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卷 第 1期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Vol. 6, No. 1

2020年 3月 JOURNAL OF COMMAND AND CONTROL March, 2020

启发式无人机蜂群自组网协议及仿真

郑繁繁 1 张立冬 2 赵浦媛 1 吕欣 1 郝明 1

摘 要 针对传统大规模无人机自组网网络开销过高,以及小型/微型无人机能量受限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蜜蜂采蜜的启
发式无人机蜂群自组网协议,适用于饱和攻击等作战场景.通过仿真分析验证,该协议具有网络结构简单、协同探测时延低、群
体生存时间长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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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high network overhead of the traditional large scal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and the energy-
constrained character of the small UAV and micro UAV, this paper proposes a heuristic UAV self-organizing network protocol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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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群是一种自然界的生物群集行为[1] . 虽然单
个蜜蜂的能力弱小,但蜂群能够完成筑巢、采蜜等复
杂任务,呈现出群集行为的优势. 蜂群这种自然界的
群体智能涌现行为被应用于无人机的集群组网、控

制和航迹规划等[1−4],通过将大量功能简单、造价低
的无人机组成网络的方式来扩展更强大的能力,执
行更复杂的任务.
无人机蜂群是由大量小型化、低成本的无人机

组成的自组织网络. 构成无人机蜂群的单机具有低
成本的优势,同时相应地具有能力弱的劣势,比如载
荷低、探测能力不全面、航程短、智能程度低、打击

能力有限等,但通过自组网的形式构建无人机蜂群,
实现无人机之间的协同探测、分工协作、饱和攻击

等,能有效弥补单机能力弱的劣势,并体现出抗毁顽
存、功能分布化、费效比低等优势.
在无人机蜂群领域,美军已经开展了大量的项

目研究[5−7]. 美国国防部战略能力办公室 2012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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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设立了 “灰山鹑” (Perdix)微型无人机项目. Perdix
无人机具有低成本的优势,它的绝大部分部件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造, 它的长度不足 0.3 m,重量不足
1 kg,由高速飞行的飞机一次性释放且不需要回收.
Perdix无人机低成本的优势可以导致庞大的数量,
从而形成超越敌方探测防御能力的饱和战术优势.
2015年 4月,美国海军实验室测试了代号 “蝗虫” 的
LOCUST低成本无人机集群项目,计划发射上限为
30架舰载自主集群的无人机. LOCUST无人机长 1 m
左右,重 12∼14磅,单机价格在 1万美元以下,属于
一次性无人机. 2016年 4月, 美国正式发布《小型
无人机系统路线图 2016年 −2036年》[8] ,该路线图
凸显了小型无人机蜂群系统的重要意义,并计划在
2036年实现无人机系统集群作战,将以较低成本实
现在多样作战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随着无人机蜂群自组网技术的发展,无人机蜂

群作战在未来战场中将具有重要的军事应用价值.
本文结合自然界蜂群采蜜的群集行为与无人机蜂群

的作战特点和需求,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无人机饱和
攻击场景的启发式自组网协议,并仿真分析了相对
于传统自组网协议的优势,以及针对小型/微型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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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量受限的特点分析了复杂战场环境下无人机蜂

群的生存时间.

1 基于蜜蜂采蜜的启发式算法

观察自然界中蜜蜂采蜜的活动,可以发现无论
在怎样的环境下,蜜蜂都能够高效地找到食物源采
集花蜜.尽管单一个体的蜜蜂能力有限,但蜜蜂采蜜
作为一种群集行为,表现出了强大的处理复杂问题
的能力. 在蜜蜂采蜜这种群体活动中, 各成员的分
工协同、各司其职是关键因素,使得整个蜜蜂群体
涌现出解决复杂问题的高效智能[9] . 受此启发, 2005
年 Karaboga提出了系统的人工蜂群 (Artificial Bee
Colony, ABC)算法[10],并应用于函数的数值优化问
题上,表现出优越的性能.
本文基于 ABC算法模型,将蜜蜂采蜜的群集行

为建模,并应用于构建启发式的无人机蜂群自组网
协议.在 ABC算法模型中,蜜蜂有 3种角色分工: 引
领蜂、侦察蜂和跟随蜂. 在蜜蜂采蜜过程中,这 3种
角色的具体职能如下所示:

1)引领蜂: 引领蜂的数量一般与食物源的数量
相对应.引领蜂记录食物源的有关信息,如距离蜂巢
的方向、远近、食物量的多少等,并分享给其他蜜蜂.

