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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际空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及部分空战信息未知性, 给无人机空战目标意图预测带来巨大
挑战. 针对非完备信息下无人机空战目标意图预测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长短时记忆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网络的非完备信息下空战目标意图预测模型. 采用分层的方法建立空战目标意
图预测特征集, 并将空战信息编码成时序特征, 将专家经验封装成标签, 引入三次样条插值函数拟合
以及平均值填充法来修补不完备数据, 利用自适应矩估计 (adaptive moment estimation, Adam) 优化
算法, 加快目标意图预测模型训练速度, 以便有效地防止局部最优的问题. 最后通过仿真验证了所建立
的无人机空战目标意图预测模型能有效预测无人机空战目标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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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未来战争是信息化战争, 无人机相较于有人机在完成任务时具有更高的效能, 同时大大降低了执
行任务的危险性, 因此无人机系统成为当今各国武器装备的发展热点 [1] . 准确快速地预测敌方作战意
图有利于空战攻防决策系统做出更恰当的决策行为, 帮助己方夺取制空权甚至战争的胜利 [2] .
为准确预测敌方意图,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传统的空战目标意图预测主要采用模板匹
[3]
配 、Bayes 网络 [4] 、专家系统 [5] 、神经网络 [6, 7] 等方法. 文献 [3] 通过使用空战领域专家以及作战
指挥人员经验来构建模型库, 然后针对实际空战提取特征, 最后通过推理特征与模板的相似程度来预
测目标意图. 文献 [4] 针对意图规划的层次性和序列性将空战意图分层, 利用动态 Bayes 网络推理元
意图, 使用序列 Bayes 网络推理父意图, 进而推理空战战术意图. 文献 [5] 使用专家经验知识构建知
识库, 使用规则表示战场态势和空战意图的对应关系, 最后采用推理机推理作战意图. 文献 [6, 7] 运用
空战目标意图特征数据集训练神经网络, 提取空战意图预测规则, 然后通过使用空战意图预测规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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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空战目标意图表示和预测过程
Figure 1

Intention representation and prediction process of air combat target

推理敌方作战意图. 但是, 在现代战争中, 各种高科技武器的投入使用, 使得空战数据量急剧增大, 与
此同时, 战场环境也变得越发复杂和不确定. 面对复杂的战场环境, 传统的空战意图预测模型很难从
复杂数据中快速准确地获取当前敌方的战术意图, 因此需要采取更加智能的方法来实现空战目标意图
预测.
人工智能的发展, 为复杂数据处理提供了工具. 深度学习正逐渐被应用于空战意图识别与预测.
Zhou 等 [8] 通过改进 DBN (deep belief network) 激活函数和参数调节算法, 设计了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
空战意图识别模型, 最终通过仿真验证所提模型具有较高的识别率, 但是该方法主要是针对当前一个
时刻. 而实际空战中, 战场中的目标意图往往是通过一系列战术动作来执行的, 目标的状态信息以及作
战环境会呈现动态变化. Ou 等 [9, 10] 针对时序特征分别提出基于栈式自编码器 (stacked auto-encoder,
SAE) 的意图识别模型和基于长短时记忆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网络的战场对敌目标战术
意图智能识别模型, 将战场环境信息、目标属性、目标状态等 48 维信息作为输入, 来识别作战意图,
这两种模型均能有效识别目标作战意图. 由于空战存在不确定性, 部分空战数据可能缺失, 目前针对
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空战意图预测方法还较少, 所以针对非完备信息下的空战意图预测的研究具有较
大的实际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 为了解决目前空战意图预测模型主要面向完备数据以及大多数模型所面临的知识
表达困难、网络训练速度慢且容易陷入局部最优等问题, 本文研究了一种无人机空战意图预测模型. 首
先, 根据空战态势及作战任务建立无人机空战意图预测特征集, 并选用 LSTM 网络 [11] 构建空战目标
意图预测模型; 其次, 为了处理空战中存在的信息不完备情况, 采用三次样条插值函数拟合 [12] 以及平
均值填充法对空战采集数据进行修补; 然后, 采用自适应矩估计 (adaptive moment estimation, Adam)
优化算法 [13] 提高 LSTM 模型的训练速度及模型预测的准确率; 最后, 通过实验仿真说明数据修补方
法的有效性, 并验证了所建立的模型具有较好的目标意图预测效果.

