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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集群无人系统是近年来国内外军事领域的研究重点, 正在推动无人作战样式由 “单平台遥控
作战” 向 “智能集群作战” 发展, 支撑作战系统在不确定任务和环境下具备协同、自主、灵活的特性.
集群的整体性能取决于其成员系统及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且随时间、环境变化而动态演化, 系统间
交互涌现出新智能. 本文从集群无人系统结构演化机理入手, 构建集群无人系统从底层链路到集群系
统再到任务需求的三级结构与关系模型, 并用图神经网络将多维空间关系模型转化为二维的图表示模
型, 构建出集群无人系统中系统之间以及层级之间的关系依赖图. 整个图网络以任务为标准分类, 提
出了用递归神经网络描述层内关系和层间关系的方法, 并给出了实现算法, 利用训练数据集基于任务
的节点属性标签, 对集群无人系统的结构进行预测. 以此为基础, 可以进一步实现对结构依赖关系的
权重参数学习, 得到系统或链路损坏对任务层的影响, 实现集群无人系统从作战任务到集群结构的自
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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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集群无人系统 (swarm unmanned system, SUS) 可以看作是一个 “网络 – 物理 – 智能” 的系统 [1] ,
不单单是固定组件的集合, 而是由传感器、计算机、通信设备和智能执行单元组成的系统, 用于执行实
现特定任务目标的任务. 这些系统通常允许其他系统、设备和数据流在执行任务期间根据需要连接/断
开连接, 其网络结构动态可变, 形成自适应系统. 最大的特性是涌现性和演化性, 可以实现自组织、自
适应和重构机制, 能够达到优良的抗毁性和弹性. “执行单元” 在该系统中的角色也是与传统系统有所
不同, 不再是完全受控制的角色, 而是有自学习和自演化的功能, 与其他网络物理元素协作, 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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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来完成任务目标 [2] . 集群无人系统通过自适应地连接结构调整来应对环
境、任务的变化. 因此, 了解集群结构演变至关重要, 系统结构决定了系统的功能, 通过对结构演变的
建模与分析, 对演化结果进行预测, 为体系构建提供参考依据. 集群无人系统组件众多, 地域分布广、
系统之间信息交互频繁, 由独立的智能系统组合而成, 如果采用线性方法进行描述, 会造成描述空间爆
炸. 同时, 如果仅描述系统之间的连接关系, 没有空间结构的依赖关系、节点的特征属性、时间上的结
构演化, 就无法预测系统结构的改变应对的系统能力的改变. 集群无人系统是一种具有复杂动态特性
的大型复杂系统, 每个无人系统作为一个智能体必须依据不断变化的态势并依据一定的准则调整自己
的策略, 比如个体之间的合作、与对方的博弈等. 因此, 在充分分析无人集群演化过程特点及其内涵的
基础上, 理解集群无人系统对抗的非线性动态过程演化机制, 利用系统动力学和复杂系统理论建立各
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信息传递关系的系统架构, 有利于对无人系统对抗过程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比
如分析集群无人系统在高对抗战场环境下的鲁棒性、可靠性、适应性以及节点或网络故障对整个系统
的影响.
同时, 网络拓扑结构可以对高动态、空间中海量、多维、复杂结构和问题更具有一般性抽象 [3∼5] ,
可以有效抽象出复杂系统中有价值的特征与潜在规律, 描述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 比如新节点的加入
和一些节点的消失, 节点间的连接强度的变化. 通过分析发现集群无人系统复杂的结构难以表示和量
化、网络结构时序多变的演化过程增加了系统结构的分析难度. 本文主要解决集群无人系统网络结构
空间复杂和网络演化时序多变等条件下网络拓扑结构自适应调整建模和预测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通过对集群无人系统三层动态系统结构建模来分析系统间的依赖关系, 从而
进一步预测未来时刻节点的系统结构, 帮助人们提前进行预警和决策. 主要结果如下.
(1) 提出集群无人系统节点关系依赖模型. 描述集群无人系统结构空间的构成, 用图神经网络表

示集群无人系统节点间依赖关系的静态模型, 从而实现定性地分析出节点损坏对任务的影响.
(2) 提出递归神经网络学习算法, 预测集群无人系统结构自适应演化结果.

