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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脑发育无人机防碰撞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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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无人机的大量普及, 对无人机在密集动态环境中的防碰撞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 论文针对密集动态环
境中碰撞威胁模式复杂多变的特点, 设计了无人机的自主心智发育型防碰撞控制架构, 建立了可自主发育的威
胁–规避映射关系, 构建了威胁模式知识库和规避策略知识库, 进而提出了基于自主心智发育的无人机防碰撞控制
方法. 通过将有效可信的知识不断导入发育器进行发育, 可以持续提高无人机应对密集动态障碍的防碰撞能力. 仿
真对比实验表明，本文方法不仅能快速构建安全避障航路, 而且算法效率随知识库的扩充而提高, 能够极大提高无
人机在密集动态障碍环境中飞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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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ain-like mechanism for developmental UAVs’ collision 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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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 there are crowded with hundreds of UAVs which, as dense dynamic obstacles, produce serious challenges for UAVs’ safety. To avoid the flight-risk
in this complex and changeful environment, we first design a mechanism for autonomous mental development UAVs, then
developmental threat-avoid mapping, threat pattern base and avoid strategy base are constructed. So a control strategy on
the basis of autonomous mental development is proposed. And UAVs’ ability of avoiding collision in dense and dynamic
environment is improved through continuous importing reliable knowledge to developmental unit. Through comparing
simulation results of experiments, we find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not only react fast to dense obstacles and design a
safe path with avoidance quickly, but als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lgorithm with accumulating of knowledge base, thus
improving the safety of UAVs flying in dense dynamic obsta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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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家低空开放政策
的实施[1] , 城市中将会穿梭大量的无人机进行搜索救
援、货物运送以及安保等活动. 而城市中的复杂密集
动态障碍对无人机的安全飞行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传
统的障碍规避方法, 如A*算法[2–3] 、D*算法[4] 以及基
于图论的Voronoi图[5–6] 、Laguerre图[7–8] , 均是在环境
信息已知, 并且可以对障碍物简化为质点或者圆形的
情况下进行的飞行. 但由于城市可飞空间狭小, 高层
障碍密集, 对于动态障碍无法提前获取障碍信息, 因

此很难将传统的方法应用到城市环境中进行安全飞
行.
Vanek B提出一种模型预测控制算法, 解决在动态
环境中面对密集障碍物的有限时间内避障问题[9] . 魏
铁涛等在综合分析动态环境下航迹规划问题特点基
础之上, 提出避障方法, 使飞行器提前对动态障碍做
出反应[10] 类似的研究还有文献[11]. Khatib O提出一
种实时流体法进行多个不规则障碍的避障方法[12] . 类
似的避障方法还有进化算法[13–14] 、蚁群算法[15] 以及
遗传算法[1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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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高级智能算法
被应用于各个领域来解决利用传统算法所无法解决
的问题. 人们仿照生物的思想机制去构建新的基于学
习和经验的增量式发育算法[17] , 让机器对环境从陌生
到熟悉, 最后根据环境进行路径的选取, 这为密集动
态环境下的障碍规避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Simmons在Brooks行为假设准则[18] 之上, 构建了
一种基于行为决策控制的自主行走机器人, 可以探索
并记录陌生环境规划出避障路径, 达到让机器人不断
学习陌生环境的目的[19] . G Sandini, G Metta 等[20] 仿
照人的思维方式, 构建了认知发育机器人, 用来增量
式丰富自身知识. 高颖、陈东岳、张立明[21] 在研究增
量式特征提取和自主发育算法的基础上, 实现了移动
机器人对环境的主动辨别和认知.
尽管这些发育学习机制在解决威胁规避策略方面
有明显优势, 但一般都是将所学习到的障碍规避知识
存储并在需要使用时进行提取, 当发育学习时间过长,
会产生数据灾难. 并且对于突发动态威胁, 这种常规
的发育避障方法需要长时间的搜索计算, 并不符合对
于密集动态障碍中短时效避障的要求. 针对密集动态
障碍这种特殊环境, 有必要引入新的发育学习机制来
解决上述问题.

