定性, V̇F (⃗r ) 6 0; 当无人机的位置
⃗r不在曲线Φ上时, V̇F (⃗r ) < 0; 在曲线Φ上时, V̇F (⃗r ) =
0.

根据以上条件, 可以构造出稳定的向量场. 下面
给出一种向量场的构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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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1 对于满足正定性和可导性条件的向量
场, 无人机在向量场中的运动特性若满足⃗r˙ = f (⃗r, t, λ),
则它最终能收敛到曲线Φ,
∂VF (⃗r )
Γ (⃗r, t, λ)]T +
f (⃗r, t, λ) = −[
∂⃗r
Θ(⃗r, t, λ) + Υ (⃗r, t, λ),

(1)

其中: Γ (⃗r, t, λ)为n × n维半正定对称矩阵, 当且仅
当无人机位于曲线 Φ 上时, Γ (⃗r, t, λ) = 0; Θ(⃗r, t, λ)
和Υ (⃗r, t, λ)分别满足
∂VF
∂VF
∂VF
Θ(⃗r, t, λ) = 0,
Υ (⃗r, t, λ) = −
.
∂⃗r
∂⃗r
∂t
证 势能函数VF 的导数为
∂VF ˙ ∂VF
V̇F (⃗r, t, λ) =
⃗r +
=
∂⃗r
∂t
∂VF
∂VF
f (⃗r, t, λ) +
.
∂⃗r
∂t
将f (⃗r, t, λ)代入, 可得
∂VF
∂VF T
V̇F (⃗r, t, λ) = −
Γ (⃗r, t, λ)(
) 6 0.
∂⃗r
∂⃗r
由于Γ (⃗r, t, λ)为正半定对称矩阵, 当且仅当无人机
位于曲线Φ上时, Γ (⃗r, t, λ) = 0, 因此, 势能函数满足
负半定条件, 且仅当无人机位于曲线Φ上时, V̇F (⃗r) =
0. 故无人机最终能够收敛到曲线Φ.
证毕.
事实上, 对于向量场中的无人机来说, Γ (⃗r, t, λ)
项是沿向量场负梯度方向, 使其收敛到曲线Φ上的
力; Θ(⃗r, t, λ)是垂直于向量场梯度方向的力, 其符
号决定了沿曲线Φ运动的方向; Υ (⃗r, t, λ)是对向量
场随时间变化量的补偿.
在实际情况中, 固定翼无人机的运动特性使它并
不能时时满足⃗r˙ = f (⃗r, t, λ), 但可以令⃗r˙d = f (⃗r, t, λ),
根据所处向量场调整自身运动状态, 从而完成集结
任务. 在设计向量场时, 应使向量场f (⃗r, t, λ)符合无
人机的运动特性, 不能出现过于陡峭的转弯, 其大
小也应满足无人机运动速度的要求.

3.2 水 平 机 动 与 时 变 向 量 场 (Time varying vector
field)
本文将水平机动与时变向量场相结合, 根据水
平机动的思想调整无人机的路径长度, 并通过时变
向量场为无人机进行导引, 使其满足集结任务的时
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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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 显然满足正定性要求: VF > 0, 且仅当无人机位
于水平机动所在圆的圆弧上时, r(t) = R(t), VF 才
能等于0. 此外, 若水平机动所在圆连续变化, 圆心
位置不突变, 则R(t)和r(t)都连续可导, VF 就是连
续可导的; 其导数为0的条件也是r(t) = R(t), 即无
人机位于水平机动所在圆弧上. 因此, 只要水平机
动所在圆是连续变化的, VF 就能满足可导性要求.