2

无人机空战目标意图预测问题描述

无人机空战目标意图预测是指在动态、对抗性环境下通过对各种传感器感知到的战场信息进行
分析, 并结合军事知识以及作战基础, 来推断敌机下一步战术意图 [9] , 其中目标意图表示和预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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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无人机空战意图预测流程
Figure 2

Intention prediction workﬂow of UAV air combat

如图 1 所示. 敌方目标的战术意图通常代表敌方的作战计划, 同时也反映着敌方战场作战人员的思维
模式, 无法进行直接观测 [10] . 但是敌方目标为了实现这些战术意图从而进一步实现其作战计划, 在位
置、速度、雷达信号、机动类型等特征上符合某种特定的规律.
为了准确描述无人机空战意图预测模型, 可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 敌方空战目标的战术意图在检测到的时间序列中保持不变.
假设2 敌我双方空战气候、地形、大气层等战场环境因素大致相同.
无人机空战目标意图预测模型可以描述为无人机意图预测特征到无人机空战意图类型的映射. 定
义向量 V (t) 为 t 时刻战场实时特征信息, 定义向量 S 为无人机空战目标意图空间. 考虑到实际空战
是在高度对抗下的博弈过程, 在战斗时刻敌方目标可能会刻意隐藏自己的战术意图, 因此仅通过单一
时刻检测到的战场特征信息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欺骗性, 与实际情况可能会有较大差异. 但是敌方目
标的战术意图往往需要完成一系列战术动作, 因而从连续时刻的空战特征信息中推测敌机的战术意图
比仅从单一时刻空战特征信息推测其战术意图具有更高的准确性. 定义 VT 为 t1 到 tT 连续 T 个时
刻的空战实时特征信息组成的空战目标时序特征集, 即 VT = {V (t1 ) , V (t2 ) , . . . , V (tT ) }, 空战目标意图
预测问题描述为从时序特征集 VT 到战术意图空间 S 的映射过程, 如下所示:
S = f (VT ) = f (V (t1 ) , V (t2 ) , . . . , V (tT ) ).

(1)

由于空战自身存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很难通过显式的数学公式来建立无人机意图预测特征到
无人机空战意图类型的映射关系. 本文通过使用空战数据集来训练 LSTM 网络结构, 从而隐式地建立
意图预测特征集到空战意图类型集的映射关系, 其中整个无人机空战意图预测流程如图 2 所示.
在进行无人机空战目标意图预测时, 首先使用空战专家以及相关作战指挥人员标定好的完整空战
数据集训练好 LSTM 网络, 从而建立意图预测特征集到意图类型集的映射关系. 然后在实际空战中,
将传感器检测到的空战数据进行数据修补和数据预处理, 之后将处理好的数据输入到训练好的 L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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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空战态势示意图
Figure 3 (Color online) Air combat situation.
(a) Advantage of our side;
(c) neutrality between the two sides; (d)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two sides

(b) advantage of the enemy;

表 1 空战态势与目标意图对应表
Table 1

Correspondence of air combat situation and target intention

Air combat situation

Most possible target intention

Secondary possible operational intention

Advantage of the enemy

Attack

Surveillance

Advantage of our side

Defense

Penetration,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two sides

Feint

Attack, defense,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Neutrality between the two sides

Reconnaissance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网络中, 从而得出空战目标意图预测结果. 关于无人机空战意图空间描述和无人机空战目标意图预测
特征集描述如下所示.
2.1