2)侦察蜂: 侦察蜂的职责是负责对食物源进行
探索,在蜂巢附近搜索新的食物源. 根据经验,蜂群
中侦察蜂的数量约占整个蜂群数目的 5 %∼20 %[3,9].

3)跟随蜂: 蜂群中跟随蜂的数量最多,但它们不
主动搜索食物源,它们只在蜂巢附近等待,当引领蜂
分享食物源信息时,根据食物源信息选择认为合适
的引领蜂并跟随到食物源采蜜.
在蜜蜂采蜜的群集行为中, 信息交换在群体智

能涌现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蜜蜂通过在蜂巢附近的
舞蹈区进行信息交换,获得食物源信息的蜜蜂 (引领
蜂) 通过一种动线为 8字型的摇摆舞描述食物源的
信息,招募在蜂巢附近等待的蜜蜂 (跟随蜂) 去食物
源采蜜.通过信息交换,蜜蜂在工作角色之间进行灵
活切换,最终目的是获取最大化的采蜜量. 在自然界
的生物模型中,蜜蜂在 3种角色分工之间存在切换
行为[3−4],如下所示:

1)侦察蜂探索到食物源后,采蜜回到蜂巢,这时
它可以切换为引领蜂,通过摇摆舞分享食物源信息,
招募跟随蜂到食物源采蜜; 或者在获取其他引领蜂
的更大食物源信息后,放弃现有的食物源,切换为跟
随蜂.

2)引领蜂即记录有食物源信息的蜜蜂,探测到
食物源信息的侦察蜂或跟随蜂都可以切换为引领蜂,
但引领蜂的数量一般与食物源的数量相对应.引领
蜂在回到食物源前,可以通过摇摆舞为它探索到的

食物源招募更多的蜜蜂,或者放弃记录的食物源信
息,切换为侦察蜂或跟随蜂.

3)跟随蜂在蜂巢附近等待,通过观察引领蜂的
摇摆舞获取食物源信息,其中花蜜越多的食物源被
跟随蜂选择的概率也就越大.跟随蜂在前往选中的
食物源采蜜过程中,若探索到更好的食物源,也可以
切换为侦察蜂或引领蜂.
将引领蜂、侦察蜂和跟随蜂等效为蜜蜂采蜜活

动中存在的 3种状态,蜜蜂在以上 3种角色的分工协
作与角色切换可以用如图 1所示的状态图表示.

图 1 生物模型中蜜蜂 3种角色的切换

综上所述,蜜蜂采蜜的群集行为有如下特点:
1)一种自然的高效算法. 利用自然界中简单生

物自发形成的生存规则,可以构造合理有效的启发
式算法,用于解决复杂的问题.

2)多角色分工机制.蜜蜂在采蜜过程中有不同
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必然带来效率的提升,可以有
效节省群体的能量消耗同时获得更多食物量.

3)协同工作机制.蜜蜂通过摇摆舞进行信息交
换实现协同工作,优先选择更为丰富的食物源,形成
正反馈效应,加快获取最大化食物量的速度.
基于以上特点,将蜜蜂映射为无人机,食物源映

射为敌方目标,通过对蜜蜂采蜜的群集行为进行建
模,构建启发式的自组网协议,能够应用于无人机蜂
群对敌方目标的高效打击.无人机蜂群天然具备应
用启发式自组网协议的基础,如下所示:

1)与自然界蜂群类似,无人机蜂群是由能力对
等节点构成的自组织网络,通过集群的方式获得完
成复杂任务的能力.

2)无人机蜂群的节点可以实现不同的角色等级
分类,拥有不同的网络参与权限.