图 2 路径为曲线时向量定义
Fig. 2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in curve path

设r̂∇ 是与⃗r(t)在同一直线上, 指向水平机动所
在圆的单位向量, 它是沿向量场梯度下降方向的;
r̂∆ 为垂直r̂∇ , 指向期望飞行方向的单位向量, 它与
向量场梯度方向垂直. 故
∂VF
= (r(t) − R(t)) r̂∇ .
(2)
∂⃗r
根据第3.1小节中提出的方法构造向量场, 令
I2×2
,
Γ (⃗r, t, λ) =
χ(⃗r, t, λ)
λ1 r̂∆
Θ(⃗r, t, λ) =
,
(3)
χ(⃗r, t, λ)
λ2 r̂∇
Υ (⃗r, t, λ) =
.
χ(⃗r, t, λ)
将它们代入向量场方程, 可得
λ2 r̂∇
λ1 r̂∆
f (⃗r, t, λ) =
+
+
χ(⃗r, t, λ) χ(⃗r, t, λ)
− (r(t) − R(t)) r̂∇
=
χ(⃗r, t, λ)
−((r(t)−R(t))−λ2 )r̂∇ +λ1 r̂∆
.
χ(⃗r, t, λ)

(4)

È

令

设无人机的水平机动部分为圆的一部分, 如图2
所示, 水平机动所在的圆半径为R(t), 从水平机动所
在圆圆心到无人机当前位置的向量为⃗r(t), 距离
为r(t), 可定义势能函数:

(r(t) − R(t) − λ2 )2 − λ21
,
vd
则|f (⃗r, t, λ)| = vd . 本文中无人机的速度是根据预
估到达集结位置的时刻和预定到达时刻的差值来进
行调节的, 若无人机预估到达集结位置的时刻早于
预定到达时刻, 则应减小飞行速度; 否则应增大飞
行速度,
vd = v + kT (t̂ − tf ),
(5)

VF = 0.5 (r(t) − R(t))2 .

其中kT 为速度随时间的调整系数, 应大于0, 在本文

χ(⃗r, t, λ) =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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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kT = 0.3. 将期望速度加入向量场的表达式, 可以
改变向量场作用力的大小. 向量场图如图3所示.

图 3 曲线段时变向量场示意图
Fig. 3 Time varying vector field

上文中的向量场包括两部分, r̂∇ 部分使无人机
向水平机动圆弧飞行, r̂∆ 使无人机沿水平机动圆弧
向期望方向飞行. 参数λ1 的选取决定了航偏角与航
偏距对飞行方向的影响, 参数λ2 是为了补偿向量场
随时间的变化, 其计算方式后文会提到. vd 为无人
机期望速度.
可以根据向量场计算无人机的期望航向角. 假
设无人机当前位置为(x, y), 水平机动所在圆的圆心
位 置 为 (xo , yo ), 则 r(t) = (x − xo )2 + (y − yo )2

È

(后文将r(t)和R(t)简写为r和R),
sgn(R − r)
(x − x0 , y − y0 ),
r̂∇ =
r
1
r̂∆ = ± (y0 − y, x − x0 ).
r
将它们代入向量场函数f , 得
(⃗r, t, λ) =
(−(r−R)+λ2 )sgn(R − r)
(x − x0 , y − y0 ) ±
r · χ(⃗r, t, λ)
λ1
(y − y0 , x − x0 ).
r · χ(⃗r, t, λ)
故
ψd =
arctan

(−(r−R)+λ2 )sgn(R−r) · (y−y0 )±λ1 (x−x0 )
.
(−(r−R)+λ2 )sgn(R−r) · (x−x0 ) ∓ λ1 (y−y0 )
(6)

水平机动部分路径是无人机通过路径长度调整
飞行时间的主要航段. 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 由于
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无人机很难完全按照所设
定的航路飞行, 其到达集结点所需要的时间也会随
之变化. 本文构造时变的向量场, 使向量场根据飞
行状况实时调整, 通过水平机动圆弧角度的变化调
整路径长度, 向量场也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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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无人机到达集结位置的时间为tarrival , 它与当
前时间和当前无人机所在位置有关. 认为无人机水
平机动的路径比直飞路径多出来的时间都在期望高
度平飞. 记tnow 为当前时刻, t̂straight 为直飞所需时
间, 水平机动的半径和弧度分别为R和η, 粗略调整
段共有n段水平机动圆弧, 还剩下n∗ 段待飞, 则无人
机到达集结位置的时间tarrival 可以通过无人机的剩
余路径长度和飞行速度进行估计,
n∗
nRη − dAB
tarrival = tnow + (t̂straight +
) + t∆ ,
n
vlevel
其中t∆ 为时间的估计误差. tarrival 是关于期望路径
圆弧段弧度和半径的导数, 可以对弧度和半径求偏
导数. tarrival 的导数为
∂tarrival
∂tarrival
n∗
ṫarrival =
Ṙ+
η̇ =
(Ṙη+Rη̇).
∂R
∂η
vlevel
为使所设计的向量场中的无人机能够在tf 时刻
到达集结位置, 应使tarrival = tf . 定义李雅普诺夫函
数V = 0.5(tarrival − tf )2 , 则它的导数
V̇ = (tarrival − tf )ṫarrival =
n∗
(tarrival − tf )
(Ṙη + Rη̇).
vlevel