无人机目标意图空间描述

为准确预测敌方的战术意图, 首先要详细地给出敌方的战术意图空间. 敌方目标战术意图空间主
要根据当前的空战类型来确定, 针对不同规模的空战, 所对应的空战意图空间也存在着不同, 本文以实
际空战为背景, 通过层次化分析的方法建立无人机目标意图空间.
首先, 在空战过程中, 空战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空战态势, 为了让空战态势向己方优势的方向
发展, 空战双方会执行不同的空战意图. 空战态势可以划分为敌方优势、敌方劣势、双方均势、双方中
立. 不同空战态势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其次, 针对不同的空战态势, 敌方目标会执行相应的作战任务来使空战态势朝己方有利的方向发
展, 常规空战作战任务有攻击、侦察、佯动、监视、突防、防御、电子干扰等. 针对不同的空战态势, 所
对应的空战意图如表 1 所示.
综上, 可以建立空战目标意图集合为 {攻击、侦察、佯动、监视、突防、防御、电子干扰}.
2.2

无人机空战意图预测特征描述

无人机目标意图与空战态势以及作战任务有关, 为识别不同的空战态势以及作战任务, 需检测不
同的空战特征.
从空战态势角度, 需检测敌方目标飞行速度、高度、航向角、方位角、飞行加速度等. 结合己方目
标的飞行速度、高度、飞行加速度等因素可以映射出当前的空战态势.
从作战任务角度, 为执行某种作战任务, 某些特征信息需满足一定的要求, 例如, 突防时分为高空
突防和低空突防, 对应高度分别为 50∼100 m 和 6500∼8000 m [8] ; 空战在接敌时, 为保证己方的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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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haracteristic description tree chart of UAV air combat intention prediction

性以及态势优势会以大速度接敌, 飞行速度通常为 200∼300 km/h [14] . 除了空战态势对应的特征信息,
还有雷达信号信息, 例如, 空战格斗时通常保持对空雷达开启、侦察任务时保持对空雷达和对海雷达
开启.
另外, 空战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 空战意图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与战术机动动作有关, 目前应用
较为广泛的是文献 [15] 中的 16 种战术机动和文献 [16] 中的 25 种战术机动, 无人机战术机动与有人
机战术机动动作类似, 战术机动类型数量多且复杂, 识别难度较大, 且执行某种战术意图需要多种战术
机动进行配合. 每一种战术机动可由操纵机动组合而成, 操纵机动是调整飞机操纵量从而产生机动类
型 [17] . 本文选用文献 [17] 中所提的 11 种操纵机动动作库, 分别为: (1) 匀速前飞, (2) 减速前飞, (3) 加
速前飞, (4) 左转, (5) 右转, (6) 爬升, (7) 俯冲, (8) 左爬升, (9) 右爬升, (10) 左俯冲, (11) 右俯冲. 该动
作库能够组合出空战中绝大多数的战术动作, 不同操纵动作序列组合对应着空战目标意图类型. 本文
针对采集的 12 帧目标信息, 分别比较前后三帧 (首尾只使用两帧信息) 位置信息识别其操纵机动, 将
12 帧操纵机动作为特征向量之一.
综上, 可以将无人机空战意图预测特征集分成 {敌机速度、敌机高度、敌机加速度、航向角、方位
角、我机速度、我机高度、我机加速度、双方距离、对空雷达状态、对海雷达状态、干扰状态、受干扰
状态、机动类型} 14 维特征向量, 树状特征描述图如图 4 所示. 其中时序特征可以分成数值型数据和
非数值型数据, 关于不同特征向量的数值表示参考文献 [8] 中的数据预处理部分.