2

集群无人系统结构建模方法

在集群无人系统结构自适应调整、集群网络建模、集群结构演化预测的相关研究工作中, 目前常
用图论或复杂网络表示大规模系统的网络拓扑结构, 利用复杂网络进行系统动态分析, 但是面临的主
要问题是设计多大的网络、选择什么样的拓扑结构可以表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动力系统, 隐藏的重
要关系有没有直接表现在内在结构中 [6] . 例如, 社交网络的结构可能影响信息和灾害传播速度, 金融
网络的拓扑可能会对冲击造成不同程度的放大, 电力网络的不同配置可以影响电力传输的鲁棒性和稳
定性, 如何更好地建立一个集群的同构网络结构模型是研究的关键. 为了研究真实网络的拓扑结构, 诸
多学者提出了许多网络演化模型, 这些重要的网络模型包括: 随机网络 [7] 、小世界网络 [8] 、随机聚类
网络 [9, 10] 、无标度网络和核心 – 边缘网络 [11∼13] . 总的来说, 使用网络拓扑模型对集群无人系统进行
建模表征, 对集群的功能和性能进行分析研究, 是当前集群无人系统结构研究的主要方向.
在集群结构自适应调整方面, 文献 [14] 提供群行为和网络拓扑之间的集合的解决方案, 实现集群
内无人机数量的高可扩展性和群内自适应网络拓扑结构, 该方法提供了一种自适应、可靠的网络结构,
保持了群的连通性和通信能力. 文献 [15] 采用复杂网络理论对无人机群的特征进行了研究, 为构建多
层无人机集群网络提供建模框架. 该网络可以进一步分析无人机集群系统在高对抗战场环境下的性
能以及自组网级联故障对系统的影响. 文献 [16] 研究了机器人集群在目标区域内的拓扑设计和控制问
题, 提出了一种以参考点为中心的多级结构, 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许多不同的形状, 开发了一种基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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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控制器, 在避免相互碰撞的同时实现所需的形状.
在网络结构预测方面, 文献 [3, 17] 提出了基于潜在角色的动态网络结构预测方法, 该方法克服了
已有基于转移矩阵方法忽略历史信息的不足, 提高了网络结构预测的准确性.
当前比较热门的机器学习技术通过使用预处理来处理图结构数据, 预处理将图结构信息映射到更
简单的表示, 例如实数向量 [18, 19] . 也就是说, 预处理步骤首先将图形结构化数据 “压扁” 成实数向量,
然后使用基于列表的数据处理技术处理预处理数据. 而网络拓扑结构是对节点及节点之间关系分析
的表示, 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对重要的信息, 如信息对节点 n 的拓扑依赖, 可能会在预处理阶段丢失.
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法, 文献 [20, 21] 试图在处理数据之前尽可能长
时间地保持数据的图结构特性. 在这些最近的方法中, 主要思想是使用图节点之间的拓扑关系编码底
层图结构数据, 从而将图结构信息合并到数据处理步骤中. 递归神经网络 [22, 23] 和马尔可夫 (Markov)
链 [24, 25] 属于这种技术, 在图论和节点聚焦问题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系统结构是一种不规则的数据结构, 这种结构属于非欧氏空间的数据, 可以说是无限维的一种数
据, 每一个节点的周围结构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 很多学者从 20 世纪就开始研究如何对这类数据进
行节点分类、图分类和边预测. 文献 [26] 提出了图神经网络 (graph neural network, GNN), 它既适用
于图论应用, 又适用于节点关系的应用. 这个新模型将这两个现有模型统一到一个公共框架中, 不仅
可以对图进行分析还可以对节点进行分类和编码. 图神经网络是一种连接模型, 它通过图节点间的消
息传递来捕获图之间的依赖关系. 与标准神经网络不同, 图神经网络保留了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可以表
示任意深度的邻域信息, 也可以从集群数据中挖掘出更多的结构以及相互依赖关系进行分析. 集群本
质上是由离散部分 (如节点和边) 组成的组合结构, 而许多常见的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ML) 方
法 (如神经网络) 倾向于对连续向量的分析. 图神经网络解决了 ML 很难表示离散向量的问题, 采用图
嵌入方法学习图的连续向量空间, 并将图中的每个节点 (和/或边) 分配到向量空间中的特定位置. 由
于图神经网络在对图形中节点间的依赖关系进行建模方面能力强大, 因此, GNN 在各个领域越来越受
欢迎, 包括集群、链接预测、隐私等方面都有应用.
集群无人系统结构和应用环境动态特性变成系统边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系统任务需求、组成
单元、总体架构处在不断演化中, 如何构建从任务到系统结构之间的关系模型, 使得集群系统能够自
适应地进行结构调整? 本文利用 GNN 特性对集群无人系统结构依赖关系建模, 给出递归算法实现基
于任务的集群无人系统结构预测.

