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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水下机器人的自主启发式生物启发神经网络路径规划算法
朱大奇† , 刘

雨, 孙

兵, 刘清沁

(上海海事大学 水下机器人与智能系统实验室, 上海 201306)

摘要: 针对复杂海流环境下自治水下机器人(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AUV)的路径规划问题, 本文在栅格
地图的基础上给出了一种基于离散的生物启发神经网络(Glasius bio-inspired neural networks, GBNN)模型的新型自
主启发式路径规划和安全避障算法, 并考虑海流对路径规划的影响. 首先建立GBNN模型, 利用此模型表示AUV的
工作环境, 神经网络中的每一个神经元与栅格地图中的位置单元一一对应; 其次, 根据神经网络中神经元的活性输
出值分布情况并结合方向信度算法实现自主规划AUV的运动路径; 最后根据矢量合成算法确定AUV实际的航行方
向. 障碍物环境和海流环境下仿真实验结果表明了生物启发模型在AUV水下环境中路径规划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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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ath planning problem of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AUV) in the complex underwater
environment, a novel autonomous inspired algorithm is presented for path planning and obstacle avoidance based on the
Glasius biological inspired model and grid map, and the impact of currents is considered. Firstly, the Glasius bio-inspired
neural networks (GBNN)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the model of GBNN is used to represent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the AUV. Each neuron in the neural network corresponds to the position unit in the grid map.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ctive output value of neurons in the neural network and the direction reliability algorithm to achieve
the autonomic planning AUV motion path.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vector synthesis algorithm to determine the actual
direction of AUV navigati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iological heuristic model in the path
planning of the AUV for the underwater environment with obstacles and ocean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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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划方法[8] 等.

自治水下机器人(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AUV)是海洋资源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由于海洋深处环境的复杂性、不可预知性以及AUV自
身携带动力能源有限、高度自治的要求, 为了使AUV
能够在有限的动力能源下高效地完成水下作业任务,
且能够安全航行, 其路径规划与安全避障技术研究十
分关键[1–4] . 目前, AUV路径规划的主要方法有人工
势场方法[5–6] 、模板匹配方法[7] 、和人工智能路径规

人工势场方法的核心思想是采用创建一个虚拟的
力场, 将地图中的目标设置为引力源, 障碍物设置成
斥力源, 并通过建立引力场函数、斥力场函数来进行
路径规划. 人工势场方法的优点是: 规划的路径一般
比较平滑, 算法模型实现简单. 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存在局部最优的问题, 并且对于局部最优问题
一直还没有一个通用高效的解决方案.
基于模板匹配的全覆盖路径规划算法, 主要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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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当前的状态与其以往的经历进行比较, 并从中
找到最接近的状态, 然后修改该状态下的路径, 从而
得到一条适合当前状态的新的路径[9–10] . 在该算法中,
首先需将路径规划中用到的已知信息建成一个模板
库, 库中含有各种环境信息以及相应的全覆盖路径;
然后, 将机器人当前的任务、环境信息与库中的模板
进行匹配, 通过索引的方式, 从中寻找最优的匹配模
板; 最后, 根据当前任务的具体情况修正该模板路径,
即可得到最终的路径. 该方法原理简单, 成功匹配时
全覆盖路径规划效果好, 易于实现区域全覆盖, 路径
重复率低. 但是, 该算法需要建立足够大的模板库, 若
未找到匹配模板, 特别是新的未知环境则难以得到合
适的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其在机器人的路径规
划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其中, 人工神经网络算
法[11–13] 以其智能性较高的特点得到较多关注, 但是大
多数的人工神经网络算法都存在学习时间长、学习滞
后等缺点. 对此, 加拿大学者Simon Yang提出了一种
无学习、自适应的生物启发神经网络(Glasius bioinspired neural networks, GBNN)[14–15] 算法并将其应
用于移动机器人的全覆盖路径规划中. 该算法将生物
启发神经网络中的神经元与目标区域的二维栅格地
图中的各个栅格一一对应起来, 并根据栅格地图中各
栅格的状态来决定神经元的外部输入, 从而直接计算
出神经元活性值, 机器人的路径将由神经网络的活性
值以及其前一步的路径共同决定. 该算法无需任何的
神经网络学习、训练过程, 算法实时性较好. 文献[16]
进一步将其引入水下环境中, 提出一种基于生物启发
模型的AUV的三维动态路径规划与安全避障方法, 但
是并没有考虑水下环境中的重要因素海流影响.
鉴于此, 本文针对水下环境中多障碍物和海流影
响, 在基本GBNN模型的基础上, 加入海流模型, 并提
出一种海流环境下的新型自主启发式AUV的路径规
划与安全避障方法.