3

基于 LSTM 的无人机空战意图预测模型

长短时记忆网络 (LSTM) 在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 的基础上引入人脑的
记忆机制和遗忘机制, 能有效克服 RNN 网络在训练过程中的梯度爆炸和梯度消失问题, 且 LSTM 模
拟人脑的记忆机制和遗忘机制的过程符合专家对空中目标意图预测的思维模式, 所以本文选用 LSTM
网络来构建空战目标意图预测模型. 下面是对该模型各部分的介绍.
3.1

基于 LSTM 空战意图预测模型基本框架

本文基于 LSTM 网络设计了空战意图预测模型, 该模型的基本流程为: (1) 将传感器采集到的数
据进行滤波, 去除明显错误数据, 并修补缺失数据; (2) 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并将数据信息编码成
特征向量; (3) 将特征向量输入到 LSTM 网络中, 并训练 LSTM 网络; (4) 将 LSTM 网络的输出进行逻
辑回归网络中, 经过模式解析得出目标意图预测的输出结果, 空战意图预测模型基本框架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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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Framework of UAV air combat intention prediction model

数据修补

由于空战战场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存在各种噪声, 因此传感器检测到的数据会受噪声影响从而与
实际战场环境存在一定偏差. 同时, 由于无人机和地面站传感器本身存在限制, 并且敌机可能会隐藏
自身的某些特征信息, 使得部分特征数据无法获取, 从而导致所采集的数据集有部分缺失, 无法直接使
用. 为了使模型能够处理非完备的数据集, 本文首先对数据集进行数据修补.
由于空战战场瞬息万变, 为保证意图预测的快速性, 数据修补的速度也应当快速, 且在空战意图预
测过程中, 所使用的是时序数据序列, 某一时刻缺失值与前后时刻具有时序相关性. 传感器采集到的
数据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数值型数据, 另一种是非数值型数据. 数值型数据主要是无人机状态
信息, 与前后时刻状态信息相关, 为保证快速性的同时适当保证准确率, 本文采用三次样条插值拟合的
方法来修补缺失的数据. 非数值型数据主要是无人机雷达状态信息, 变化频率较小, 本文采用平均值
填充法来修补缺失的数据. 关于这两种方法的说明如下.
(1) 三次样条插值. 首先, 给出三次样条插值的定义.

定义1 ( [12]) 给定区间 [a, b] 上的各节点 a = x0 < x1 < · · · < xn = b 和这些节点上的函数值
f (xi ) = yi (i = 0, 1, . . . , n), 若 S(x) 满足:
(i) S(x) = yi (i = 0, 1, . . . , n),
(ii) S(x) 在每一个小区间 [xi , xi+1 ] (i = 0, 1, . . . , n − 1) 上的次数小于或等于 3 的多项式,
(iii) S(x), Ṡ(x), S̈(x) 在区间 [a, b] 上连续,

则称 S(x) 为函数 f (x) 关于节点 x0 , x1 , . . . , xn 的三次样条插值函数, 其中 Ṡ(x), S̈(x) 为 S(x) 在区间
[a, b] 上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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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Input air combat data

No
Are there missing values?
Yes
Is it numeric data?

Yes

No

Collect the known and unknown data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time points
in this feature data set

Collect the time points of the missing
feature data

Divide the time interval into N −1
intervals according to the time point
number N of known data

Get data categories of the closest two
time points around the missing feature
data

Input time points and corresponding
eigenvalues

Input boundary value
Mark the category of the missing
feature data with the most frequent
category of the 4 time points
Compute cubic spline function

Find missing data and repair them

Data patching results

Yes
Are there missing values?
No
End

图 6 空战数据修补流程图
Figure 6

Flow chart of air combat data repairing

通过使用三次样条插值的方法, 拟合实际空战曲线, 从而近似估计缺失点的特征值.
(2) 平均值填充法. 对于非数值数据, 平均值填充法是指根据统计学中的众数原理, 使用缺失特

征值前后几个时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值补齐缺失值. 当缺失特征值前后几个时刻各状态出现频率一致
时, 选择对己方威胁程度相对较高的敌方状态作为修补结果, 这样可以避免空战中由于信息不确定而
低估敌方威胁的问题, 从而提高战机的警惕性, 进而提高战机的生存率.
联合三次样条插值算法和平均值填充法的空战数据修补流程图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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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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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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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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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netration
intention