3)无人机蜂群的节点之间存在交互协议,无人
机蜂群节点的角色等级可以实现自主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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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发式无人机蜂群自组网协议

2.1 应用场景

设定如下应用场景: 由大量小型/微型低成本无

人机组成蜂群网络,针对敌方一个或多个目标进行
饱和打击.网络中每架无人机都拥有对等的能力 (鉴
于低成本的限制,对敌方目标的探测能力, 如红外、
光电、雷达等,可分布式配置在多架无人机上),我方
指挥站只需要告知其中一架无人机关于敌方目标的

初始信息,无人机群即可自组织形成蜂群网络对目
标发起攻击.无人机蜂群具有多目标打击能力,在攻
击目标的过程中,无人机蜂群保持对新目标的探测
以及打击.无人机蜂群可完成对敌方目标的协同探
测、持续跟踪、精确打击和毁伤评估等一系列作战

流程.

2.2 基于蜜蜂采蜜的分工协同机制

将无人机的打击目标与蜜蜂的食物源相对应,
在无人机蜂群中,可以基于自然界蜂群中引领蜂、侦
察蜂、跟随蜂的角色分工, 定义无人机蜂群中引领
机、侦察机、跟随机的角色分工.如图 2所示,图 2为
自然界蜂群与本文定义的无人机蜂群的角色分工对

应关系.

图 2 自然界蜂群与无人机蜂群的角色分工对应关系

其中,无人机蜂群具体的角色分工如下:
1)引领机:即 “引领蜂” 无人机,其任务是掌握目

标信息,对侦察机周期汇报的探测信息进行融合处
理,并分发融合后的目标信息,达到精确跟踪的目的.
引领机的数量与敌方目标 (或作战任务)的数量对应,
如在针对单一目标的打击任务时只需要配置一架引

领机.引领机的数量决定网络的类型为单簇或多簇
的网络.

2)侦察机:即 “侦察蜂” 无人机,其任务是对目标
进行持续探测,周期向引领机汇报目标探测信息.每
架引领机需要配置多架侦察机配合完成对目标的协

同侦察任务.侦察机的数量在网络中有限制,因为无
人机蜂群饱和攻击时,无人机之间的相对距离较近,

各无人机获取的目标探测信息具有较大的相关性,
探测节点的数量与目标估计误差之间呈指数幂关系,
随着探测节点数量的增多,目标跟踪精度的提升效
果显著降低[11]. 所以在整个无人机蜂群网络中,只需
要有效数量的侦察机对目标进行协同探测即可提供

对目标的精确跟踪和定位能力.
3)跟随机:即 “跟随蜂” 无人机,其任务是保持监

听引领机发布的目标信息以及打击指令,随时准备
对目标进行打击.如存在多个打击目标时,跟随机根
据各引领机发布的敌方目标信息,自主选择较大价
值的目标进行打击.跟随机可选择执行或不执行目
标探测任务.跟随机进行目标探测的频率较低,且未
探测到新目标时不进行任何操作,若探测到新目标
可自举成为引领机.
引领机、侦察机和跟随机的角色因分工不同导

致各类型无人机的功耗不一致,为保证无人机蜂群
的整体攻击能力, 三者角色之间应可以切换. 同时,
无人机蜂群受到敌方攻击,容易出现部分无人机被
干扰或击毁等状况,为维持无人机蜂群功能的完整
性,关键角色 (引领机、侦察机)需要具备替补成员,
无人机应具备角色自主切换的能力.
如图 3所示,无人机蜂群的 3种角色分工之间的

切换需要至少满足以下规则:
1)由于引领机和侦察机担任的任务多,功耗相

对较大,当其自身能量消耗至一定阈值时,角色即切
换为功耗更低的侦察机或跟随机.

2)能量富裕的无人机通过被指定或自举的方式
切换为功耗更大的角色.如引领机或侦察机可以在
事先或依规则指定某跟随机为自己角色的替补机,
这样在其被击毁或能量低于阈值后能够快速恢复网

络功能的完整性.
3)跟随机能够通过自举成为引领机或侦察机,

通常发生在无人机蜂群受到敌方打击或干扰而导致

网络分裂的时候. 另外,跟随机若探测到新目标,可
以自举成为引领机.