(7)

由于
R=

dAB
dAB cos(0.5η)
, Ṙ =−
η̇. (8)
2n sin(0.5η)
n (2 sin(0.5η))2

将式(8)代入式(7)可得
dAB
ηdAB cos(0.5η)
V̇ = [
−
]η̇ ×
2n sin(0.5η)
n (2 sin(0.5η))2
n∗
(tarrival − tf ) =
vlevel
n∗ dAB
(tarrival − tf ) ×
nvlevel
cos(0.5η)
(2 tan(0.5η) − η)η̇.
(2 sin(0.5η))2
由于η ∈ (0, π], cos(0.5η) > 0和2 tan(0.5η) − η > 0
是始终成立的, 只要使(tarrival − tf )η̇ < 0, V̇ 即可小
于0.
无人机到达集结位置的时间tarrival 是未知的, 这
里用其估计时间t̂代替. 令
η̇ = −λ3 (t̂ − tf ),

(9)

其中λ3 > 0, 则
n∗ dAB cos(0.5η)
V̇ =
(2 tan(0.5η) − η) ×
nvlevel (2 sin(0.5η))2
[−λ3 (tarrival −tf )2 −(tarrival − t̂)(tarrival −tf )].
由于tarrival − t̂有界且较小, V̇ 是有界的, 可以收敛到
tarrival = tf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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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为每段水平机动圆弧的弧度, 式(9)给出了弧度
的变化规律, 向量场随η进行调整, 可使无人机到达
集结点的时间趋近于集结时间. η的变化范围是
(0, π), 在 η > π 时, 认为水平机动的方式已无法满
足集结要求, 先进行绕圈. 在η趋近于0时, 期望路径
接近于直线, 此时观察该无人机到达集结位置的预
估时间, 若比当前直飞飞机给出的编队集结时间tf
晚10%, 则进行多机重规划.
在tf 不变时, 由于剩余距离是连续变化的, t̂是连
续变化的, 故η̇不会突变, 同理水平机动的半径R也
不会突变, 水平机动所在圆是连续变化的, 向量场
VF 的可导性成立. 直飞模式飞机的预计时间发生变
化时, tf 会发生变化, 由于直飞模式飞机的剩余距离
是连续变化的, tf 是连续变化的, 向量场VF 的可导性
同样成立. 重规划时, 飞行模式发生变化, 规划前的
向量场不再适用, 向量场将进行切换, 但这种情况
是极少的, 不会频繁发生.
知道η的变化规律后, 可以计算向量场参数λ2 .
向量场VF 关于时间的偏导数为
∂VF
= (r − R)Ṙ.
(10)
∂t
由于此处计算的是向量场关于时间的变化, 只考虑
向量场变化对R的影响. 根据式(8)–(9),
∂V F
dAB cos(0.5η)
= −(r − R)
λ3 (t̂ − tf ).
∂t
n (2 sin(0.5η))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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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路径为直线时向量定义
Fig. 4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in straight path

根据第3.1小节中提出的方法构造向量场, 令
I2×2
,
Γ (⃗r, t, λ) =
χ(⃗r, t, λ)
λ4 r̂∆
(14)
Θ(⃗r, t, λ) =
,
χ(⃗r, t, λ)
Υ (⃗r, t, λ) = 0.
将它们代入向量场方程, 可得
−r(t)r̂∇ + λ4 r̂∆
f (⃗r, t, λ) =
.
χ(⃗r, t, λ)

(15)

È

令

r(t)2 + λ24
,
vd
则|f (⃗r, t, λ)| = vd . 与曲线段向量场相似,
χ(⃗r, t, λ) =

vd = v + kT (t̂ − tf ).