4

Defense
intetntion

5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intention

6

Pattern analysis

Intention coding

图 7 意图编码与模式解析示意图
Figure 7

3.3

Intention coding and pattern analysis

目标意图编码与模式解析

敌方战术意图空间定义通常会随着作战背景、作战样式, 以及作战实体的改变而改变. 本文针对
无人机空战这一具体对象, 将作战意图空间定义为 {攻击、侦察、监视、佯动、突防、防御、电子对抗}
7 种模式. 分析人类作战指挥员的作战指挥过程可知, 指挥员对于当前的战场环境状态与当前敌方作
战意图预测很难显式地表达出来, 但是人的经验知识往往隐含在对敌方目标意图的预测推理过程中.
因此, 可以将人类的经验知识封装成标签来训练 LSTM 模型. 针对空战意图空间中的 7 种模式, 分别
设置对应的 {0, 1, 2, 3, 4, 5, 6}共 7 类标签值. 基于 LSTM 的智能空战模型在应用于实际空战时, 将模
型所预测的标签值映射成相应的战术意图, 即可得出预测的战术意图. 目标意图编码和模式解析示意
图如图 7 所示. 例如: 预测结果为 2, 即可得出该情形下预测的敌方战术意图为监视意图. 通过将敌方
目标意图编码的方式, 能简易地描述人类经验知识, 便于实际训练操作. 同时使用封装了人类认知经
验标签的样本训练出来的 LSTM 模型, 具备人类的战场推理能力, 能更准确地预测当前战场环境下敌
方目标的作战意图.
3.4

LSTM 模型学习训练算法

在无人机空战意图预测时, 需要考虑 LSTM 网络在每一个时刻的输出 h(t) , 然后通过 softmax 函
数计算模型的输出, softmax 函数的输出如下所示 [10] :
W ys h h + b y
,
s∈S (Wys h h + by )

P (y = s) = softmax(Wys h h + by ) = ∑

(2)

其中, S 表示多无人机空战战术意图集合, s 表示 S 集合中的某个元素, y 表示模型的输出, P (y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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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输出 y 为意图 s 的概率, h 为 LTSM 隐含层最后时刻输出, Wys h 为逻辑回归的权重系数, by 为逻
辑回归的偏置项.
采用 0-1 损失函数计算样本的平均输出误差如下所示 [10] :
L=

N
1 ∑
|ŷx − yxi |,
N i=1 i

(3)

其中 ŷxi 为样本集 X = {x1 , x2 , . . . , xN } 中每个样本 xi 对应的意图标签, N 为样本集的样本个数, yxi
为模型所得分类值, L 为样本平均输出误差.
在式 (3) 的基础上, 可以通过基于时间的误差反向传播算法 (back propagation trough time,
BPTT) [11] 来训练 LSTM 模型. 但传统的梯度下降算法学习率 η 保持不变, 每次学习时间过长, 并且
容易陷入局部最优值. 而 Adam 算法结合了 Momentum 算法 [18] 和 RMSprop (root mean square prop)
算法 [18] 的优点, 能够自适应的调整学习率更新策略 [13] , 可以提高 LSTM 模型的训练速度以及模型预
测的准确性, 因而本文采用 Adam 算法进行训练. 具体如算法 1 所示.
算法 1 基于 Adam 算法的 LSTM 参数调节
Require: 步长 α, 矩估计的指数衰减率 β1 和 β2 , 小常数 ε, 训练集和标签集, 待训练参数集合 Θ, 当前时刻的累积误

差 L(t) ;
Ensure: 训练完成的参数集合 Θ;
1: for Θ 中的每个 θ do
2:
初始化参数 θ, 初始化一阶和二阶矩变量 m0 , v0 , 初始化时间步长 t = 0;
3:
while θt 没有达到停止准则 do
4:
从训练集中采包含 m 个样本 X ′ = {x1 , x2 , . . . , xm } 和其对应的 ŷx′ 标签集合;
∑
1
∇θ i L (f (xi ; θt ) , yxi );
5:
计算梯度: gt+1 = m
6:

t = t + 1;