图 3 无人机蜂群模型中无人机 3种角色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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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无人机蜂群自组网结构

无人机蜂群采用 TDMA 工作方式,按照如图 4
所示的时帧结构组成单簇或多簇的星型结构自组织

网络,用于支持多目标或多任务的应用. 在一个时帧
中,时隙主要分为引领机时隙、侦察机时隙和跟随机
时隙 3类,这 3类时隙在时帧中均匀分布.无人机蜂
群根据其成员的角色分工分配时隙资源,分配规则
如下所示:

1)引领机时隙: 引领机在网络中的作用相当于
簇首节点,负责对侦察机获取的探测信息进行融合,
发布目标信息以及打击指令等. 引领机在网络中的
任务众多,以及为保证协同打击的低时延,需要分配
较多的时隙资源. 因此,引领机时隙具有最短的循环
周期.

2)侦察机时隙: 一架引领机可配置的侦察机最
大数量对应于一帧中分配的侦察机时隙数量 N.为保
证协同探测的低时延要求,侦察机时隙分配的数量
较多,用于及时向引领机汇报目标探测信息.

3)跟随机时隙:跟随机进入网络后,绝大部分时
间处于无线电静默状态,保持监听引领机发布的目
标信息以及打击指令. 跟随机在整个蜂群中占绝大
多数, 但分配的时隙数量最少, 时隙循环周期最长.
跟随机时隙主要用于维护在网状态.

2.4 无人机蜂群低时延协议

无人机蜂群的作战需求是协同探测与打击,通
过群体智能涌现的方式,有效规避单无人机能力弱
小的缺点. 协同探测与打击的必要前提是端到端的
低时延保证,而通过无人机蜂群的分工协同机制能
有效降低 TDMA 网络中的端到端时延.

TDMA 网络中,节点的相邻时隙间隔决定了节
点的传输时延. 无人机蜂群通过角色分工,只有侦察
机与引领机需要低时延保证. 其中,侦察机的最大时
隙间隔应不大于其探测信息的获取周期,保证探测

信息无堆积; 引领机的最大时隙间隔应不大于侦察
机最小的探测信息上报周期,保证信息融合的及时
性. 而跟随机主要处于静默监听状态,只需要极少量
的时隙用于维护在网状态.
首先,如图 4所示的无人机蜂群时帧结构中,引

领机与侦察机可以获得更大的时隙分配权限,能够
分配得到一个时帧中的绝大多数时隙.同时,引领机
与侦察机的数量相对较少,它们有能力获得足够小
的时隙周期.
其次,引领机作为网络的整体或局部中心节点,

可成为侦察机的时间基准节点. 因此,通过合理设置
时隙起点,使得侦察机的目标探测与信息发射的时
间匹配,在侦察机获得探测信息后无需等待即可发
射,从而进一步降低节点的端到端时延.
最后,引入动态时隙分配机制,如图 4所示的无

人机蜂群时帧结构中加入竞争时隙,竞争时隙不固
定分配,在使用时通过概率竞争获取,仅用于低时延
业务的传输.动态时隙分配可以保证网络拓扑动态
变化时的低时延,尤其在受到敌方干扰或打击网络
发生分裂与合并时、探测到新目标后发生单簇与多

簇网络结构演变时. 另外,引领机和侦察机有权限临
时占用跟随机时隙.引领机与侦察机在占用跟随机
时隙时,需要提前广播申请占用的时隙数量以及时
长,在使用完毕后即释放,若需要再次使用时,需要
重新申请.

2.5 无人机蜂群的最优化问题

2.5.1 网络能耗的最优化

由于小型/微型无人机造价低,载荷有限,导致机
载能量成为其发挥能力的瓶颈,在完成对敌方目标
的侦察、跟踪、打击和评估等复杂任务时,有必要考
虑无人机蜂群的能耗问题.为简化建模,在以下无人
机蜂群的最优化问题分析中均假设无人机具备最优

航迹规划[12−13]的能力.