(16)

即向量场对无人机的作用使得无人机的速度为其期
望速度. 向量场图如图5所示.

选取λ2 令
∂VF
∂VF
Υ (⃗r, t, λ) = −
.
∂⃗r
∂t
将式(2)–(3)(11)代入式(12)可求得
λ2 = −λ3 χ(⃗r, t, λ)

(12)

dAB cos(0.5η)
(t̂ − tf ).
n (2 sin(0.5η))2
(13)

3.3 直线段向量场(Vector field for straight flight)
在直线段, 设与预定航线垂直, 从无人机指向航
线的向量为⃗r(t), 它的大小为无人机到航线的距离,
记为r(t); 令r̂∇ 为⃗r(t)的单位向量,
⃗r(t) = r(t) · r̂∇ ,
它是沿向量场梯度下降方向的; r̂∆ 为垂直r̂∇ , 指向
期望飞行方向的单位向量, 它与向量场梯度方向垂
直, 如图4所示.
可定义势能函数为VF = 0.5r2 (t), 它显然满足
正定性要求: VF > 0, 且仅当无人机位于预定航线
上时, r(t) = 0, VF 才能等于0. 无人机的位置是连续
变化的, 因此能够满足可导性要求.

图 5 直线段向量场
Fig. 5 Vector field of straight path

同样可以根据向量场计算无人机的期望航向角.
假设无人机当前位置为(x, y), 在航线上的投影所在
点为(xo , yo ), 则

È

(x − xo )2 + (y − yo )2 ,
1
r̂∇ = (x − x0 , y − y0 ),
r
1
r̂∆ = ± (y0 − y, x − x0 ).
r

r=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1222

将它们代入向量场函数f , 得
−r(t)
f (⃗r, t, λ) =
(x − x0 , y − y0 ) ±
r · χ(⃗r, t, λ)
λ4
(y0 − y, x − x0 ) =
r · χ(⃗r, t, λ)
1
(−r(t) · (x − x0 ) ∓
r · χ(⃗r, t, λ)
λ4 (y − y0 ), − r(t) · (y − y0 ) ±
λ4 (x − x0 )),
故
ψd = arctan
3.4

−r(t) · (y − yo ) ± λ4 (x − xo )
. (17)
−r(t) · (x − xo ) ∓ λ4 (y − yo )

整体稳定性分析(Convergence analysis)

在无人机从某段航线退出进入下一段时, 向量
场会发生切换. 设某无人机的第m段航段是基于水
平机动的时变向量场, 根据式(4), 向量场对无人机
的作用力为
− [rm (t) − Rm (t) − λ2 ] r̂∇ + λ1 r̂∆
.
fm (⃗rm , t, λ) =
χ(⃗rm , t, λ)
为无人机当前位置与期望路径的差值定义李雅
普诺夫函数
⃗ m (t)∥2 ,
Vm = 0.5∥⃗rm (t) − R
⃗ m (t)为第m个航段对应的水平机动圆弧的
其中: R
曲率半径, ⃗rm (t)为其圆心到无人机的距离. 当无人
⃗ m (t). 它对时间的导
机在期望曲线上时, ⃗rm (t) = R
数为
V̇m = (rm (t) − Rm (t))r̂∇⃗r˙m (t)−
⃗˙ m (t).
(rm (t) − Rm (t))r̂∇ R
令⃗rm (t) = fm (⃗rm , t, λ), 且r̂∇ 与r̂∆ 相互垂直, 因此
(rm (t) − Rm (t))2 λ2 (rm (t) − Rm (t))
V̇m =−
+
−
χ(⃗rm , t, λ)
χ(⃗rm , t, λ)
⃗˙ m (t).
(rm (t) − Rm (t))R
根据式(8)和式(13),
λ2 ((rm (t) − Rm (t))
⃗˙ m (t),
= (rm (t) − Rm (t))R
χ(⃗rm , t,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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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第m段航段为基于直线的非时变向量场, 根
据第3.3小节中的式(15),
−rm (t)r̂∇ + λ4 r̂∆
fm (⃗rm , t, λ) =
χ(⃗rm , t, λ)
为无人机当前位置与期望路径的差值定义李雅普诺
夫函数
Vm = 0.5∥⃗rm (t)∥2 ,
其中∥⃗rm (t)∥为无人机到期望路径直线的距离. 当
无人接在期望直线上时, ∥⃗rm (t)∥ = 0. 它对时间的
导数为
V̇m = rm (t)r̂∇⃗r˙m (t).
令⃗rm (t) = fm (⃗rm , t, λ), 且r̂∇ 与r̂∆ 相互垂直, 因此
V̇m = −