3

集群无人系统演化机理

集群无人系统是一种复杂系统, 主要的能力是灵活调度、群智涌现、结构最优化和路由选择. 借鉴
狼群扑食行为发现, 狼群行为策略与环境信息和历史信息具有相关性 [27] , Cassidy 等 [28] 通过长期的
实证观察和分析提出群规模、成员组成和空间移动方向与狼群狩猎过程存在相关性, 其中群结构方式
是影响其猎扑攻击效率的主要因素. 因此为了研究集群系统的自适应性, 首先, 将集群无人系统从任务
到系统结构到网络拓扑结构的结构关系建立抽象模型, 然后, 把集群系统的各层上的数据和系统结构
用一个等效图神经网络进行描述, 将集群结构的自适应调整 (如节点的加入、删除, 边集合动态调整)
转化为二维数据的图问题进行特征提取和分类, 从而实现集群结构的自动建立和调整, 为节点损失对
任务层的影响度构建了分析基础. 进一步分析, 基于任务要求, 每一种任务对应一种初始的系统结构,
该结构决定了无人系统的连接关系、系统规模、系统的功能和能力. 随着任务的改变和环境的变化,
集群无人系统自适应调整其结构. 因此, 首先要了解集群无人系统的构成要素, 以及构成网络结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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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机理. 归纳起来集群无人系统演化的动因主要有: 使命任务变化、态势和状态改变、系统损失或
退出、链路损坏. 演化的约束条件有: 结构调整时间、集群规模. 系统之间通过频繁地信息交互, 系统
间紧密配合, 快速响应构建出集群系统. 在构建过程中集群结构不断调整以应对环境的变化.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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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群无人系统结构依赖模型

为了实现集群无人系统结构自适应调整, 需要建立从系统的链路到集群的功能再到任务的相互关
系依赖模型, 然后构建基于时间片的结构预测框架和预测算法.
系统依赖关系可以理解为集群无人系统中最重要的样本之间的基于任务的系统间协作关系, 底层
链路靠网络拓扑支撑. 其中, 系统结构能够以一种交互的方式对局部或者全局结构进行编码, 但是想
要从系统结构中提取以向量表示的数据, 而且想让系统结构能尽可能多地编码更多的信息, 在系统结
构中进行循环建模是一项不容易完成的任务,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集群无人系统中非结构
化或者向量表示的数据构建到系统结构中. 对于集群无人系统内部的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关
系, 这些非欧空间数据转化成欧氏空间结构数据, 目前图神经网络可以给出很好的描述, 用图神经网
络来描述集群结构及各类数据, 将系统结构和系统领域数据嵌入到图中, 可以对集群内系统进行关系
建模, 并通过特征分析进行优化. 根据文献 [29] 的方法, GNN 层通过聚合来自其邻居的特性信息封装
每个节点的隐藏表示. 在特征聚合后, 对输出结果进行非线性变换. 通过叠加多个层, 每个节点的最终
隐藏表示形式将接收来自更远的邻域的消息.
4.1

集群无人系统三层结构描述

集群无人系统也是一种指挥控制系统, 是一种分层式控制与交互系统, 层级之间具有依赖、顺序
和抽象的等级关系.
借鉴文献 [15] 提到的集群无人机系统的复杂网络表示方法, 本文以任务为视角, 设定集群无人系
统由 3 个相互依赖的层级组成, 即, 任务层、集群层、系统层, 分别用 Gc , Gb , Ga 表示. (1) 任务层, 将
总体任务划分为子任务, 是集群无人系统需要完成的目标. (2) 集群层, 指按照任务领域的逻辑关系和
特征实现不同系统的功能集成, 形成满足使命任务要求的集群能力. (3) 系统层, 指系统所能提供的功
能和链路的链接. 虽然系统的能力聚合为集群提供能力支撑, 但是集群能力并非是系统能力的简单叠
加, 而是希望良性的智能涌现.
根据任务层需求要求集群层收集可以提供这些能力的系统集, 每个系统能力都来源于系统层中系
统功能的聚集. 集群能力可以看作是系统组合优化的涌现能力. 通过层次的划分, 单独系统发生损坏
或者增加、减少, 相应的功能会发生改变, 从而可以清晰地分析出系统及链路的变化对集群能力的影
响. 3 个层级及层间关系可以描述如下.
任务层: 集群完成的总任务划分为若干个子任务, 从实际情况考虑各子任务的完成是相互独立的,
但子任务间会有配合和依赖关系, 本文只考虑简单的完成顺序. 任务决定了能力需求, 任务与能力之间
有映射关系 [30] . 建模时将总任务需求划分为各个领域子任务需求. 某个子任务记为节点, 边记为同类
任务之间的连接, 记为 Ec . 因此, 可以写成 Gc = (Vc , Ec ), 其中 Vc 是节点集, Vc = {Vc1 , Vc2 , . . . , Vcn }.
Ec 是边的集合, 表示节点为同一个任务, Ec = {Ec1 , Ec2 , . . . , Ecn }.
集群层: 是逻辑层, 包括单独系统之间的信息交互关系、空间分布、系统关系结构、群间组织
结构. 这些集群内的信息指挥控制点记为节点, 边记为集群内部的信息交互关系, 权重记为系统间
的涌现能力. 集群层 Gb 可以定义为 Gb = (Vb , Eb , Wb ), 其中 Vb 是节点集, 表示信息指挥控制点,
Vb = {Vb1 , Vb2 , . . . , Vbn }. Eb 是边的集合, 表示节点间的信息交互关系, Eb = {Eb1 , Eb2 , . . . , Ebn }. 权重
记为 Wb , 其中 Wb = {Wb1 , Wb2 , . . . , Wbn }.
系统层: 系统是集群无人系统的执行单元, 该层中通信点表示为节点, 节点之间形成通信网络, 边
表示节点之间的通信链路, 记为 Ga = (Va , Ea , Wa ), 其中 Va 是节点集合, 表示系统, Va = {Va1 , Va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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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集群无人系统 3 层结构
Figure 2

