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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集群智能逃逸控制算法与仿真

王辉 1 顾村锋 1 王波兰 1 顾龙飞 1 穆维民 1

摘 要 为应对各式防空武器对无人集群飞行器突防构成的严重威胁,在无人集群飞行器飞行行为研究的基础上,从常规防空
导弹/防空无人机武器所用的寻的追踪原理出发,探索了一种新型的逆向视线转率逃逸算法. 经仿真研究表明,提出的逃逸控制
算法可以使集群飞行器有效完成逃逸机动,并且在防空武器拦截失败后,自动恢复阵型并继续按既定使命任务地点方向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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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rious types of air defense weapons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penetr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essential flight behavior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from the tracking principle commonly used by general air defense missiles or
unmanned aircraft weapons, a new type of escaping algorithm which is based on the reverse of line-of-sight rate, is explore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escaping control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help the aircraft swarm complete the escaping maneuver, and
after the air defense weapon fails to intercept the target, it automatically recovers the formation and continues to fly at the intended
location to continue the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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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主要
用于执行 “枯燥的、恶劣的、危险的、纵深的”(Dull,
Dirty, Dangerous, Deep, 4D)任务[1] . 随着计算机科
学与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无人机技术与产业得到快
速发展,在军用领域和民用领域都开始发挥重要作
用[2] . 使无人机真正具有实战化应用前景的技术主
要来自于智能化态势感知与集群协同控制技术[3] .
无人机集群协同控制广义上的定义是指不同的无人

飞行器,围绕同一个作战任务,通过网络通信与信息
搜集、交汇、计算等过程, 自主完成动作配合的过
程[4] . 狭义的集群协同控制是指多个无人个体基于
通信条件下,通过群控算法,保持最佳姿态队形飞行
直至完成任务需求的过程. 2018年 1月 6日,俄罗斯
驻叙利亚海空军基地遭到 13架不明身份的无人机攻
击,展示出无人机蜂群战术的巨大潜力[5] . 目前随着
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无人机的自主能力还在不断
发展,美国的 DARPA启动的 “小精灵” 项目甚至赋
予了无人机集群空中投放与回收功能,无人机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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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的结合将极大地改变未来战场作战样式形态[6] .
另一方面, 世界各国都在着力研究制衡无人集

群的技术手段,目前拦截无人机的技术手段有传统
的火炮、导弹等方式,还有新型的高功率微波、电子
干扰、网捕导弹、武装直升机[7] 等武器. 作为无人机
本身而言它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也越发恶劣,在集群
飞行的条件下做到自主智能的逃逸尚无有效的控制

方法[8] . 本文在无人集群飞行器飞行行为研究的基
础上,从常规防空导弹/防空无人机武器所用的寻的

追踪原理出发,探索了一种新型的逆向视线转率逃
逸算法.

1 无人集群基本运动行为

为了定量阐述无人集群与拦截导弹的相对运动

关系,引入拦截坐标系 OXYZ,其定义如下: O为发射
瞬时导弹质心在地面上的投影; OX为在过原点的水
平面上,指向导弹发射瞬时无人集群目标几何中心
在水平面内的投影方向; OY为在包含 OX轴的铅垂
面内,与OX轴垂直,向上为正; OZ为垂直于 XOY平
面,按右手定则确定指向.该坐标系可认为是与大地
固连的惯性坐标系,将其平移至拦截导弹位置,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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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坐标与变量定义

在此坐标系基础上, 对无人集群的飞行行为进
行数学建模.

1.1 一般运动模型

将 无 人 集 群 和 导 弹 的 位 置 定 义 为[
xm, ym, zm

]
,
[
xt, yt, zt

]
, 将两者的速度矢量用速度

大小和速度俯仰角和速度偏航角 (绕 Y轴正向为正)
来定义,即 {Vm, θcm, ψcm}、{Vt, θct, ψct}. 将第 i 个无人
目标飞行器与拦截导弹位置进行连接,构成一条视
线,其在拦截坐标系中的角度用视线俯仰角和实现
偏角 (绕 Y轴正向为正)来表示,即 {qv,qh}.

忽略重力, 易知任意一个目标的运动学方程和
动力学方程如下:



ẋt = Vt cosθt cosψct

ẏt = Vt sinθt

żt = −Vt cosθt sinψct

(1)



V̇t = 0

ψ̇ct = − nzt

Vt cosθt
g

θ̇t =
nyt

Vt
g

(2)

其中, nzt 和 nyt 分别为该目标的横向和纵向机动过

载,由无人集群控制策略确定.

1.2 集群基础飞行行为

为了保证集群系统正常飞行和在遇到障碍或偶

然干扰时具备队形重构的能力,借鉴群智能思想,将
集群系统内部成员的基本飞行包括: 内聚、跟随、自
导引、分散和同盟[9] .