2 基于生物启发神经网络的自主路径规划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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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值分布情况使AUV自主规划出一条无碰撞且节
省能量的航行路径.

2.1

GBNN 算法数学模型

本文中GBNN[14–15] 算法是一种离散的生物启发
神经网络, 它的基本思想是目标不断向外传递激励,
而障碍物则对激励有抑制作用, 通过迭代计算出每个
位置的活性值. GBNN模型是一种离散的网络, 它具
有记忆特性, 也就是说从地图上的任何一点都可以通
过不断迭代求解回到激励发出点, 也就是路径规划问
题中的目标点.
GBNN模型数学描述如下:
M
∑
+
xi (t + 1) = g( Wij [xj (t)] + Ii ),
j=1
{
−γ|i−j|2
e
, |i − j| 6 r,
wij =
0,
|i − j| > r,
√
2
2
|i − j| = (xix − xjx ) + (xiy − xjy ) ,

(1)
(2)
(3)

|i − j| =
√
2
2
2
(xix − xjx ) + (xiy − xjy ) +(xiz − xjz ) , (4)
其中: xi 代表神经元i的输出活性值; w是连接系数矩
阵, 它的网络结构如图1和图2所示, 由它的网络结构
易知接系数矩阵w是一个对称的矩阵; wij 表示第i个
神经元与第j 个神经元之间连接系数.

图 1 二维生物启发神经网络结构
Fig. 1 2D bio-inspired neural network structure

生物启发神经网络是一种适用于多领域的智能方
法, 目前国外的研究已经从生物行为开始, 逐渐扩展
到图像处理、电路设计、机器人控制等领域; 在路径规
划方面的应用是近十年发展起来的, 主要应用于地面
移动机器人的全覆盖路径规划, 目前仍具有更深入研
究和拓展应用的空间; 国内对该神经网络的研究已有
报道, 但局限于室内清扫机器人的路径规划和仿真研
究. 在水下机器人路径规划领域的研究有待深入.
自主路径规划算法的基本原理是在栅格地图的基
础上, 建立生物启发神经网络模型GBNN, 用GBNN
模型表示AUV工作环境, 建立神经网络与栅格地图中
的一一对应关系. 根据神经网络中神经元的在线活性

图 2 三维生物启发神经网络结构
Fig. 2 3D bio-inspired neural network structure

|i − j|表示第i个神经元与第j 个神经元之间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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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其中式(3)是对应二维GBNN模型的欧式距离,
式(4)是三维GBNN模型对应的欧氏距离. 函数g 是模
型的变换函数, 主要是为了对模型的原始输出做一个
阈值化处理. γ 和r是大于0的常数. Ii 表示第i个神经
元的外部输入激励, Ii 的数学定义如下:


 E, 目标,
Ii = −E, 障碍物,
(5)

 0,
其他.
转换函数一般是个线性递增的函数, 本文采用一个分
段式函数作为转换函数


 0, x < 0,
g(x) = βx, x ∈ [0, 1],
(6)