(Color online) Three tie layers of swarm unmanned system

Van }. Ea 是边的集合, 表示节间之间的通信关系, Ea = {Ea1 , Ea2 , . . . , Ean }. 通信网络的变化影响链

路的通信质量, 因此, 将系统层定义为加权网络, 权值为 Wa , 其中 Wa = {Wa1 , Wa2 , . . . , Wan }.
层间关系: 将集群无人系统的层间关系进行简单设定, 具体为 3 层系统节点之间的支撑依赖关系.
L(a − b)i , i = {1, 2, 3, . . . , n} 和 L(b − c)i , i = {1, 2, 3, . . . , n} 分别定义为系统层与集群层、集群层与任
务层之间的层间关系. 3 级关系如图 2 所示, 其中一层中节点的删除将导致其他层中节点的删除以及
边的删除 (图 2 中的黄色节点代表节点损坏).
例如, 为了完成使命任务 “对敌方区域进行大面积侦查并消除敌方特定目标”, 由 5 个系统构成一
个集群无人系统: 地球同步人造卫星、三个无人机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和一个地面控制
台. 地球同步人造卫星监视敌方区域, UAV-1 是一个不携带武器的监视器, 同步人造卫星与 UAV-1 实
现目标识别. UAV-2 和 UAV-3 携带基础照相机用于目标确认, 并配备武器实现目标打击, 地面控制台
用于通信传输和指挥控制. 地球同步人造卫星联合 UAV-1, UAV-2 和 UAV-3 的功能为集群提供 3 个
主要能力: (1) 区域监视, (2) 目标识别, (3) 目标打击, 从而完成使命任务. UVA 与人造卫星连接构成
系统网络提供集群层面的能力, 使得集群无人系统不仅能提供大区域监视功能, 而且提供高清晰成像
能力, 是单一系统无法实现的. 由此看来集群的能力是由系统提供的功能聚合而成的. 给出的实例如
图 3 所示.
4.2

基于图神经网络的集群无人系统结构模型

根据图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 将图结构用 D 表示, 设 D = G × N , 这里 G 是图描述, N 是图中的
节点集合. 每个节点都有自己的特征, 我们设这些节点的特征组成一个 N × M 维的特征矩阵 X. 各个
节点之间的关系也会形成一个 N × N 维的矩阵 A, 也称为邻接矩阵 (adjacency matrix). X 和 A 作为
模型输入, 通过若干层 GNN, 每个节点的特征从 X 变成了 Z, 但是, 无论中间有多少层, 节点之间的
连接关系, 即 A, 都是共享的, 保证了集群结构特征的完整性. 本文通过引入节点和弧 (边) 标签来标
识集群无人系统的结构. 标签包括所有与节点相关的对象特征和对象之间关系特征. 下面给出 3 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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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lor online) Example of swarm unmanned system