1)内聚: 集群飞行指令中的内聚分量可以使系
统内部成员相互靠拢,不至于某个个体距离太远以
至于掉队. 其算法原理是生成指令让无人机的速度
朝着可探测友方成员的几何中心飞行. 为了避免碰
撞,若当前成员距离群体质心距离小于最小安全距
离时,内聚作用消失.

2)跟随: 集群飞行指令中的跟随分量可以使系
统内部成员之间保持一个前后有序的阵型. 其算法

原理是生成指令,让其速度矢量指向距离其最近的
两名成员的几何中心.

3)自导引: 集群飞行指令中的自导引分量可以
使系统内部成员朝着任务系统指定的区域飞行. 其
算法原理是生成指令,让每个个体的速度矢量指向
目标区域点的坐标.

4)分散: 集群飞行指令中的分散分量可以使系
统内部成员相互远离. 飞行器保持一定的最小安全
距离是必要的,这不仅是确保成员个体之间不会因
为偶然因素导致相互碰撞,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面对
敌方拦截武器的面杀伤火力时,尽量减少损耗[10]. 其
算法原理是生成控制指令,当自身周围存在距离小
于 smin 的成员时,产生指向这些成员反方向的过载
指令. 若当前成员距离群体所有个体中距离小于的
那个成员之间的距离大于安全作用距离时,分散作
用消失.

5)同盟: 集群飞行指令中的同盟分量可以使系
统内部成员的飞行速度趋于一致,保持整齐稳定的
飞行阵型. 其算法原理是生成指令,使自身的速度矢
量指向全体个体的平均矢量方向.

2 无人集群逃逸控制算法

无人集群飞行器的主要威胁来自于防空导弹和

反无人飞行器,采用破片火力硬毁伤或者近年来才
发展起来的弹射网捕集群成员的软杀伤手段[11]. 无
人集群飞行器必须采取有效的逃逸措施,以保证自
身生存与使命任务的顺利完成. 当集群成员感知防
空导弹或反无人机威胁时进行实时自主逃逸,在威
胁警报解除后,无人集群需要自主完成阵型重构[12].

2.1 导弹寻的导引原理

现代防空导弹或反无人机飞行都采用自主或

半自主寻的导引, 常采用的是经典比例导引或者
各式改良后的比例导引律[13], 且采用过载控制[14].
三维比例导引律从三维空间来看, 根据定义有[15]:
nnn= N

g |Vr | (ωωω × lll ). 式中: nnn为过载矢量; N为有效导航
比; Vr 为相对速度大小; ωωω为视线角速度矢量; lll 为沿
着视线方向的单位矢量.
而寻的导引的过载指令通过控制系统作用到导

弹上,使得导弹与目标在理想状态下呈现平行接近
的状态. 即导弹寻的的导引原理是,使得被追踪的目
标与自身的视线角速度为零,利用自身的速度优势,
逐渐接近目标,最后通过直接碰撞或在目标附近无
线引爆炸药.

2.2 逃逸控制算法

根据导弹寻的导引的原理, 当导弹和无人集群
成员的视线角速度很小时,说明两者在平行接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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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被打击的威胁;当两者的视线角速度较大时,说
明导弹的脱靶量在变大,追踪弹道不收敛,目标处于
较安全的状态. 基于这个原理,考虑采取如下逆向视
线转率逃逸算法:


nyt = Nasign (q̇v) q∗Vt/g

nzt = −Nasign (q̇h) q∗Vt/g
(3)

其中, nyt、nzt为竖直平面与水平内的逃逸过载指令,
Na为逃逸比例系数, sign为取符号运算符, q̇v、q̇h分

别为俯仰视线角速度和偏航视线角速度, q∗ 为期望
的逃逸相对角速度, Vt 为无人机成员自身与拦截器

的相对飞行速度标量, g为重力加速度.
将集群基础飞行行为与上述逃逸行为进行结合,

可以得到无人集群成员逃逸的算法:


nyt =

(
k

p∑
m=1

τm
(
θdm − θ

)
+ τp+1sign (q̇v) q∗Vt

)
/g

nzt = −
(
k

p∑
m=1

τm
(
ψdm − ψ

)
+ τp+1sign (q̇h) q∗Vt

)
/g

(4)
其中, p为基础飞行行为的个数, τ 为某一飞行行为
的权重系数;当某一成员感知到威胁时, τp+1系数取

某一正数,否则取 0,即不进行逃逸机动.某一成员感
受到威胁的定义是,当机上传感器检测到附近一定
距离 ρc内存在敌方目标,这个距离应该明显小于传
感器探测距离 ρ.