图 4 无人机蜂群的时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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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的总能耗 Etotal包括通信能耗 ET 和动力

能耗 EM 两部分,如式 (1)所示:

Etotal = ET + EM (1)

其中,根据无线电能量衰减模型[14−17],通信能耗 ET

又包含无线电发射能耗 ET X和无线电接收能耗 ERX,
如下式表示:

ET X(q,d) = qEelec+ qεf sd
2 (2)

ERX(q) = qEelec (3)

ET(q,d) = ET X(q,d) + ERX(q) =

(qT X + qRX)Eelec+ qT Xε f sd
2 (4)

其中, ET X(q,d)表示无人机发送 q比特数据至距离 d
的无人机所消耗的能量; Eelec表示发射每比特数据

电路消耗的能量,一般取值为 50 nJ/bit[14,16]; ε f s的取

值为 10 pJ/bit/m2, 表示自由空间传播模型中的功率
放大所需的能量参数[17]; ERX(q)表示无人机接收 q
比特数据所耗费的能量.
另外, EM 表示无人机的动力能耗,取 e表示无

人机飞行过程中的平均功率,则有

EM(t) = et (5)

设无人机工作状态为引领机、侦察机和跟随机

时的功耗分别用 Pa、Pb和 Pc表示. Pa、Pb和 Pc可

以分别通过每秒的时隙分配、数据发送量和无人机

的可通信距离计算 Etotal获得.同时,设引领机、侦察
机和跟随机的数量分别为 α、β和 γ,无人机的初始
能量为 E0. 假设无人机蜂群按如图 3所示的状态图
进行角色切换,在理想情况下,无人机蜂群整体能量
将同时耗尽,此时获得最大的网络生存时间,如式 (6)
所示:

tmax =
(α + β + γ)E0

Pa + Pb + Pc
(6)

2.5.2 作战效能的最优化

战场环境中面对多敌方目标的情况下, 如何对
无人机进行合理的任务调度,以最小的己方消耗获
得最大的作战效能是无人机指挥与控制的关键技术

之一.这是一个多目标优化问题,作战效能的最优化
与网络能耗的最优化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约关系,两
者很难同时达到最优,而相对于其他群体智能算法
对多目标优化问题的求解, ABC算法具有在较短时
间内平衡大规模复杂空间内的全局搜索和局部探索

之间关系的优势[18].
假设初始敌方目标数量为 N, 在打击任务中发

现新目标的数量为 M,无人机蜂群的目的是获得最
大的作战效能,如式 (7)所示:

MIN Y =

N+M∑

i=1

(Vi − ωiC) (7)

其中, Vi 表示第 i 个目标的价值; ωi 表示针对第 i 个
目标进行打击的无人机数量; C表示单个无人机的打
击效能; Y表示完成打击后的敌方目标的剩余价值.
启发式无人机蜂群自组网协议是一个面向任务

的自组网协议,能够有效地支撑多目标任务下的作
战效能优化问题的求解. 无人机蜂群中的单机个体
具有自主决策能力,并执行如图 3所示的能量平衡
策略,式 (7)的求解过程如下所示:

1)当某个侦察机或跟随机探测到新目标时,通
过自举切换为引领机,发布目标信息以及招募侦察
机与跟随机的信息.若引领机侦察到新目标,则优先
选择价值较大的目标.

2)当侦察机和跟随机监听到多个目标信息后,
可按轮盘赌的策略选择相应的引领机,如式 (8)所示:

Pi = ε
Vi∑
i Vi

+ φ
Si∑
i Si

+ ϕ
Li∑
i Li

(8)

其中, Vi 表示第 i 个目标的价值; Si 表示针对第 i 个
目标进行打击的饱和度,由已选择该目标的无人机
数量决定; Li 表示无人机到达第 i 个目标后的剩余能
量估计值; Pi 表示选择打击第 i 个目标的概率; ε、φ
以及 ϕ分别为以上因素的量化因子,有 ε + φ + ϕ = 1.
量化因子是一个变量,如第 i 个目标的饱和度 Si 低

于下限阈值时,该量化因子 φ获得较大的定值,当饱
和度高于上限阈值时,该量化因子 φ失效,应设置值
为 0.