 1, x > 1,
其中β 的取值范围是(0,1]. 上式中β 的作用是对GBNN
网络的活性值进行一个缩放, 使得它的取值方位限定
在0到1之间. 虽然β 的取值只要满足在(0,1]这个条件,
算法都能正常运行. 但是选则一个较小的β 值会导致
GBNN活性值衰减过快, 特别是离目标较远的点. 它
的活性值通常能够到达10的负50次方以上.
由于在个GBNN模型当中, 除了目标处的活性值
为１, 其余位置的活性值都应该小于１. 由于网络更
新特性, 活性值存在累积叠加, 因此需要保证非目标
处活性值要小于１, 否则神经网络活性值无法正常进
行传递, 这是GBNN模型中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 式
(1)–(3)中参数γ 与β 共同决定网络中神经元的活性值
大小.
在路径规划中是通过比较GBNN网络的活性值的
大小来选择路径的, 因此就需要硬件提供一个高精度
的运算处理器, 所以在实际路径规划问题中一般通过
选择合适γ 值, 来让β 值取1, 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防
止GBNN中活性值衰减过快. 式(6)转换函数的目的是
防止活性值传递过程中出现溢出现象, 即原本一个活
性值小于1的点通过加权求和得到的新的活性值超过
了1. 通过选择合适的γ 参数我们也能够防止这种溢出
现象.
下面以二维网络为例分析γ 与β 的取值范围, 取极
端情况分析, 神经元周围八个邻域的活性值都是1, 而
该神经元非目标处, 即该神经元的活性值要小于1, 对
于二维GBNN模型, 结合式(1)–(2)可以推出有以下不
等式成立:
(
)
4β e−γ + e−2γ < 1.
为了简化求解, 将其中一个参数设置为定值. 本文
中将β 的值设置为1,
有4(e−γ +e−2γ ) 6 1, 进而求解
√
得到γ > ln2 − ln 2−1 , 同理三维网络中对应的β 设置
为1, 有8e−γ +12e−2γ +8e−3r 6 1, 对应的γ > 2.2375.
在实验中发现γ 取临界值时对应的轨迹往往不是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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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 所以实际中往往取一个稍大的值, 这样可以在保
证路径平滑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降低激励扩散过程
中衰减速率. 可以发现, 基于GBNN模型的新型自主
启发式路径规划和安全避障算法中, GBNN模型中转
换函数g 和参数γ 十分关键, 关系到AUV规划的实时
性.
同时应注意到, GBNN模型可以处理动态障碍物,
当环境信息变化时(如障碍物移动或消失等情况),
GBNN网络的活性值也会随之更新, 从而达到在动态
环境下的路径规划. 传统栅格算法在复杂环境下通常
难以取得理想的路径规划效果, 所以栅格法往往被用
来建立环境模型, 最后结合其他路径规划算法实现复
杂路径下的路径规划问题求解. 本文也是通过栅格法
来建立环境模型, 通过GBNN模型优化求解最优路径.
与传统的栅格法相比, 该算法的能量消耗比较低, 即
路径规划效果较之传统栅格法要好.

2.2

海流模型与能量函数

海流是海水在较大区域内相对稳定的流动. 海流
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为2类: 风海流和密度流. 风海流是
指由海面上的风力驱使而形成的海流. 由于海水粘滞
性会造成海水在流动中对动能的消耗, 随着深度的提
高, 海水的动能越来越小, 因此这种海流主要存在海
洋的表面. 而密度流是指不同海域内的海水密度不同
而造成的海水流动, 海水密度通常与海水的盐分含量
和海水温度有关. 这种海流主要出现在2个不同海域
的交界处. 由于海流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流动, 所以在
较小范围内可以认为海流是相同的. 因此将AUV工作
空间进行栅格化处理时, 假设每个栅格内的海流大小
方向相同.
流函数[17] 的数学定义如下:

ψ(x, y, t) =
1 − tanh(

y − B(t) cos(k(x − ct))

0.5 ),

(1 + λ2 B 2 (t)sin2 (k(x − ct)))

B(t) = Bo + α cos(w0 t + ϕ).