构中层内与层间节点、弧 (边) 的标签定义, 通过确定标签属性要素, 从而建立层内与层间节点间相互
依赖关系的具体含义.
定义1 任务层 Gc 定义的是完成任务所要具备的能力集合 C = (C1 + C2 + · · · + Cn ). 每个能力
Ci 作为任务层的一个节点 ni Gc , 节点之间的弧 (边) 是表示能力的实现交付给哪些系统实现, 由此将
Gc 与 Gb 层建立了依赖的关系.
任务层节点信息为 Gc xi = fw (li Gc , lGc co[n] , xGc ne[n] , lGc ne[n] ). li Gc 为集群层节点 ni Gc 标签向
量: li Gc = (li Gc id , li Gc value ), 其中 li Gc id 表示节点编号, li Gc value 表示权重, 即 ni Gc 的能力值,
为简化问题, 任务层的每个能力值均赋值为 1. lGc co[n] 表示以 ni Gc 为顶点的一组弧 (边) 的属性
标签向量: lGc co[n] = (lGc co id , lGc co value , lGc co direction ), 其中 lGc co id 表示弧的编号, lGc co value 表
示每条弧的权重, 即每个连接的无人系统可以提供的能力值, lGc co direction 表示弧的方向, 指向 ni Gc
为 1, 离开 ni Gc 为 0, 任务层的弧都是指向节点 ni Gc 的, 这里 lGc co direction = 1. xGc ne[n] 表示
节点 ni Gc 的邻节点属性向量: xGc ne[n] = (xGc ne conncet , xGc ne evoluement ), 其中 xGc ne conncet 是 [0,
1] 布尔值, 0 表示不可以为任务层节点 ni Gc 提供能力, 1 表示可以为任务层节点 ni Gc 提供能力,
xGc ne evoluement 表示演化能力在不同阶段的标志. lGc ne[n] 表示节点 ni Gc 的所有邻居节点的原子标
签向量: lGc ne[n] = (lGc ne id , lGc ne layer ), 其中 lGc ne id 表示邻居节点编号, lGc ne layer 表示邻节点所属
的层级.
定义2 集群层 Gb 定义的是集群内部系统关系构成以及该层节点与邻域的任务层和系统层节点
之间的依赖关系. 每个无人系统作为集群层的一个节点 ni Gb , 节点之间的边 lGb 表示系统之间的信息
交互的逻辑关系, 与任务层 Gc 和系统层 Ga 之间的关系.
集群层节点信息为 Gb xi = fw (li Gb , lGb co[n] , xGb ne[n] , lGb ne[n] ). li Gb 为集群层节点 ni Gb 标签向
量: li Gb = (li Gb id , li Gb function ), 其中, li Gb id 表示节点编号, li Gb function 表示系统功能, li Gb function
= 1 表示系统可以提供功能, li Gb function = 0 表示系统不能提供功能. lGb co[n] 表示以 ni Gb 为顶点的
一组弧 (边) 的属性向量: lGb co[n] = (lGb co id , lGb co value , lGb co direction ), 其中, lGb co id 表示弧的编号,
lGb co value 表示每条弧的权重, lGb co direction 表示弧的方向, 指向节点 ni Gb 为 1, 离开节点 ni Gb 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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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节点 ni Gb 的邻节点属性向量: xGb ne[n] = (xGb ne connect , xGb ne evoluement , xGb ne function ),
其中 xGb ne conncet 是 [0, 1] 布尔值, 0 表示不为节点 ni Gc 提供能力, 1 表示为节点 ni Gc 提供能力.
xGb ne evoluement 表示演化能力在不同阶段的标志, xGb ne function 表示系统的功能, xGb ne function = 1 表
示系统具备功能, xGb ne function = 0 表示系统不具备功能 (或已损坏). lGb ne[n] 表示节点 ni Gc 的所有邻
居节点的原子标签向量, lGb ne[n] = (lGb ne id , lGb ne layer ), 其中 lGb ne id 表示邻居节点编号, xGb ne layer
表示邻居节点所属层级.
x Gb

ne[n]