3 仿真分析

3.1 基于 OMNeT++ 平台的网络优化分析

OMNeT++ (Objective Modular Network Testbed
in C++)是一款面向对象的离散事件网络仿真器[19],
它是由布达佩斯大学通信工程系开发的一个开源

的、基于组件的、模块化的开放仿真平台,具有强大
的图形用户界面接口和嵌入式仿真内核,可以运行
于 Linux、Windows及MacOS/X等多个操作系统,可
以用来仿真任何离散事件的系统,包括仿真通信协
议、计算机网络、并行系统、多处理系统和分布式系

统,能够建立目前几乎所有网络对象的基本模型之
间的互联,并且使复杂的网络通信和拓扑结构得到
简单而正确的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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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场景设置为在指定区域 (指挥站的通信范
围内) 随机布撒 90个无人机节点 (node),所有节点
在 20 s内随机开机.在以上区域中设置 3个目标节
点 (target),目标节点的价值在 (60, 100)范围内随机
生成,仿真时采用简化的量化因子 (ε = 1, φ = 0以及
ϕ = 0).在仿真比较中,使用相同的网络资源.

在传统自组网协议的分层网络架构中, 网络由
簇首和簇成员组成,同类型节点配置相同的网络时
隙资源,如图 5所示 (其中,簇首由加方框的图标表
示,节点 ID 在图标下方标识,簇首的簇成员数量在
图标上方标识, 簇成员的簇首 ID 在图标上方标识,
节点的通信范围用标准圆表示,簇首的通信范围采
用深色圆表示). 图 5中所示的传统自组网由 9个簇
组成,簇内最大簇成员的数量为 8 (不包含簇首),其
中若干节点 (如 node [7]、node [10]等) 由于时隙资
源不足而未能入网.
在启发式无人蜂群自组网协议中, 网络由引领

机、侦察机和跟随机 3类节点组成分层网络结构,如
图 6所示 (其中,引领机由加方框的图标表示,侦察
机用深色图标表示,节点 ID 在图标下方标识,引领
机的侦察机与跟随机数量分别在图标上方标识,侦
察机和跟随机的引领机 ID 在图标上方标识,引领机
的通信范围采用深色圆表示). 图 6中所示的无人机
蜂群自组网由 3个引领机簇组成,一个引领机簇可
以容纳大量的无人机节点.
在传统自组织网络中, 节点接入网络的权限是

对等的,时隙的分配方式不灵活,适用的网络规模有
限,不能获得低时延保证;虽然通过分簇的方式可以

获得网络的大容量,但无法保证簇间的端到端低时
延传输,大量簇首节点会造成骨干网络信息交互的
效率低下 (簇首时隙的循环周期大).而启发式无人
机蜂群自组网协议使得网络结构的复杂度大为降低,
首先表现在节点的差异化分类使得骨干网节点数量

减少,有效提升了骨干网的信息交换效率;其次表现
在节点的差异化分类使得网络资源的分配差异化,
让节点按角色分工获得匹配的网络资源,有效提升
网络资源的利用效率.
如图 7所示, 通过对比两种类型自组网的节点

入网时间,启发式无人机蜂群自组网协议具有明显
的优势 (其中横轴表示节点 ID, 纵轴表示节点入网
时间). 同时,如图 8所示为两种类型自组网的端到
端时延仿真对比,仿真中随机选取一个节点 (如 node
[43]),测试其到网络中其他节点的端到端时延,其中
启发式无人机蜂群自组网协议可以获得相对于传统

自组网协议更低的端到端传输时延 (其中横轴表示
节点 ID,纵轴表示测试包到达节点的传输时延).
另外,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尤其是移动场景中,

传统自组网分布式的特性使得大量的资源被消耗于

网络的维护,如拓扑控制、路由更新等,导致网络吞
吐量急剧恶化[20−22].在仿真中,通过节点受干扰失效
模拟网络拓扑的急剧变化,通过网络重构需要的时
间分析网络开销带来的影响.
干扰模型设置为随机选取 25 %的节点为受干

扰节点 (受干扰节点在仿真中使用加圆形背景的图
标标识). 图 9和图 10分别表示在该干扰模型下,传
统自组网以及启发式无人机蜂群自组网在网络重构

图 5 传统自组网的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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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无人机蜂群自组网的网络结构

图 7 节点入网时间对比

图 8 端到端传输时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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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干扰模型下传统自组网的网络结构

图 10 干扰模型下无人机蜂群自组网的网络结构

后网络结构对比. 图 11为两种类型自组网在拓扑变
化后的网络重构时间 (其中横轴表示节点 ID,纵轴表
示节点重新入网并完成路由更新的时间),从图 11中
可以看出,无人机蜂群自组网的网络重构速度具有
明显的优势.