2 问题描述
无人机面对的复杂环境如图1所示. 一方面, 由于
动态障碍的不可预测性, 因此无人机不能提前置入航
点信息, 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机载传感器进行实时障碍
规避; 另一方面, 由于密集动态障碍的复杂多变性, 对
无人机的防碰撞算法的时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若无
人机时刻都在根据底层障碍规避算法找寻安全航路,
不仅对于同一种环境重复计算浪费了资源, 且计算时
间长, 不能满足密集障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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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心智发育的无人机防碰撞控制机理

当人身处密集动态环境, 会无意识的规避障碍, 这
是因为在以往的经历中, 已经过了相似的障碍场景.
再次遇见复杂障碍环境, 直接由肢体产生防碰撞动作,
而不是经由大脑判断再输出动作信号到肢体, 这是因
为人已经将相似的碰撞环境记忆, 形成“条件反射”
防碰撞机制, 如图2所示.

图 2 “条件反射”防碰撞机制
Fig. 2 Collision avoidance mechanism based on
conditioned reflex

人之所以能够从复杂环境中自主的发育并进行障
碍规避, 是因为大脑中的条件反射机制. B Girard 等
人[22] 从人脑功能结构提出一种基于脑基底核的动作
选择模型, 反映出了人能够快速对周围障碍进行动作
规避的脑部功能, 如图3所示. 其中前额叶/大脑皮层
用来储存知识并管理防碰撞知识之间的映射关系, 基
底核形成避障策略动作, 丘脑从外部环境中感受信号
输出并在脑中形成障碍模型, 为避障提供外界障碍环
境.

图 3 基于条件发射的防碰撞脑部机制
Fig. 3 Brain mechanism based on conditioned-reflex

图 1 密集动态障碍环境示意图
Fig. 1 Flying environment filled with dense and
dynamic obstacles

基于上述模型,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无人机心智
发育防碰撞控制结构, 如图4所示, 在底层无人机威胁
规避算法基础之上, 构建无人机避障所需要的威胁模
式知识库、规避策略知识库以及两者之间威胁–规避
映射关系知识库. 当无人机每进行完一次避障行为之
后, 判断障碍规避是否有效. 通过大量仿真密集环境
下的避障, 不断扩充无人机避障行为知识库, 最终使
无人机在遇到突发威胁时, 不通过底层耗时过长的障
碍规避算法就规划出障碍规避路线, 极大提高了无人
机在密集环境中飞行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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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无人机心智发育防碰撞控制结构示意图
Fig. 4 Control mechanism with collision avoidance based on mental development UAVs

4 防碰撞自主心智发育器设计与实现
4.1 丘脑 : 规避策略知识库
在构建无人机的规避策略时, 首先应该考虑无人
机的飞行模式. 根据文献[23–24]可知, 在不考虑四旋
翼的4个旋翼及机臂绕质心转动的情况下, 四旋翼无
人机能被当作一个可操纵质点, 其质点模型可以由无
人机所在坐标位置(xuav , yuav )、航向角θuav 及速度矢
⃗uav 确定:
量V
]
]
[
[
cos
θ
ẋuav
uav
⃗uav |
.
(1)
= |V
sin θuav
ẏuav
本文根据四旋翼无人机的飞行特点, 对无人机的
飞行进行栅格化建模, 如图5所示的无人机栅格模型,
将无人机自身所在点简化为一个栅格, 假设无人机每
次飞行长度为一个栅格区间, 在无人机周围均无障碍
物的情况下, 其可以有8个方向进行飞行.

防碰撞基础之上所选择的栅格组合成一条安全栅格
化航路, 即无人机防碰撞得到的安全飞行动作选择序
列集:

A = {a1 , a2 , · · · , an },

(3)

其中ai ∈ Actions, 为无人机所执行的动作行为.
易得规避策略知识库为所得到的规避策略集合:

AB = {AS1 , AS2 , · · · , ASk }.

(4)

在无人机的飞行过程中, 无人机不断规避障碍得
到防碰撞策略, 并且将所得到的规避策略加入到规避
策略知识库中, 不断充实知识库, 发育自身. 则防碰撞
策略发育即为规避策略知识库的一个不断增量知识
积累的过程.

4.2

基底核: 威胁模式知识库

假设机载传感器所探测到的第 k 个障碍物位置
(ρk , ϕk ), 其速度矢量为(vk , θk ), 则可以对障碍k 描述
为obk = (ρk , ϕk , vk , θk ), 其 中: ρk , ϕk 为 第k 个 障 碍
物相对无人机的距离和方向, vk , θk 为第k 个障碍物相
对无人机的运动速度大小与速度方向. 为方便公式化
描述, 设定障碍ob可用下式描述:

ob = (A1 , A2 , A3 , A4 ),

(5)

其中A1 至A4 分别代表障碍的4个描述属性.