2 (t)
rm
6 0.
χ(⃗rm , t, λ)

故∥⃗rm (tend
rm (tstart
m )∥ 6 ∥⃗
m )∥ 成 立, 在 该 行 段 结 束
时无人机位置与期望航线的差值总是小于航段开始
时的差值.
设d⃗∆ (t)为t时刻无人机位置与其期望路径的差
值向量, 当无人机处于基于水平机动的时变向量场
⃗
中时, d⃗∆ (t) = ∥⃗r(t)− R(t)∥;
当无人机处于基于直
⃗
线的非时变向量场中时, d∆ t = ∥⃗r(t)∥. 令d∆ (t) =
∥d⃗∆ (t)∥, 通过上述证明可知, 在任意航段m, d∆ (tend
m )
start
6 d∆ (tm )始终成立, 即在航段内无人机与其期望
路径的差值总是在减小.
然后再分析航段切换. 如图6(a)所示, 若第m + 1
段航段仍为基于水平机动的时变向量场, 由于tend
m =
start
tm+1 ,
⃗r(tend
r(tend
r(tstart
r(tstart
m )−⃗
m )=⃗
m+1 ) − ⃗
m+1 ).
若第m + 1段航段为基于直线的非时变向量场, 如
图6(b)所示,
∥⃗r(tend
r(tend
r(tstart
m )−⃗
m )∥ > ∥⃗
m+1 )∥.
end
故d∆ (tstart
m+1 ) 6 d∆ (tm )总是成立, 即航段切换后无
人机与其期望路径的差值不会增大.

因此
V̇m = −

(rm (t) − Rm (t))2
6 0.
χ(⃗rm , t, λ)

end
设第m段航段初始时刻为tstart
m , 结束时刻为tm ,
由于在该航段内李雅普诺夫函数收敛,

end
start
⃗
⃗
∥⃗rm (tend
rm (tstart
m )− Rm (tm )∥ 6 ∥⃗
m )− Rm (tm )∥

在该行段结束时无人机位置与期望航线的差值总是
小于航段开始时的差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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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和D2′ 之间的航道宽度.
3) 无人机航道所在范围的预估高度与地面的高
度差总是大于安全高度. 此时, 不需要进行调整.

(b)
图 6 无人机航段切换
Fig. 6 Switch between flight path segments

综合上述, 在任意时刻t2 < t1 , d∆ t1 6 d∆ t2 总
是成立, 因此无人机向期望路径收敛.

4 碰撞避免(Collision avoidance)

(a)