3.2 网络能耗分析

如图 12所示为无人机蜂群执行针对单目标的
单簇网络,以及执行针对 2个目标的双簇网络的生

存时间分析.其中仿真参数设置为:无人机的飞行功
耗 e取值为 225 W[14],无人机的总能量设为 3 600e,
即在关闭无线电通信模块时,可续航飞行 1 h;无人机
蜂群的数量为 64;引领机和侦察机在每 10 ms内的
数据量为 1 024 bits,每 100 ms允许一架跟随机发送
1 024 bits数据;在单簇网络中,设无人机的无线电覆
盖范围为 1 km,在双簇网络中,设无人机的无线电覆
盖范围为 300 m.

www.jc
2.o

rg.
cn



58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6卷

图 11 网络重构时间对比

首先,如图 12所示,大功率的无线电信号发射消
耗了无人机大量的能量,侦察机数量增加使得蜂群
网络的生存时间大为降低;其次,通过对比双簇网络
的生存时间,虽然引领机与侦察机的数量增加一倍,
但无线信号发射能量的降低能够有效延长网络的生

存时间. 因此,在现实应用中,有必要合理折衷设置
侦察机的有效数量以及无线电发射功率来获取更长

的无人机蜂群网络的生存时间.

图 12 单目标与多目标任务的网络生存时间对比

在复杂战场环境中, 敌方电磁干扰是不可忽略
的因素.当面对强电磁干扰时,对比分析无人机两种
应对策略下的网络生存时间,一种是增加发射功率
维持原有网络的连通性;二是维持发射功率不变,网
络分裂为若干个簇.
如图 13所示为无人机蜂群面对敌方干扰时两

种应对策略下的网络生存时间对比. 其中参数设置
为:敌方干扰噪声比 INR为 10 dB,网络分裂为 2个
独立的簇. 对比图 12与图 13可得,电磁干扰会造成
无人机蜂群网络生存时间的剧烈下降,但通过网络
分裂的应对策略能够获取相对更长的网络生存时间,

是遭遇电磁干扰时的合理应对策略.同时,在现实应
用中,受限于低成本无人机功放模块的能力,提高发
射功率的能力有限.另外,面对电磁干扰,无人机蜂
群遭遇生存危机时,还可以适当减少侦察机的数量
以节省无人机蜂群整体的能耗.但电磁干扰不可避
免地造成无人机蜂群的网络生存时间下降,因此,在
执行作战任务时,需要评估敌方的干扰强度,配置足
够饱和数量的无人机,以保证作战效能不降低.

图 13 电磁干扰下两种应对策略的网络生存时间对比

无人机蜂群作战的特点要求单机造价低, 不可
避免地造成无人机的生存能力弱小,在应对复杂战
场环境下的强对抗作战时,无人机蜂群的生存能力
将遭受严重威胁 (如图 12与图 13所示). 启发式无
人机蜂群自组网协议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在实际作战应用中,无人机蜂群可以灵活配置有人
机实现有人机/无人机蜂群的协同作战,提升无人机
蜂群的生存能力,同时有效提升整体作战效能[23−24].
其中,有人机具有能量充足以及无线电发射接收能
力强的特点,适合担任引领机角色.而引领机无线电
覆盖能力的增强能够降低自组网的网络管理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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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面对敌方干扰时,能够有效减少网络分裂的
数量,提升无人机蜂群的生存能力.

4 结论

本文基于蜜蜂采蜜群集行为的多角色分工协同

机制,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小型/微型无人机的启发式

无人机蜂群自组网协议,包含了无人机蜂群自组网
的网络结构设计、角色分工与协同机制、端到端传

输、网络与能耗优化等. 通过仿真分析验证,相对于
传统自组网,启发式无人机蜂群自组网具有结构简
单、网络开销小、协同探测时延低、群体生存时间长

等特点,适用于饱和攻击等作战场景,也可以推广应
用到其他能量受限无人平台自组织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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