7:

更新有偏一阶矩估计: mt =β1 · mt−1 + (1 − β1 ) · gt ;
更新有偏二阶矩估计: vt = β2 · vt−1 + (1 − β2 ) · gt2 ;
(
)
修正一阶矩的偏差: m̂t = mt / 1 − β1t ;
(
)
修正二阶矩的偏差: v̂t = vt / 1 − β2t ;
(√
)
更新参数: θt = θt−1 − α · m̂t / v̂t + ε ;

8:
9:
10:
11:
12:

end while

13: end for

4
4.1

实验分析
数据准备

实验以无人机空战为研究背景, 实验数据从某作战仿真系统中提取. 通过多次运行仿真系统, 得
出多种空战意图模式, 从中选取 12000 个空战意图模式, 针对每个模式采集连续 12 帧信息 (每帧信息
包括飞行速度、双方距离、雷达状态等 14 个维度特征信息). 由于样本集数据量过大, 选择由研究人
员通过认知经验编写模式规则来生成模式标签, 然后由计算机对样本集进行模式分类, 之后研究人员
根据认知经验对存在模式分类歧义的样本数据进行修订. 其中数据集包括 7 种目标战术意图, 各战术
意图数据占比情况为攻击意图 15.2%、侦察意图 14.7%、佯动意图 13.8%、监视意图 15.1%、突防意图
14.6%、防御意图 15.3%、电子对抗意图 11.3%, 样本规模为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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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某作战意图下双方距离
Table 2

Distance between two sides under a certain battle intention

Distance between two

Time point

Distance between two

Time point

sides (km)
1

Time point

sides (km)

Distance between two
sides (km)

6.14

5

4.76

9

5.77

2

5.90

6

4.67

10

5.88

3

5.72

7

4.97

11

6.08

4

5.32

8

5.47

12

6.25

Distance between two sides (km)

6.4
6.2
6.0
5.8
5.6
5.4
5.2
5.0
4.8
4.6

0

2

4

10

6
8
Time point

12

图 8 双方距离部分缺失情况线下的拟合曲线
Figure 8

Fitting curve of distance in the case that some distance values are missing at some time points

表 3 数据缺失度与模型识别率对应表 (%)
Table 3

4.2

Correspondence of data missing percent and model recognition accuracy (%)

Data missing

Model recognition

Data missing

Model recognition

0

94.12

40

84.85

10

93.53

50

73.76

20

92.78

60

60.57

30

90.69

70

46.67

数据修补

针对实际情况中, 数据采集过程中缺失数据具有随机性的特点, 将测试集中的样本中各战术意图
数据随机去除 20%, 以其中一组数据的双方距离为例, 其中数据值如表 2 所示.
随机去除第 3, 6, 10 时刻的数据, 然后采用三次样条插值拟合得到的曲线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
以看出, 数据拟合所得值与缺失值存在部分误差, 但是总体趋势没有改变, 为对比不同缺失度情况下,
该数据拟合方法对目标意图识别准确率的影响, 分别随机抽取测试集对应空战数据中 10%, 20%, 30%,
40%, 50%, 60%, 70% 数据, 然后使用数据修补方法, 将修补过后的数据输入空战意图预测模型中, 所
得模型识别率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中预测准确率结果可知, 当小部分缺失时, 空战意图预测模型依然有较高的识别率, 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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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版彩图) 训练集和测试集识别率变化曲线
Figure 9

(Color onlin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training set and test set

Table 4

Recognition accuracy on diﬀerent training sets and test sets (%)

表 4 不同数据集模型识别效果 (%)