4.1 无 人 机 与 障 碍 间 的 避 撞 (Collision between
UAVs and obstacles)
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 向量场除了要随时间变
化, 还需要进行切换. 在两种情况下向量场要进行
切换: 一是有新的飞机加入, 所有飞机都重新对航
线进行了规划; 二是无人机飞完了前一个航段, 要
进行下一个航段的飞行. 将两个航段的衔接之处称
为航点, 只在无人机下一航点位置发生变化时, 向
量场进行切换; 在多无人机没有进行多机重规划时,
预计到达时间和期望时间连续变化, 此时航点位置
是不变的, 向量场不进行切换, 而是随时间对自身
进行调整.
无人机在集结时也应考虑地形环境、航道宽度
等的影响. 为保证无人机的安全, 在飞行时, 定义无
人机的安全距离为hsafe = 50 m. 对无人机飞行航
线中的各点高度进行预估, 若无人机与地面的高度
差小于安全距离, 则应绕行, 选择安全距离大于hsafe
的航路. 无人机的预估高度包括以下3种情况:
1) 无人机飞行路径上, 某一段预估高度与地面
的高度差小于安全高度. 如图7(a)所示, 在粗略调整
段AB之间有一块区域地势较高, 无人机按照预定
航路飞行到该区域时, 可能发生危险. 此时, 对路径
进行调整. 记该区域与AB的交叉点为D1 , D2 , 将其
向旁边地势较低处平移一段距离, 记为D1′ , D2′ , 则
新的航线为A→D1′ →D2′ →B→C, 其中A→D1′ →D2′
→B为粗略调整段, 同样通过水平机动的方式调整
无人机到达集结位置的时间, B→C为细微调整段.
2) 无人机飞行路径的预估高度与地面的高度差
大于安全高度, 但航道中的某一区域小于安全高度.
如图7(b)所示, AB之间的航道宽度原本为dw , 无人
机水平机动不应超过航道宽度范围, 但航道中存在
一块地势较高的区域, 与航道最宽处的交叉点为
D1 , D2 , D1 , D2 在AB上的投影为D1′ , D2′ . 此时, 找
出该区域距离AB最近的点, 将其宽度d′w 定义为

(b)
图 7 无人机与障碍物之间的避撞
Fig. 7 Collision between UAVs and obstacles

其他有航点规定或航道宽度限定的情况亦可参
照上述3种情况的处理方法.
4.2

无人机之间的避撞(Collision between UAVs)

无人机间的碰撞预测和避免是在一个滚动时域
内进行的, 包括对下一个时间区间内的无人机位置
进行预测、根据位置预测计算各时间步的碰撞概率,
若存在碰撞的可能性, 则采用高度机动的方法进行
避撞.
若各无人机高度相同, 可在二维平面内检测发
生碰撞的可能性; 若各无人机高度不同, 则不会发
生碰撞. 因此碰撞检测可在二维平面内进行.
论文中无人机依据向量场向期望的路径飞行,
无人机在某个时间步可能出现的位置与其当前位置
和期望路径相关. 图8中的加粗实线为无人机的期
望路径, 设无人机当前位置与期望路径的距离为d0 ,
无人机在第k个时间步飞行的路径长度最小为vmin
k∆t, 最大为vmax k∆t. 在期望路径左右各取∆d和
∆d + d0 作为无人机可能出现的区间, 则无人机在
第k个时间步可能出现的区域为图中蓝色边框的阴
影区域. 期望路径为曲线时, 无人机可能出现的区域
是一段环形. 本文中的时间预测区间为当前时刻到
4 s后, 时间步长为∆t = 0.1 s, vmin = 45 m/s, vmax =
60 m/s, 因此在k∆t最大为 4 s 时, vmax k∆t−vmin k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1224

∆t = 60 m. 而曲线路径的曲率半径最小为无人机的
最小转弯半径500 m, 因此该段环形也可以近似为
四边形. 无人机在第k个时间步可能出现的位置被
近似为一个四边形区域, 可以根据期望路径信息求
出该四边形的4个顶点坐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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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无人机在各个时间步可能出现的区域可
判断它们是否会发生碰撞. 碰撞检测的流程图如
图9所示. 图中, 计算面积多边形面积可以用多个三
角形面积相加和, 三角形面积可用海伦公式计算.
无人机i与无人机j在下一个时间区间内发生碰撞的
总概率为该时间区间内各时间步发生碰撞概率的加
和. 若总概率大于0.01, 则认为两无人机可能发生碰
撞, 通过高度机动进行避撞.
制造高度差的避撞方法在实际飞行中非常常用.
通过仿真实验发现, 高度方向绕行造成的时间差很
小. 特别是高度差较小时, 时间差距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 论文采用高度差的方法进行避撞, 在无人机i
和无人机j之间的碰撞概率大于0.01时, 令无人机i
高度下降30 m. 横向通道检测无碰撞可能性时, 再
爬升到集结高度.