(7)
(8)

海流的速度可以通过对海流函数ψ(x, y, t)求偏导数
而得到. 下面介绍海流函数ψ(x, y, t)的偏导数的求
解:
∂ψ
∂ψ
,
(9)
U (x, y, t) = − , V (x, y, t) =
∂y
∂x
其中U (x, y, t), V (x, y, t)分别是指t时刻时海流在x
轴方向上、y 轴方向上的强度.
在海流情况下, 不能简单的通过AUV航行的总路
程来衡量规划算法的效果. 因为在无海流环境中, 最
短路径等价于最小能量消耗, 但是在海流环境下, 通
过参考文献[17]定义一个海流能量函数来衡量路径规
划算法的效果. 定义Xi−1 Xi 是连接Xi 与Xi−1 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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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代表Xi−1 Xi 的长度, ei 是沿着Xi−1 Xi 方向的单位
向量. V 是AUV的额定速度. 先定义如下速度向量:

fi (x, y, z) =

vi (x, y) = V ei − vc (x, y) (x, y) ∈ Xi−1 Xi . (10)

ui (x, y, z) =

上式中vi (x, y)是(x, y)处的AUV速度向量, vc (x, y)是
(x, y)处的海流速度向量, 以此为基础定义AUV航行
的海流能量函数, 用于评估AUV路径规划的性能.

x

Ji =

3

∥vi (x, y)∥ dxdy,

J=

其中: fi 是方向信度函数, 它取海流在AUV航行方向
的投影值. ui 是海流影响因子:
◦

Pmax = arg max(ui ∗ xpk ), Pk ∈ U (Pc , r), (17)
{
Pmax , Dii min > Dmin ,
Pn =
(18)
Ti ,
Dii min 6 Dmin ,

(11)

Ji ,

(12)

i

Ji 表示Xi−1 Xi 段的能量消耗, J 表示整个AUV航行的
总能量消耗, m是AUV所规划路径的段数.
2.3

其中: Pn , Pc , Pmax 分别是AUV下一时刻的位置、AUV
当前时刻所在位置和Pc 邻域内活性值最大单元的位
置, Ti 为目标单元, xPk 表示GBNN输出结果中Pk 位置
◦

基于GBNN的
的水下动态路径规划算法

本文所提的基于GBNN的水下动态路径规划算法,
其基本思想可以总结为: 通过建立栅格地图和GBNN
模型, 建立生物启发神经网络与地图的对应关系, 基
于栅格地图的神经元活性值大小规划AUV运动路径,
在水下动态环境下实现无碰的路径规划.
动态环境包括障碍物和海流, 障碍物对路径规划
的影响主要是规划的路径不能穿过障碍物, 而海流对
路径规划的影响主要有2个方面: 一是海流环境下如
何选择合适的路径; 二是在海流影响下如何使得AUV
能够沿着预设的路径行驶. 对于第2个问题, 文献[18,19]
引入矢量合成算法来解决, 主要是通过海流速度与
AUV预设航行速度合成, 使其合成速度方向保持在规
划的方向上, 完全是针对常值海流设计, 即海流大小
方向不变的情况, 与实际的水下环境差距较大. 本文
在此基础上, 针对时变海流环境, 提出一种海流因素
的方向信度加权算法.

的活性值, U (Pc , r)表示栅格地图当中以Pc 为中心,
邻域半径为r的邻域. 首先计算出所有与当前神经元
相邻的神经元的活性输出值, 然后找出最大加权活性
值的神经元, AUV便开始运动到这个最大活性输出值
的神经元的位置. 重复上述过程知道AUV抵达目标
处.
综上所述, 基于GBNN算法的AUV路径规划模型
具体实施流程如图3所示.

方向信度加权算法是用来解决时变海流环境下如
何选择合适的路径这个问题的. 方向信度函数加权算
法通过给GBNN模型中神经元输出活性值添加一个
海流影响因子, 通过海流因子对AUV邻域内的活性值
进行调节, 从而实现海流环境下的路径规划. 海流影
响因子应当满足以下3个条件:

图 3 GBNN算法的工作流程图
Fig. 3 Flow chart of GBNN algorithm

1) 海流影响因子应当大于等于0;

1) 初始化GBNN.