图 5 无人机栅格模型
Fig. 5 Gridding model of an UAV

因此无人机的规避行为下式所示, 有8方向自由
度:

对第q 个属性的确定属性值x0 , 可找到对应模糊集
的隶属度函数 Aqp (x0 ), 采用最大隶属度原则对确定
值x0 进行模糊集的确定, 将隶属度函数换分为N 个模
糊集, 若记
N
∨
{Aqp (x0 )},
(6)
Aqp (x0 ) =
q=1

Actions = {UL, U, UR, L, R, DL, D, DR}. (2)

则认为x0 属于模糊集Aqp , 即x0 ∈ Aqp , 且(1 6 p 6 N ).

在无人机的飞行过程中, 通过对这些基础飞行动
作的序列组合, 可得到一条障碍规避策略的航路为在

在障碍环境中, 各障碍可能会具有不同的速度、飞
行方向等. 为对障碍进行分类, 定义障碍模式为对障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178

碍所划分的模糊集构成的分类模式. 为比较障碍k 与
障碍l 之间是否属于同一障碍模式, 引入贴近度函数.
假设两个障碍第i个属性构建贴近度函数σi :
1
σi (Aik , Ail ) = [Aik · Ail + (1 − Aik × Ail )],
2
(7)
式中: Aik 表示障碍k 第i个属性的最大隶属度模糊集,
Ail 表示障碍l第i个属性的最大隶属度模糊集, Aik ·Ail
与Aik × Ail 分别表示这两个模糊集的内积与外积(如
对两个障碍的ϕ属性，贴近度函数的含义为两个障碍
物与无人机在方向上的贴近性, 贴近度越大, 则两个
障碍物与无人机的相对方位越贴近).
在一个障碍环境中往往存在多个障碍, 仅判断一
个障碍的贴近度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引入威胁模式的
概念, 定义威胁模式为多个障碍的集合: T P = [ob′1 ,

ob′2 , · · · , ob′k ]′ , 则威胁模式知识库中存储的知识为多
种威胁模式的集合:
T B = {T P1 , T P2 , · · · , T Pk }.

(8)

假设无人机现在所感知到m个威胁, 则威胁模式
为P = [ob′1 , ob′2 , · · · , ob′m ]′ , 为了使无人机不经过底
层高耗时的航路规划算法, 从而快速防碰撞, 需要从
威胁模式知识库中寻找能够包含威胁模式P 的威胁模
式知识, 通过知识库中的映射关系, 直接寻找出安全
防碰撞航路. 设正在与威胁模式P 进行比较的知识库
中的威胁模式知识 Q = [ob′1 , ob′2 , · · · , ob′n ]′ . 为了保

{

fa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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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im(P, Q) > csim ,
0, sim(P, Q) < csim ,

(12)

其中csim 为相似度阈值, 其数值的确定为在仿真程序
中进行大量仿真之后, 对可确定的有效相似度取平均
值之后的可信阈值. 若计算出的相似度大于相似度阈
值, 则认为两个威胁模式相似度高, 可以用数据库中
的威胁模式表示, 不用加入数据库; 否则需要将新的
威胁模式知识加入到威胁模式知识库中.

4.3

大脑皮层: 威胁模式–规
规避策略映射知识库

无人机刚开始根据底层防碰撞算法进行威胁–规
避映射关系的组织, 因此威胁模式与规避策略之间是
一一映射关系. 即对于任意威胁模式T Pk , 存在唯一
的规避策略ASl . 随着映射关系的逐渐积累, 在进行威
胁模式匹配时, 对当前所感知到的威胁模式T P , 有一
定概率可以匹配到相似的威胁模式, 此时并不需要经
过底层航路规划算法即可得到防碰撞航路, 如下式,
即根据障碍环境信息O, 在安全防撞空间Ω 内, 根据映
射关系f 直接输出航路S 的一种匹配选择机制.

S = f (O), O ∈
/ Ω, S ∈ Ω.

(13)

经过威胁模式匹配虽然可以得到安全的航路, 但
并不意味可以构建映射关系(如图6). 对于T P 与 T P3
来说, 虽然规避策略AS1 均能进行防碰撞, 但本质上
对于T P3 的最优防撞航路并不一定对T P 最优.