5

(b)
图 8 无人机位置预测
Fig. 8 UAV position prediction

仿真实验 (Simulation experiments)

使用某型无人机的大偏差非线性模型对所提方
法进行验证. 该无人机无方向舵, 控制量为升降舵、
副翼舵和油门的大小. 无人机根据期望的高度、航
向角、期望时间来解算控制量. 在高度通道, 无人机
的期望俯仰角为
w
θd = kh (hd − h) − kḣ ḣ + khi (hd − h)dt,
其中: −20◦ 6 θd 6 30◦ , hd 为期望高度. 在横向通
道, 无人机的期望滚转角为ϕd = kϕ (ψd − ψ), 其中
−30◦ 6 ϕd 6 30◦ , 与航向角有关.
根据向量场对无人机作用力的大小改变无人机
的发动机推力系数, 进而调整期飞行速度. 令
Pd = Ps + kv (|f (⃗r, t, λ)| − v),
其中: Pd 为期望的发动机推力系数, Ps 为上文定义
的标准速度所对应的推力系数. 为保证飞机不失速,
爬升时, 0.7 6 Pd 6 1; 平飞时, 0.5 6 Pd 6 1; 下降
时, 0.2 6 Pd 6 0.5. 控制参数为: kh = 0.3, kḣ = 0.3,
khi = 0.03, kϕ = 0.02, kv = 0.1.
仿真所用的所有无人机均采用弹射起飞. UAV1
初始位置(0, 0, 0), 初始航向角为π/3 rad, 集结位置
(16000, 18000, 1000); UAV2初始位置(2000, 0, 0), 初
始航向角为π/3 rad, 集结位置(15800, 17800, 1000);
UAV3初始位置(8000, 0, 0), 初始航向角为1 rad, 集
结位置(15800, 18200, 1000); UAV4初始位置(14000,
0, 0), 初始航向角为−π/2 rad, 集结位置(15600, 17600,

图 9 碰撞检测算法
Fig. 9 Collision detection between UAVs

1000). 所有无人机在集结位置的期望航向角为0.
在飞行高度大于100 m后, 飞机加入编队集结任务.
UAV1, UAV4, UAV3, UAV2依次起飞, 起飞间隔时
间约为2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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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飞行仿真(Flight simulation)
无风时的仿真飞行结果如图10所示, 各无人机
在粗略调整段通过水平机动的方式对自身路径进行
调整, 在细微调整段只改变速度. UAV1首先起飞,
为直线飞行模式; UAV4和UAV3之后依次起飞, 此
时UAV1仍然是预计到达时间最晚的飞机, 因此它
仍然是直线飞行模式, UAV3和UAV4通过水平机动
调整自身飞行距离; UAV2最后起飞, 所有飞机同时
进行在线重规划, 此时UAV2的预计到达时间最晚,
为直线飞行模式, 其他无人机通过水平机动调整飞
行时间. 最后, 所有无人机几乎能够同时到达集结
位置. 图10(c)显示了集结位置附近各无人机之间相
对距离与期望值的误差, 误差率最大为1.5%.
图10中: UAV2是向集结位置直飞的无人机, 因
此其航向在集结过程中基本不变; UAV1, UAV3和
UAV4在粗略调整段通过水平机动调整飞行路径长
度和飞行时间, 因此其航向角呈现Z字形变化. 在从
粗略调整段转换为细微调整段时, 各无人机转弯调
整了航向, 从而使航向与集结位置处的期望航向角
相同.
在速度曲线图10(e)–10(f)中, 各无人机起飞时速
度急剧增加, 这是因为仿真中无人机采用的是助推
器弹射起飞的方式, 在弹射瞬间助推器推力非常大,
速度增加很快; 助推器熄火后, 无人机靠螺旋桨发
动机提供前进的动力, 其与助推器推力相比小了很
多, 因此速度呈现出急剧回落后稳定的过程. 在爬
升段, 无人机的爬升率约为4∼5 m/s, 水平速度约为
40 m/s; 在平飞时, 无人机的速度范围约为45∼58 m/s,
其中: 距离集结位置最远为直飞模式的UAV2速度
最快, 约为56 m/s; UAV1, UAV3, UAV4不仅调整了
飞行路径, 其飞行速度也比UAV2慢, 约为52 m/s.
在各无人机从粗略调整段转向细微调整段时, 由于
要改变航向, 各无人机以较小的转弯半径转过了一
个角度, 转弯时升力减小, 各无人机垂向速度小于0,
损失了一小段高度, 转过弯之后重新调整到了集结
位置的期望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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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影响, 风速为10 m, 方向是吹向y轴负方向. 各
无人机在集结位置附近与期望相对距离的差值如
图11. 受风的影响, 无人机的位置与预定位置有所
偏差, 最大为10%.