定义3 系统层 Ga 定义的是系统之间的网络拓扑关系, 每个系统的一个通信点作为该层的节点
ni Ga , 节点之间的边 lGa 表示系统之间的通信链路关系, 与任务层 Gc 节点和集群层 Gb 节点有边关
系, 表示系统层通信链路对集群层有支撑关系.
系统层节点信息为 Ga xi = fw (li Ga , lGa co[n] , xGa ne[n] , lGa ne[n] ). li Ga 为集群层节点 ni Ga 标签向
量: li Ga = (li Ga id , li Ga function ), 其中 li Ga id 表示节点编号, li Ga function 表示节点功能, li Ga function =
1 表示系统通信正常, li Ga function = 0 表示系统通信失败. lGa co[n] 表示以 ni Ga 为顶点的一组弧 (边)
的属性向量: lGa co[n] = (lGa co id , lGa co value , lGa co direction ), 其中 lGa co id 表示弧的编号, lGa co value
表示每条弧的权重, lGa co direction 表示弧的方向, 指向节点 ni Ga 为 1, 离开节点 ni Ga 为 0. xGa ne[n]
表示节点 ni Ga 的邻节点属性向量, xGa ne[n] = (xGa ne connect , xGa ne function ), 其中 lGa ne conncet 是 [0,
1] 布尔值, 取值 0 表示节点 ni Ga 不可以建立链接, 取值 1 表示为节点 ni Ga 建立链接. xGa ne function
表示节点的功能, xGa ne function = 1 表示节点具备功能, xGa ne function = 0 表示节点不具备功能 (或已
损坏). lGa ne[n] 表示节点 ni Ga 的所有邻居节点的原子标签向量, lGa ne[n] = (lGa ne id , lGa ne layer ), 其
中 lGa ne id 表示邻居节点编号, xGa ne layer 表示邻居节点所属层级.
4.3

集群无人系统结构状态计算与预测
4.2 小节中, li , lco[n] , xne[n] , lne[n] 都是节点 ni 的标签向量, 设函数 fw 为节点 n 对其邻域的依赖关

系, 将集群无人系统结构用节点对其邻域的依赖关系描述, 称为转换函数:
xn = (fw ln , lco[n] , xne[n] , lne[n] ).

(1)

给出输出函数 gw , 描述如何得到当前的关于节点 ni 的所有关系结构输出. 将转换函数 fw 和原
子节点作为输入, 给出输出函数 gw , 得到需要的输出 on :
on = (gw fw , ln ).

(2)

将 3 个层级的所有节点邻域依赖关系为所有变量 xn 叠加而成的向量, 见式 (3):
xn =

∑

(fw ln , l(n,u) , xu , lu ),

n ∈ N.

u∈ne[n]

比如, 整个 N 的标签向量矩阵为


x1 (1, 1) (1, 2, 3, 1, 1, 4, 6, 1) (1, 0, 0, 1) (0, 1, 1, 1) (1, 2, 3, 4, 5) (3, 3, 3, 2, 2)




 x2 (2, 0) (1, 2, 3, 1, 1, 4, 6, 1) (0, 1, 0, 1) (0, 1, 1, 1) (1, 2, 3, 4, 5) (2, 3, 3, 3, 2) 
.
xn = 



··· ···
···
···
···
···
···


···
···
···
···
···
x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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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集群无人系统结构的图神经网络
Figure 4

GNN of swarm unmanned system structure

将 xn 和 ln 作为输入, 再求解式 (2), 参数 w 是通过训练数据集中包含的例子来估计的值. 当采
用静态神经网络实现 fw 和 gw 时, 编码网络是一个递归神经网络, 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可以分为内部
连接和外部连接. 内部连接由用于实现该单元的神经网络体系结构决定, 外部连接依赖于处理后的图
的边.
根据 Banach 不动点定理 [31] , 我们可以认为 xn (t) 是由过渡函数 fw 更新的状态, 可以通过迭代
计算输出和状态, 实现集群无人系统结构预测.

 xn (t + 1) = (fw ln , l

co[n] , xne[n] , lne[n] ),

 o (t) = g (x (t), l ),
n
w n
n

n ∈ N.

(4)

状态 xn (t) 由式 (4) 迭代更新, 直到 t 时刻, 状态 xn (t) 趋于式 (2) 的不动点解: xn (t) ≈ x; 每个
单元存储节点 n 的当前状态 xn (t), 当被激活时, 它使用节点标签和存储在附近的信息计算 xn (t + 1)
的状态. 单元重复激活产生式 (3) 所述的行为, 节点 n 的输出由另一个实现 gw 的单元产生. 为了构
建编码网络, 可以用计算函数 fw 的单元替换图中的每个节点. 编码网络从时间 t 展开到初始时间 t0 .
根据集群无人系统的层次实例, 给出如图 4 所示的分层网络. 每个层对应一个时间实例, 并包含编码
网络的所有单元 fw 的副本. 两个连续层的单元按照图的连通性进行连接. 时间对应的最后一层也包
括 gw 单元, 计算网络的输出.
设定一个学习框架 τ = {Gi , ni,j , ti,j |Gi = (Ni , Ei ) ∈ ∅; ni,j ∈ Ni ; ti,j ∈ IRm }, nij ∈ Ni , 即 τ =
(G, Γ), 这里 G = (N, E) 表示集群的结构图, τ 表示节点及权重 {(ni , ti )|ni ∈ N, ti ∈ IRm , 1 6 i 6 q}.
可以对图网络模型中每个节点进行监视. 该学习算法基于梯度下降策略, w 根据梯度更新, 输出和状
态可以通过迭代计算.
算法采用递归神经网络进行学习, 由一个主程序和 forward(), backward() 两个函数组成, 主程序
更新权值 w, w 影响学习网络的速度, w 可以取 [0, 1) 的随机初始化值, w 值越大收敛速度越快, 本文
算法中选取最小值 w = 0, 直到输出达到期望的精度或达到其他一些停止准则. 参考文献 [26], 本文结
合集群无人系统结构特征, 给出集群无人系统结构预测学习算法, 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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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集群无人系统结构预测学习算法
Figure 5