证能用Q中的障碍完整的代表P , 需要P 中每一个障
碍k 都能在Q中找到相应的贴近度高的障碍l. 即∀obk
∈ P, ∀i(i = 1, 2, 3, 4), ∃obl ∈ Q使

σi (Aik , Ail ) > ci ,

(9)

其中: ci 为障碍第i个属性的贴近度阈值, 当P 中任意
障碍都能从Q中找出对应障碍, 使得所有障碍属性均
大于对应的阈值, 认为威胁模式P 可以用威胁模式Q
表示.
对第i个障碍属性赋予不同的权重值ωi , 引入相似
度的概念sim(P, Q):
4
∑
sim(P, Q) =
σi (Aik , Ail ) ∗ ωi .
(10)
i=1

为从威胁模式知识库中选择与威胁模式P 最为相
似的模式Q0 , 将P 与威胁模式知识库中所有威胁模式
进行匹配比较, 选择相似度最大的威胁模式作为最佳
相似匹配模式Q0 :

if max (sim(P, Qk )), Q0 = Qk .
∀Qk ∈T B

(11)

最后, 利用知识库增量判断函数fadd , 判断是否应
该将新学到的威胁模式知识加入到知识库中:

图 6 威胁–规避映射匹配结构
Fig. 6 Structure of threat-avoid mapping

而心智发育的映射关系是一种增量式增长的学习
机制, 不仅根据障碍模式直接输出规避策略, 并在障
碍模式增量的基础上动态改善威胁–规避映射匹配结
构, 即

S = f (O, ∆O), O ∈
/ Ω, S ∈ Ω.

(14)

改进威胁–规避映射匹配结构如图7所示, 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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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自主心智发育的防碰撞方法

上即时规避, 线下寻找最优”.

根据本文所构建的无人机自主发育模型, 可以构
建发育防碰撞方法流程图如图8所示.

6 仿真与分析

图 7 改进后的威胁–规避映射匹配结构
Fig. 7 Improved structure of threat-avoid mapping

为测试基于自主心智发育的动态防碰撞的算法性
能, 将本文方法与 4 种具有代表性的智能认知算法进
行比较, 即文献[25]中的蚁群算法、文献[26]中所提出
的认知博弈防碰撞算法、文献[27]提出的增量分层判
别回归算法 (incremental hierarchical discriminant regression, IHDR)无人机路径规划方法, 以及文献[28]
中所提出的模糊控制专家系统方法. 仿真实验环境为:
MATLAB 12.0, 3.3 GHz 主频的 Inter Core i3 处理器,
以及Windows XP操作系统.
首先需要对发育器进行训练. 在仿真环境中构建
多个动态环境, 用于无人机的基本防碰撞发育. 假设
无人机机载传感器有效探测距离 10 m, 飞行速度
2 m/s, 训练场景为在无人机探测范围内随机出现的动
态障碍, 且各个属性的贴近度阈值与障碍模式的相似
度阈值如表1所示.

图 8 基于自主心智发育的防碰撞方法
Fig. 8 Collision avoidance algorithm based on autonomous ment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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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贴近度与相似度阈值
Table 1 Threshold of close and similarity function
函数

c1

c2

c3

c4

csim

阈值

0.9

0.8

0.75

0.85

0.85

通过对无人机的虚拟场景训练, 使无人机知识库
进行扩充, 即“心智发育”. 如图9所示, 选取了12个
不同训练场景样本, 通过基本的防碰撞算法得到最终
规避策略.

图 10 3个知识库与训练场景关系图
Fig. 10 The relation between bases and training samples

发育完成后, 开始进行位置环境下的防碰撞控制
能力的仿真测试. 设定仿真环境为200 m乘200 m的矩
形区域, 并且该区域内存在10个动态障碍, 无人机需
要从起点(0, 0)开始, 经过任务点1 (80, 60)和任务点
2 (140, 140), 最终到达目标点(200, 200).
如图11所示: 红色代表本文自主心智发育的防碰
撞算法, 绿色代表认知博弈算法, 黑色代表蚁群算法.
X 轴、Y 轴表示位置坐标, Z 轴表示时间. 从图中可以
看出, 蚁群算法与认知博弈算法都不能应对密集动态
障碍环境, 这是由于密集动态障碍需要快速防碰撞,
而蚁群算法需要根据动态障碍情况不断重规划进行
航路修正, 认知博弈算法需要繁琐的安全航路计算,
均难以在无人机发生碰撞前规划出安全防撞航路.