2) 海流影响因子应当随着方向信度函数的递增
而递增;
3) 当AUV离目标越近对应的方向信度函数对海
流影响因子影响越小.
二维海流影响因子的数学模型如下:
vi (x, y)vc (x, y)
fi (x, y) =
,
||vi (x, y)||

(13)

ui (x, y) = exp(α log(Vi (x, y))f (x, y)), α 6 0.
(14)
三维海流影响因子的数学模型如下:

(15)

exp(η log(Vi (x, y, z))f (x, y, z)), η 6 0, (16)

Xi−1 Xi
m
∑

vi (x, y, z)vc (x, y, z)
,
||vi (x, y, z)||

2) 更新AUV位置.
3) 更新GBNN.
4) 重复步骤2)和步骤3), 直至AUV抵达目标.
更新AUV位置采用式(17)–(18), 更新GBNN网络
包括GBNN置0和重新计算, 当某个任务完成搜索后,
其对应的GBNN置为0, 否则重新计算GBNN.

3

实验仿真与分析

本文通过栅格法将环境地图离散化, 将环境中包
含障碍物的区域设置为障碍栅格, 其他的被设置自由
栅格. 符号T表示仿真环境中的目标, 符号R表示A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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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图中的红色圆点是目标、绿色圆点是AUV、蓝色
连线是AUV的规划路径, 黑色方块代表障碍物; GBNN
模型的控制参数见表1. 为了表明GBNN模型运用于
AUV路径规划与安全避障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在
MATLAB 2016b中针对二维障碍物环境、二维海流环
境、三维障碍物海流环境, 进行全局路径规划仿真实
验. 根据不同时刻神经网络结构中神经元活性值的分
布情况, 对AUV路径中一些特殊位置进行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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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物环境下的路近规划的总能量消耗和路程均小
于人工势场方法.

表 1 算法控制参数
Table 1 Control parameters of algorithm
参数

数值

描述

β
Dmin
γ
r
E
α
η

1
0.3
2(二维)、3(三维)
√
√
2 (二维)、 3 (二维)
100
−5
−5

GBNN输出调节参数
最短距离
邻域连接系数
邻域半径
常数
二维海流参数
三维海流参数

图 4(a) 无海流环境下人工势场的路径规划
Fig. 4(a) Path planning of artificial potential field
in no-current environment

需要指出的是, 路径规划算法有许多智能算法, 例
如粒子群算法、遗传算法、蚁群算法. 这些算法本质
上都是利用模型代价函数的一个求最小值. 如果与这
些算法对比, 两者之间的能量损耗相差不大, 但是智
能算法往往只是针对两个固定位置之间的路径优化.
但是GBNN模型计算不是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优化, 它
是直接计算全部空间的网络活性值, 这样一次计算结
果就可以共享给其他AUV, 而不必重新计算. 因此本
文没有将GBNN模型与其他智能算法的能量消耗进
行对比, 仅仅是与人工势场算法对比.

3.1 静态障碍物无海流环境下路径规划
为了验证所提出算法的有效性, 加入人工势场方
法 与所提出GBNN算法进行对比分析, 仿真结果如
图4所示. 初始参数如表1所示, 人工势场方法基于障
碍物与目标物所生成的势场函数进行路径规划, 如
图4(a)所示. GBNN算法路径规划思想是AUV根据神
经元输出大小, 朝输出最大的临近地图单元运行, 从
而自适应地实现路径规划和安全航行.
[5]

人工势场方法的路径规划过程在此不再分析, 下
面简要分析GBNN算法路径规划的过程. 由于此时环
境中没有海流, 由式(13)–(14)可知其对应的海流影响
因子ui 是1. 表2是AUV初始时刻的邻域活性值, 将其
代入式(17)–(18)得到Pn = (3, 7). 表3是AUV航行中
能量消耗与总路程对比, 通过对比发现GBNN算法在

图 4(b) 无海流环境下GBNN算法的路径规划
Fig. 4(b) Path planning of GBNN algorithm in
no-current environment

通过仿真实验可知, AUV能够通过GBNN模型实
现在静态障碍物环境下的自主避障和路径规划, 所以
基于GBNN模型的AUV路径规划方法是可行的.
对于在线路径重规划问题, 本文所提出的算法是
可行的. 本文中AUV的路径规划是根据活性值来确
定, 在线路径重规划只需针对当前环境重新计算下整
个网络的活性值, 再根据重新计算的活性值分布即可
实现在线路径重规划.