5

Swarm unmanned system structure prediction learning algorithm

实验仿真

整个图网络可以实现将集群结构以任务为标准的分类, 即每种任务对应一类具体集群无人系统结
构. 任务的变化会导致集群结构的自适应改变.
将战略预警与打击无人系统作为应用案例进行分析, 该系统主要用于准确、快速地获取与处理所
属区域的情报, 以有效提高预警和打击的快速反应能力. 假设任务是侦察和打击敌方目标. 战略预警
与打击无人系统能力需求对 1000 km 的范围进行监察, 预警时间大于 1 h, 目标发现概率大于 0.96, 系
统虚警概率小于 0.7, 攻击目标时间小于 0.1 h, 失误率小于 0.2. 装备储备有 1000 架无人机 (UAV)、100
颗卫星和 10 个地面控制站. 本次可调拨的装备有 100 台无人机、20 颗卫星、8 台地面控制站. 实验设
定同一种设备之间的连接方式: (1) 无人机的连接方式为全连接, (2) 卫星的连接方式为环形, (3) 地面
控制站的连接方式为二维网格或社区连接方式,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设备连接方式的示意图如
图 6 所示.
实验用 TensorFlow 搭建图神经网络学习框架, 在 GPU 集群服务器上进行网络训练. 目前集群无
人系统在我军没有实际应用, 处于技术论证阶段. 本实验根据专家经验人工构建训练集, 给节点建立
标签, 实验中有部分无标签数据参与网络训练, 所以, 神经网络实现的是一个半监督学习 [32] . 其中, 图
网络中节点的关系通过连接关系矩阵来描述. 例如, 对于包含 11 个节点的图网络, 通过建立 11 × 11
的矩阵来描述不同节点之间是否有联系. 数据集主要包括: (1) 标签, 根据不同任务来划分, 本文实验
设定的任务标签分别是打击和侦察两类. (2) 节点特征矩阵, 主要目的是描述不同节点特征, 图网络根
据节点特征以及节点之间不同的连接关系来区分不同任务类型. 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训练
集主要用来完成网络参数的优化. 训练过程的算法描述详见图 5, 主要分为网络前向传播和网络反向
传播, 前向传播完成特征提取, 反向传播完成图网络的参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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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同一类型设备之间的连接方式
Figure 6 (Color online) Connection of the same type of equipments. (a) Ground control station graph; (b) satellite graph;
(c) UAV graph

根据需求, 任务层将任务目标分为侦察、打击两类, 同一任务目标认为是一种类型任务. 集群层根
据任务类型自适应地实现集群结构. 系统层关注的是系统的功能是否完好, 系统之间是否建立通信链
路. 任务层节点、集群层节点和系统层节点属性标签见表 1.
节点的图表示为 G = (V, E, A), 节点 Vi ∈ V , ei,j = (vi , vj ) ∈ E.
(1) 该案例的邻接矩阵 Ai (即节点间的边) 为









v

 s
Ai = vu





vg





vm


vs vu vg vm 






0 0 1 1 


,
1 0 1 1




1 1 0 1 





1 1 1 1

其中, 如果 eij ∈ E, 则 Aij = Wij , 否则 Aij = 0.
(2) 卫星特征矩阵为


sr1





 sr2
Xs =


···




s
r100


sj1 





sa2 sj2 
.

