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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无人机通常是指由无线电遥控或者由自主控制算法控制的不载人飞行器. 相比于有人机, 无人
机在执行危险任务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 但是目前还没有能够应对高强度空战的无人机系统. 此外,
在执行空战任务时, 单一无人机的鲁棒性往往得不到保证, 而多无人机系统不仅能保证鲁棒性, 还能
通过饱和攻击的方式提高任务的成功率. 因此, 本文对基于群体智能的多无人机空战系统进行了研究.
针对多无人机协同飞抵空战场并完成作战任务的问题, 本文对飞机的空气动力学模型和飞机路径上的
威胁区域进行了建模, 并利用蚁群算法完成了无人机飞抵空战场的航迹规划. 在单无人机有限状态机
控制算法的基础上, 结合多无人机协同, 提出了一种多无人机自主控制算法以提高无人机集群在空战
中的成功率. 本文还搭建了一套仿真平台, 对所设计算法的有效性进行了相关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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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人机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通常是指能够通过无线电遥控装置或者机体自带的控制
程序操控的不载人飞行器. 其中, 具备自主控制功能的无人机分为能够完全自主操作和能够间歇性自
主控制两类. 相较于载人飞机, 无人机更加适用于有人机无法到达的环境或者较为危险的任务, 民用
无人机广泛应用于航拍摄影、电力巡检、新闻报道等方面, 而军用无人机则用于情报侦察、电子干扰,
以及携带集束炸弹或制导导弹进行打击任务.
然而在目前的研究与实际应用中, 还没有能够应对高强度空战的无人机, 因而这种危险的任务主
要仍然是由人类飞行员完成. 相对于有人机, 无人机没有生理和心理条件的限制, 反应速度和计算能
力也占据着很大的优势, 而且机载的计算机能够很好地对空战中海量的信息进行处理和利用, 从而减
少战场上的人员伤亡. 因此, 有必要研究一种无人的智能空战系统.
由于我们赋予无人机的空战任务比以往的侦查和打击任务强度更高, 场景也更加复杂, 如果仅仅
使用单一的无人机, 任务执行的效率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而多无人机系统则能大大地提高任务的成功
引用格式: 周文卿, 朱纪洪, 匡敏驰. 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的无人空战系统.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2020, 50: 363–374, doi: 10.1360/
SSI-2019-0196
Zhou W Q, Zhu J H, Kuang M C. An unmanned air combat system based on swarm intelligence (in Chinese). Sci Sin
Inform, 2020, 50: 363–374, doi: 10.1360/SSI-2019-0196

c 2020 《中国科学》杂志社
⃝

www.scichina.com

infocn.scichina.com

周文卿等: 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的无人空战系统

率. 多无人机系统能够通过彼此之间的通信和协同合作 [1∼5] , 将探测能力较低的单个传感器结合起来,
覆盖比单个无人机更加广阔的作战区域, 并且能够更加立体、全方位地感知战场态势, 做出更优的决
策 [6] . 此外, 敌方的防御系统面对多无人机的饱和攻击时也会显得力不从心 [7] , 即使通过对空导弹击
落部分无人机, 拦截的成本也会很高; 而我方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人员伤亡, 且剩余的无人机仍然能
对敌方目标组织起有效的攻击.
对于多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文献 [8] 针对目前设计的无人机受到固有技术思想制约的状况, 基于
仿生智能提出了几种无人作战飞机控制技术的新思路. 文献 [9] 聚焦无人机和有人机、无人机和无人
机的协同作战, 对无人协同作战的发展现状和关键技术进行了介绍. 但是上述文献所述内容都是概述
性的, 而没有对无人机在空战中的协同作战提出具体的方案. 在多无人机的自主控制中, 很多研究者
对群体智能的算法进行了研究, 文献 [6] 提出了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的无人机网络自主集群控制算法和
集成传感与通信方法. 文献 [10] 针对侦查/攻击型多无人机的作战假设, 考虑相互耦合的任务分配和
航迹规划问题, 提出了一种能使系统效能最大化的任务分配算法和同时攻击目标的航迹规划算法. 国
外的研究者针对无人机群的自主控制方法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文献 [11] 使用一种生物激励机制协调无
人机与不完善的传感器在杂乱的室外区域进行目标搜索. 文献 [12] 提出了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的无人
机群实时协调方法, 该方法可以利用空中平台监测无人机群, 探测环境条件以评价每个个体的状态并
进行协调.
然而上述的研究都是在没有空中对抗, 或者是空中对抗强度比较低的情形下进行的; 研究对象也
都是机动能力、感知能力较弱的无人机 (如小型四旋翼无人机), 不具备很强的空中作战能力. 此外, 这
些研究大多针对固定的场景进行轨迹规划或是任务分配, 而缺乏对于类似空战场这样有许多变数和紧
急情况的场景进行的讨论.
根据上述需求, 本文针对空战中的无人机群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复杂场景中, 考虑了敌方飞机和
敌方导弹等不确定的危险因素, 提出了一种针对无人机组成的无人机群的自主控制算法, 并且在现有
的空战仿真系统上进行了测试, 验证了其有效性.