3 仿真

为了验证无人集群飞行器的基础飞行行为和逃

逸飞行行为可以有效规避敌方拦截手段,对一定条
件下的工况进行仿真,包括基本飞行行为和逃逸仿
真飞行行为.仿真对抗双方是机动能力相当的低速
飞行无人机.仿真参数设置如表 1.

表 1 仿真参数设置

仿真参数 值 仿真参数 值

开始逃逸距离 2000 m 拦截器最大机动能力 3 g

无人机探测距离 5 000 m 拦截器飞行速度 50 m/s

集群个体安全距离 100 m 集群个体飞行速度 40 m/s

期望的逃逸视线角速度 5˚/s 集群初始投放斜距 10 km

目标最大逃逸过载 2 g 内聚参数 0.1

跟踪参数 0.05 导引参数 3.5

分散参数 0.3 同盟参数 0.6

逃逸参数 6.2

表 1 中的 “内聚参数”、“跟踪参数”、“引导参
数”、“分散参数”、“同盟参数”、“逃逸参数” 即为式
(4)中的权重系数 τ.

3.1 基本行为仿真

为了对内聚作用进行效果仿真, 选取仿真条件
如下: 集群个数 3个,集群个体初始投放间距 200 m,
内聚规则作用前后的对比如图 2所示.

(a)作用前

(b)作用后

图 2 内聚行为对比图

可以看到在内聚行为规则作用前, 梯队始终保
持相互之间 200m左右的初始间距,当内聚行为作用
后,集群个体之间的距离迅速收拢到最小安全距离
100 m左右.跟随行为与内聚作用类似,不作赘述.
为了体现分散行为规则的作用效果,设定集群

个体初始投放间距 50 m,集群目标个数 6,分散规则
作用前后对比如图 3所示.
可以看出,分散规则作用前的集群之间距离一

直处于安全距离以内,并未分开,而分散规则作用后
集群在一定波动后可以控制在理想距离附近.
为了体现同盟行为的规则作用效果,设有 6个

数量规模的集群无人机,同盟前后的飞行队伍对比
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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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作用前 (b)作用后

图 3 分散行为对比图

(a)作用前 (b)作用后

图 4 同盟行为对比图

从图 4可见,同盟规则使得集群内所有个体的
速度矢量呈现一致的状态,该规则保证了无人集群
按一定的编队飞行而不至于相互发散.
为了体现自引导行为规则的作用效果,设定无

人集群的任务目标位置为 xI =-1000 m; yI =500 m;
zI = 0 m,观察自引导规则作用前后的区别如图
5所示.
从图 5可见,自导引规则使得集群不仅可以在

协同飞行的过程中飞向预定任务目的地,而且有使
得集群队伍更加协调一致的作用,即共同的作战目
标使得整个集群飞行更加稳定.

3.2 逃逸行为仿真

拦截器导航比取 2.5,拦截器选取对己方威胁最
大的目标进行拦截,观察集群目标在逃逸控制算法
控制下的飞行动作.

有拦截武器拦截, 但无人集群未逃逸和逃逸的
对比如图 6、图 7所示.
从图 6可见,若目标不作逃逸机动,则很容易被

拦截.
从图 7可见,集群目标一开始投放间距较小,此

时为了保持安全,分散作用开始起效,使个体间拉开
安全距离;飞行时间在 90 s之前时,由于无人集群尚
未探测到拦截器威胁,通过跟随与同盟以及自导引
规则正常飞行;当过了 90 s,无人机感知到拦截武器,
逃逸行为触发,并迅速按照逃逸策略控制飞行器进
行机动逃逸,为了保持阵型,内聚与同盟依旧发挥作
用; 当飞行时间到 120 s时, 拦截器过靶, 拦截失败,
集群个体完成逃逸并依照自导引等基础飞行行为按

原定目的地继续执行任务.整个过程表明所提逃逸
控制算法与基础飞行行为能有效配合,控制无人集
群进行机动逃逸与队形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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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作用前 (b)作用后

图 5 自导引行为对比图

(a)外弹道 (b)姿态角

图 6 目标无逃逸

(a)飞行 90 s (b)飞行 95 s

www.jc
2.o

rg.
cn



170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6卷

(c)飞行 120 s (d)飞行 200 s

图 7 集群机动运动图

4 结论

针对无人集群飞行器的阵型保持与威胁躲避

问题,本文研究了各种基础飞行行为对阵型的影响,
并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逆向视线转率逃逸算法. 研究
结果表明: 1)无人集群的同盟和自导引对飞行稳定
性和阵型一致性具有重要调节作用,而内聚跟随和
发散则对控制集群个体之间的间距具有重要影响.
2)所提逃逸控制算法可以有效完成逃逸与阵型自重
构,对协同控制工程领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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