图 9 心智发育训练样本
Fig. 9 Training samples for mental development

训练完成后, 通过分析威胁–规避映射与训练场景
的关系, 可以观察发育对于无人机防碰撞发育的影响
如图10所示. 可以看出, 训练场景的数量和最终得到
的知识库中“知识”的数量是不等的, 这是因为引入
了模糊匹配的概念, 将相似的威胁模式、规避策略以
及威胁–规避关系进行了合并, 这样可以在知识库不
断增加的同时对数据进行降维, 从而有效避免数据过
大产生的搜索匹配时间过长, 威胁无人机飞行安全.
如图9(e)和图9(f)的威胁模式相似度经过高达0.87, 图
9(d)和图9(e)的避障策略相似度为0.92, 此时可以在知
识库中用同一种威胁模式(避障策略)进行表述. 但图
9(c)和图9(l)的威胁模式相似度仅为0.3, 则需要分别
构建对应的威胁模式进行知识存储.

图 11 3种算法的威胁规避路径对比1
Fig. 11 Comparison 1 of three paths

如图 12 所示: 红色代表本文方法, 绿色代表认
IHDR方法, 黑色代表模糊控制的专家系统方法. 从图
中可以看出, 基于IHDR的无人机航路规划由于其针
对动态障碍采用k – D树的自下向上搜索方法, 对于单
次避障计算时间较长, 因此在密集动态障碍中并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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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而专家系统严重依赖于专家知识, 如果将无人机
在所有防碰撞环境中的避障策略都完全赋予专家系
统中, 则专家系统可以针对密集动态障碍进行有效的
防碰撞, 但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空间的无限性, 不能将
所有的情况完全进行枚举, 因此无人机很难根据有限
的专家知识进行安全的防碰撞最终到达设定的任务
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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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波, 周焘, 于雷. 基于改进A*算法的飞行器三维航迹规划算法. 系
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2008, 30(2): 324 – 326.)
[3] WANG Dianjun. Indoor mobile-robot path planning based on an improved A* algorithm.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ci and Tech),
2012, 52(8): 1085 – 1089.
(王殿军. 基于改进A*算法的室内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 清华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2012, 52(8): 1085 – 1089.)
[4] MA Lisha, ZHOU Wenhui, GONG Xiaojin, et al. Motion constrained
generalized Field D* path planning.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cience), 2012, 46(8): 1546 – 1552.
(玛丽莎, 周文晖, 龚小谨, 等. 基于运动约束的泛化Field D*路径规
划. 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 2012, 46(8): 1546 – 1552.)
[5] ZHAO Wenting, PENG Junyi. VORONOI diagram-based path planning for UAVs. Journal of System Simulation, 2006, 18(2): 159 – 162.
(赵文婷, 彭俊毅. 基于VORONOI图的无人机航迹规划. 系统仿真学
报, 2006, 18(2): 159 – 162.)
[6] YE Yuanyuan, MIN Chunping, SHEN Lincheng, et al. VORONOI
diagram based spatial mission planning for UAVs. Journal of System
Simulation, 2005, 17(6): 1353 – 1355.
(叶媛媛, 闵春平, 沈林成, 等. 基于VORONOI图的无人机空域任务
规划方法研究. 系统仿真学报, 2005, 17(6): 1353 – 1355.)

图 12 3种算法的威胁规避路径对比2
Fig. 12 Comparison 2 of three paths

而自主心智发育的方法经过仿真环境训练, 对于
相似的场景无需重复计算即可直接得到航路, 可以有
效减少算法计算时间. 在心智发育算法遇到动态障碍
时, 首先根据相似性在障碍模式知识库中寻找相似知
识, 从而选取对应避障策略进行飞行. 若知识不存在,
则根据底层避障算法构建出新的航路, 并在执行完后
加入到知识库中, 这样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库, 最终
可以形成类似“条件反射”的避障行为, 而无需进行
重复计算, 提高了算法效率, 具有更高的实时性.

7 结束语
不同于传统的动态障碍规避算法, 本文通过仿真
学习和场景训练扩充无人机的知识库, 并能够根据每
次实际的防碰撞结果进行在线扩展与学习, 实现发育
的目的. 由于密集动态环境的复杂性, 对于防碰撞知
识仅进行了初步的相似分类, 而如何深入研究知识库
中知识有效降维以及发育算法的实物实现是本文今
后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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