表 2 AUV的邻域活性值
Table 2 The neighborhood activity value of AUV
位置
活性值

(1,5)
6.36e−16

(2,5)
2.44e−15

(3,4)
7.91e−15

(1,6)
1.15e−15

(3,6)
2.04e−14

(1,7)
1.43e−15

(2,7)
7.11e−15

(3,7)
4.09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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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AUV能量消耗对比
Table 3 AUV energy consumption contr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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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AUV能量消耗对比
Table 4 AUV energy consumption contrast

算法

航行路径

能量消耗

算法

能量消耗

航行长度

人工势场方法
GBNN算法

23.0117
20.9706

16.755
12.4853

改进前
改进后

16.2473
14.9612

23.2785
20.3848

二维海流环境下矢量合成的路径规划

图5是加入二维动态海流的仿真环境, 其中图5(a)
是未考虑海流影响下的路径规划仿真图, 图5(b)是
考虑海流影响的路径规划仿真图.

海流环境下方向信度GBNN仿
仿真

3.3

海流对AUV的影响另一个方面体现在对路径选
择上, 本节通过对比验证加入方向信度算法对GBNN
模型路径规划的影响. 考虑2个AUV分别在二维动
态海流和三维常值海流环境下进行仿真实验.
3.3.1

二维动态海流下路径规划

图6是二维动态海流环境下的路径规划仿真.

图 5(a) 未考虑海流影响的路径规划
Fig. 5(a) Path planning without consider the impact of
the current

图 6(a) GBNN算法路径规划
Fig. 6(a) GBNN algorithm path planning

图 5(b) 考虑海流影响的路径规划

图 6(b) 改进GBNN算法路径规划

Fig. 5(b) Path planning consider the impact of the current

Fig. 6(b) Improved GBNN algorithm path planning

通过对比图5(a)和图5(b)可以发现在海流的影
响下图5(a)中的AUV的运动轨迹会发生偏移, 无法
到达算法规划的位置; 而图5(b)是根据文献[18–19]
矢量合成算法的路径规划结果, 可以发现5(b)中AUV
能够正确抵达算法规划的位置.

图6(a)是未添加方向信度算法的GBNN模型仿
真结果, 图6(b)是添加方向信度算法的GBNN模型
仿真结果. 表5是AUV初始时刻的邻域内的活性值
和对应的海流因子, 其中红色区域是式(17)–(18)的
计算结果. 下面以R1 的初始位置来简要分析其路径
规划过程, 图6(a)中R1 的路径选择是根据AUV所在
邻域内活性值最大的一点作为下一步目标, 由表5
可知(3, 9)处的活性值最大, 所以将(3, 9)设为AUV

表4是AUV航行过程中的能量消耗与总路程, 通
过对比发现加入矢量合成算法的GBNN模型能够有
效的抵消海流对AUV航行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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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的下一个目标点. 在图6(b)中是采用方向信度
算法的仿真结果, R1 邻域内对应位置的活性值与海
流因子见表5, 将对应的海流因子与对应位置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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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代入式(17)得到最终的AUV运动目标点为(3, 11).
表6是AUV能量消对比, 通过对比发现改进后的能
量消耗有了显著的减小.

表 5 R1 (2,10)邻域活性值
Table 5 Neighborhood active value of R1 (2,10)
位置

(1,9)

(2,9)

(3,9)

(1,10)

(3,10)

(1,11)

(2,11)

(3,11)