(a)

(b)

(c)

从图10中可以看出, 尽管在集结过程中各无人
机的航向和速度并不一致, 但抵达集结位置后它们
的航向趋向一致, 约为0◦ ; 垂向速度都为0, 各无人
机均为平飞状态; 水平速度也趋向一致, 约为52 m/s.
此时, 各无人机基本达到稳定的编队状态.
风会影响到无人机的空速, 进而改变其攻角和
侧滑角, 无人机的气动力和气动力矩都与攻角和侧
滑角有关, 因此风场会改变无人机所受力和力矩,
进而影响其飞行状态. 假设无人机飞行时受到持续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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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的飞行状况很难与期望状况完全符合, 在飞
行过程中误差逐渐积累, 各无人机到达集结位置时
时间有较大的偏差. 如图10(b), λ3 = 0.05时, 向量
场变化较快, 相当于频繁快速地切换向量场, 系统
的稳定性变差, 无人机的路径跟踪效果较差, 直到
集结任务后半段预估到达时间与期望到达时间较为
接近后, 向量场变化才缓慢下来, 跟踪效果逐渐变
好. 本文取λ3 = 0.01.
(e)

(a) λ1 = 0向量场变化

(f)
图 10 飞行仿真结果
Fig. 10 Simulation results

(b) λ3 = 0.05向量场变化
图 12 λ3 的影响
Fig. 12 Influence of λ3
图 11 风的影响
Fig. 11 Influence of wind

5.2

参数选取的影响(Selection of parameters)
本文方法主要涉及到3个参数: λ1 , λ3 和λ4 .

参数λ1 和λ4 的选取决定了航偏角与航偏距对飞
行方向的影响. 若它们取值较大, 则航偏角的重要
性大于航偏距, 无人机向着期望方向飞行可能与水
平机动圆弧存在有一定的距离; 若它们取值较小,
则航偏距更为重要, 无人机会调整自身位置尽量飞
到水平机动圆弧上, 但飞行方向与期望方向有差异,
会在期望航线附近蛇形前进.
参数λ3 的选取决定了向量场变化的快慢. 如图
12(a)所示, 当λ1 = 0时, 向量场不随时间变化, 由于

5.3

地 形 实 验 (Simulation in mountaineous environments)

多无人机在山地环境下的仿真飞行结果如图13
所示, 图13(a)是三维飞行曲线, 图13(b)是无人机之
间的相对距离, 图13(c)是各无人机与地表的高度差
曲线.
图中右侧地势较高, 若无人机不考虑地形环境,
会有撞山危险. 按照第4.1小节中的方法对路径进行
调整, 图13(a)中, UAV1和UAV2在刚起飞时飞行高
度较低, 因此向右方地势较低处绕行, 并在安全范
围内通过水平机动调整自身航线. 由图13(b)可知,
调整航线后, 无人机与地面始终存在安全的高度差,
无撞山危险. 集结位置处各无人机之间相对距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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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的大偏差非线性模型检验了所提方法, 在有
风、山地等环境下进行了仿真实验, 证明了所提方
法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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