··· ··· 




sa100 sj100 
s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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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层节点属性标签
Table 1
Layer

Mission layer Gc

Label property of layer nodes

Node

Label
(1) Reconnaissance

Mission target (VT )

(2) Attack
(1) Resource consumption (electricity, fuel oil, ﬁre power)
Mission (VM )

(2) Completion time (warning time + decision time + attack time)
(3) Degree of attack
(1) Reconnaissance scope Sr

Satellite (VS )

(2) Accuracy Sa

Swarm layer Gb

(3) Relative target position Sl
(1) Firepower Uf
UAV (VU )

(2) Operational time Ut
(3) Relative target position Ul

Ground control station (VG )

(1) Communication rate Gs
(2) Command and control Gc

System layer Ga

(1) Yes

System function (VF )

(2) No
(1) Yes

Communication link (VL )

(2) No

无人机特征矩阵为

地面控制站特征矩阵为





U
U
U


f
1
t1
l1








 Uf 2
Ut2
Ul2 
Xu =
.



···
···
··· 








U

f 1000 Ut1000 Ul1000


Gs1





 Gs2
Xg =
 ···





G
s10



Gc1 




Gc2 
.

··· 




Gc10 

(3) 集群空间图表示为 G = (V, E, A, X), X ∈ RT ×N ×D . 给定需求, 任务目标 VT 是 (0, 1) 布尔值,

用于任务分类, 属于该任务记为 1, 否则标记为 0.
下面是给出的实验验证结果. 图 7 是给定基本任务时, 集群构建者根据专家经验, 初始地连接了
需要的节点. 从可调配的装备库中实际调拨 20 个无人机分成 3 个群组、10 颗卫星和 8 个地面站组成
集群无人系统以及相互连接结构. 图 7 中一个黄色圆点表示一架无人机 (UAV), 一个蓝色圆点表示一
颗卫星 (S), 一个绿色圆点表示一个地面站 (G).
图 8 是明确任务后, 任务 VM 是函数收敛的标准, 将变量值代入式 (1) 和 (2), 通过图 5 给出的递
归神经网络算法, 实现在系统层约束下, 自动建立满足任务要求的集群无人系统的结构. 最终根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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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版彩图) 初始的集群无人系统结构及依赖关系
Figure 7

(Color online) Initial structure of SUS and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图 8 (网络版彩图) 自适应建立的集群无人系统
Figure 8

(Color online) Adaptive structure of SUS

供的训练标签数据, 得到 3 个无人机集群、5 个卫星和 3 个地面站的连接结构. 图 8 上方的无人机集
群中有一个无人机同时与地面站和卫星连接, 形成火力打击结构模式, 集群内无人机是全连接.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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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右边的无人机集群中分别有一台无人机与地面站连接, 集群中另一台无人机与卫星连接, 形成侦查
结构模式. 实验发现, 自主生成的集群结构中, 完成侦查任务的集群无人机没有全连接, 只需使用部分
无人机连接就可以完成任务, 比专家经验构建集群节省了无人机装备资源. 图 8 中黄色圆点表示无人
机, 蓝色圆点表示卫星, 绿色圆点表示地面站.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出将图神经网络用于集群无人系统结构预测. 给定任务需求, 构建集群系统内的节点标签
和节点领域标签, 形成层级内部和层级之间节点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并将该标签矩阵作为输入, 通
过递归的神经网络参数估计学习算法, 得到集群无人系统结构. 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在集群无人系统
的图递归神经网络中加入节点权重和边权重实例数据, 计算系统的可靠性等性能指标, 分析出节点损
失对任务层的影响. 另外, 由于集群无人系统节点状态标签属性数据量大, 后期计划利用分布式 GPU
集群对该方法进行算法效率分析, 以进一步了解该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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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warm unmanned systems (SUSs) have become crucial in the military fiel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has promo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unmanned combat mode from single-platform remotecontrol to intelligent-swarm combat. SUSs support the cooperative, autonomous, and flexi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bat system under uncertain tasks and environments. The overall swarm performance depends on the
system and structure among its members and also dynamically evolves with the time and the environment. Thus,
new intelligence emerges from the interaction among systems. Starting 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SUS structu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model of a three-layer structure and a relationship involving the data-link layer, the SUS,
and the task requirements.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relationship model is transformed into a two-dimensional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model by using a graph neural network; then, the dependency graph of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systems and layers of the SUS is constructed. The integral network i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a task-based
standard. The recursive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is derived from the intra- and interlayer relationships. The SUS
structure is predicted via some examples of training data sets and the attribute labels of task-based nodes. The
impact of the system or data layer damage can b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weight parameters of the structure
dependence relationship. Finally, the autonomous decision of the SUS from the task to the swarm structure is
realized.
Keywords swarm unmanned system, adaptive structure, graph neural network, evolution, intelligent emergence, structure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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