海流因子
活性值
加权活性值

0.056
3.00e−12
1.69e−13

0.159
1.20e−11
1.91e−12

1.0647
4.47e−11
4.76e−11

0.1145
1.68e−12
1.93e−13

6.6554
2.33e−11
1.55e−10

0.9625
8.53e−13
8.21e−13

8.2372
3.18e−12
2.62e−11

17.4511
1.08e−11
1.88e−10

表 6 AUV能量消耗对比
Table 6 AUV energy consumption contrast

3.3.2

能量消耗

R1

R2

总能量消耗

改进前
改进后

10.1101
3.008

8.0316
6.4568

18.1417
9.4648

三维环境常值海流环境下路径规划

与二维海流环境下相似的, 三维海流环境下的
处理方式相同. 首先利用三维GBNN模型求出地图
对应的GBNN网络活性值, 再利用式(15)–(16)计算
出对应的海流因子. 将两者代入式(17)–(18), 最终
求得AUV下一步的驶向的位置, 并通过矢量合成算
法确定AUV的实际航行, 使得AUV能够低效海流对
航行的干扰. 表7是R1 邻域内各点的具体活性值, 其
中蓝色部分是GBNN算法路径规划所选择的路径,
红色部分是改进GBNN算法所规划的路径. 下面
以R1 初始状态分析AUV的路径规划过程, 图7中R1
的初始位置是(2, 2, 6), 其中图7(a)是原始的GBNN
算法路径规划仿真图, 图7(b)是改进的GBNN算法

仿真图. GBNN算法通过选择AUV邻域内活性值最
大的一点最为路径规划结果, R1 邻域内的各点活性
值由表7可以得知, 易知(3, 3, 7)处的活性值最大, 因
此R1 的下一个目标点是(3, 3, 7), 重复上述过程直至
R1 到达T1 处. 对于改进的GBNN算法, 通过引入海
流因子还协调AUV的路径规划, R1 邻域内各点处的
海流因子也在表7中展示出来了, 将R1 邻域内各点
的活性值与海流因子代入式(17)得到AUV的路径规
划结果Pn = (3, 2, 7).
表8是AUV完成任务时的能量消耗, 通过对比发
现添加方向信度算法的GBNN模型能在三维海流环
境下有效利用海流选择出一条相对节省能量的路径.
GBNN算法进行路径规划的核心是激活值传播,
它能够对于障碍物环境进行自主规划和快速避障,
并能有效解决海流影响下的路径优化(这也是本文
的主要创新点), 但是当与栅格环境结合, 会出现折
线现象. 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考虑将所提方法与曲线
平滑结合(参见文献[20]), 这样能够很好利用所提
GBNN算法的优势, 同时也能有效避免折线现象.

表 7 R1 (2,2,6)邻域活性值
Table 7 Neighborhood active value of R1 (2,2,6)
位置

(1,1,5)

(2,1,5)

(3,1,5)

(1,2,5)

(2,2,5)

(2,2,6)

(1,3,5)

(2,3,5)

(3,3,5)

海流因子
46.65
0.1102
0.7858
9.0748
1
9.0748
0.7858
0.1102
0.0214
活性值
2.75e−31 3.09e−30 3.00e−29 3.09e−30 3.60e−29 3.62e−28 3.00e−29 3.62e−28 3.71e−27
加权活性值 1.28e−29 3.40e−31 2.35e−29 2.80e−29 3.60e−29 3.29e−27 2.35e−29 4.00e−29 7.96e−29
位置

(1,1,6)

(2,1,6)

(3,1,6)

(1,2,6)

(3,2,6)

(1,3,6)

(2,3,6)

(3,3,6)

(1,1,7)

海流因子
115.839
0.0442
0.7109
22.625
22.625
0.7109
0.0442
0.0086
46.6508
活性值
5.50e−30 6.52e−29 6.70e−28 6.52e−29 8.72e−27 6.71e−28 8.72e−27 9.84e−26 1.02e−28
加权活性值 6.38e−28 2.88e−30 4.77e−28 1.48e−27 1.97e−25 4.77e−28 3.86e−28 8.50e−28 4.77e−27
位置

(2,1,7)

(3,1,7)

(1,2,7)

(2,2,7)

(3,2,7)

(1,3,7)

(2,3,7)

(3,3,7)

海流因子
0.1102
0.7858
9.0748
1
9.0748
0.7858
0.1102
0.0214
活性值
1.28e−27 1.39e−26 1.28e−27 1.68e−26 1.93e−25 1.39e−26 1.93e−25 2.33e−24
加权活性值 1.41e−28 1.09e−26 1.16e−26 1.68e−26 1.75e−24 1.09e−26 2.13e−26 5.00e−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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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于三维状态下可能的空间爆炸问题, 空
间的栅格数量急剧上升所带来的计算量增加,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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