Recognition rate of

Test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rate of

Test recognition

training set

rate

training set

rate

98.16

94.30

98.62

93.95

98.12

93.91

98.06

93.89

98.54

94.11

98.10

94.06

98.57

93.91

98.12

94.26

98.47

94.12

98.42

94.21

据缺失率达到 30% 时, 空战意图预测模型识别率仍有 90%, 但是当数据缺失严重时, 可能会丧失意图
本身时序特征信息, 所对应的识别率则会相应下降, 与实际情况相符.
4.3
4.3.1

意图预测
模型可靠性验证实验

为保证模型的可靠性, 将数据集分成 10 等份, 取 90% 作为训练集, 剩下 10% 作为测试集, 另外随机
抽取测试集中每组数据的 10% 作为缺失值, 通过训练集来调整节点参数, 通过测试集来测试模型的可
靠性. 通过多次实验设置参数如下: 隐含层 LSTM 记忆单元数目 N = 100, 分批训练 mini batch = 200,
训练迭代次数为 5000, 步长 α = 0.001, 超参数 β1 = 0.9, β2 = 0.999, 平滑项 ε = 10−8 .
图 9 为一次训练样本在不同迭代次数下的训练准确率, 从图中可以得知, 测试集准确率大约 100
次迭代之后准确率超过了 90%, 400 次迭代之后逐渐稳定在 94% 左右.
表 4 为 10 次模型训练过程中训练的训练准确率和测试准确率, 从表 4 中可知, 基于 LSTM 的空
战意图智能识别系统在不同数据集中均能有效识别空中目标作战意图, 平均识别率高达 94.06%, 充分
验证所提模型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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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网络版彩图) 不同模型识别对比图
Figure 10

4.3.2

(Color online) Comparison of diﬀerent recognition models

模型准确性验证实验

为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本文对比使用 Adam 算法训练的传统 RNN 空战意图识别模型, 使用 SGD,
RMSProp, AdaGrad [10] , Adam 算法训练的 LSTM 空战意图识别模型, 和 SAE [9] 空战意图模型识别
效果, 如图 10 所示.
由图 10 可知, 本文所提出的 LSTM+Adam 空战目标意图预测模型具有更好的识别效果. 对比 6 种
模型, 可以看出 SAE 收敛速度最快, 但模型预测效果相对较差, 基于 LSTM 网络结构的空战意图预测
模型相较 RNN 与 SAE 网络具有更好的空战目标意图预测效果, 使用不同优化算法训练 LSTM 网络
时, Adam 优化算法相较于 SGD, RMSProp, AdaGrad 优化算法具有较快的训练速度与预测准确率.

5

总结

本文针对无人机空战中存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空战信息不完备问题, 提出了非完备信息下
空战目标意图预测模型. 该模型采用分层策略从空战态势与作战任务角度选用 14 维空战特征, 将专
家经验知识作为标签, 将规约完成的完备数据集输入 LSTM 网络中进行训练, 使用三次样本插值和平
均值填充法对空战中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数值型数据和非数值型数据缺失值进行修补, 并使用修补完
成之后的空战数据进行空战目标意图预测, 为保证模型训练速度和防止局部最优, 选用了 Adam 梯度
下降算法调整 LSTM 参数. 最终通过仿真实验表明该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空战目标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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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target intention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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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henmou@nuaa.edu.cn
Abstract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actual air combat and the unknown information of some air combat
bring great challenges to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air combat target intention prediction.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problem of air combat intention prediction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present an air combat
target intention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long-short-term memory (LSTM)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
model adopts a hierarchical method to establish the feature set of air combat target intention prediction, encodes
the information of air combat to time series features, encapsulates expert knowledge into labels, and introduces
the method of ﬁtting cubic sample interpolation function and ﬁlling average value to repair incomplete data. Also,
we used the adaptive moment estimation (Ada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to accelerate the training speed of the
model to eﬀectively prevent local optimum. Finally,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can
eﬀectively predict the target intention of UAVs in air com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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