2

模型搭建

本文研究的无人机群可以在不受到敌方火力威胁的安全区域由机场、航空母舰乃至运输机起飞
或者投放. 抵达作战区域后搜索敌方目标、发动攻击, 并对敌方飞机或者地面防空武器发射的导弹进
行规避, 从而确保自身存活. 此外, 敌我双方的飞机还配备有诱饵弹, 可以诱使红外导引方式的导弹误
以为它是发动机热源, 从而转移目标并保护飞机.
2.1

战场模型

利用游戏开发引擎 Unity3D, 我们搭建了一个空战仿真系统 (如图 1 所示). 其中包括了三维地
景、F22 等飞机, 以及 AIM-120 等导弹的三维模型. 根据现有 “暗剑” 无人机的部分文字和图片资料,
我们利用 3ds MAX 构建出其模型, 并将其加入仿真系统中 (如图 2 所示).
2.2

飞机动力学模型
针对上述复杂场景, 我们基于六自由度的飞机动力学模型, 将推力、重力和气动力在三维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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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空战仿真系统
Figure 1

(Color online) Air combat simulation system

图 2 (网络版彩图) “暗剑” 无人机发射导弹
Figure 2

(Color online) Anjian launching a missile

进行投影和分解, 得到无人机在机体坐标系下横向力、纵向力和垂向力的方程:

m(U̇ + QW − RV ) = −(mg − L)sinθ + T − Dcosθ,



m(V̇ + RU − P W ) = (mg − L)sinϕcosθ,



m(Ẇ + P V − QU ) = (mg − L)cosϕcosθ + Dsinθ,

(1)

其中, m 为机体质量, g 为当地重力加速度; U, V, W 分别为沿机体坐标系 x, y, z 轴方向的速度; P, Q,
R 分别为绕机体坐标系 x, y, z 轴旋转的角速度; θ, ϕ, ψ 分别为机体的俯仰角、滚转角、偏航角; 无人
机采用一台发动机提供动力, 发动机的推力为 T ; L, D 为气流作用在飞机上产生的升力和阻力.
无人机在机体坐标系下的滚转力矩、俯仰力矩和偏航力矩方程为

Ṗ I + QR(Iz − Iy ) − (Ṙ + P Q)Ixz = MK + MLx + MDx ,


 x
(2)
Q̇Iy − P R(Iz − Ix ) + (P 2 − R2 )Ixz = MLy + MDy ,



ṘIz + P Q(Iy − Ix ) + (QR − Ṗ )Ixz = MLz + MDz ,
其中, Ix , Iy , Iz 分别为相对于机体坐标系 x, y, z 轴的惯性矩; Ixz 为 xz 平面的惯性积; MLx , MLy 和
MLz 为升力 L 对于机体坐标系 x, y, z 轴的力矩; MDx , MDy , MDz 为阻力 D 对于机体坐标系 x, y,
z 轴的力矩. 飞机的动力学参数由四阶龙格库塔 (Runge-Kutta) 法进行求解, 保证仿真结果接近真实
情况.

3

航迹规划算法

目前常见的一些无人机控制软件中的路径规划模块较为简单, 通常是按照依次飞抵预先设置好的
一系列航线点的方式, 或者按照沿着某些固定形状的边界飞行的方式 (如绕矩形飞、绕圆弧飞等) 完成
航线的规划. 然而在我们的研究背景中, 无人机面对的是复杂而危险的情景. 在飞行过程中, 无人机需
要规避已知的导弹阵地 (雷达覆盖区域以及火力覆盖区域), 或者地形中隆起的山峰等固有的威胁, 还
需要应对未知的导弹阵地和突然出现的敌方飞机等突发的威胁. 因而这种人为设定航线点或飞行模式
的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行性.
由于在任务初期无法预测突发的威胁会在何时何处出现, 因此我们在第 4 节实时地对其进行处
理. 而对于固有的威胁, 我们利用蚁群算法, 在执行任务前完成无人机的航迹规划, 对威胁区域进行
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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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威胁区域网格化

固有的威胁主要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地势的起伏造成的障碍, 另一种则是已知的敌方雷达以及
火力覆盖的区域. 对于第 1 种威胁, 可以简单地将地景的模型网格化 —— 沿着三维地景的 xy 平面将
其划分为 a × b 的网格, 并将网格顶点对应的地景中的高度作为该顶点的高度, 从而可以得到一个地
形网格. 当网格足够密集的时候, 就能准确地反映出实际的地形.
对于第 2 种威胁, 将以雷达 (或是防空火力) 为球心, 以雷达探测范围 (或是导弹射程) 为半径的
球体作为雷达覆盖区域 (或是火力覆盖区域). 类比上面的第 1 种威胁, 可以将雷达覆盖区域或火力覆
盖区域的球体也当作是地形的一种, 并将其加入上述的三维地景, 然后进行网格化. 通过上述的过程,
就得到了所有威胁区域的网格.
3.2

蚁群算法

群体智能的概念来自于自然界中的蚂蚁等社会性动物. 通过观察它们的群体行为, 研究者发现众
多无智能的个体通过简单的合作却表现出了较高的智能. 这种群体智能具有分布式、协调、自组织等
特点, 而蚁群算法就是其中主流的一种算法.
蚂蚁在移动的过程中会在行进的路径上释放一种称为信息素的物质. 如果某个点有多个路径有信
息素, 蚂蚁会以较大概率选择信息素较浓的路径前进; 如果没有任何路径有信息素, 则会随机选择一
个方向前进.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正反馈机制 —— 选择较短路径的蚂蚁所用时间短、往复次数多, 留下
的信息素浓, 从而吸引更多的蚂蚁选择较短的路径, 进一步地使这条路径上的信息素变浓. 随着时间的
推进, 大部分的蚂蚁都会选择信息素最浓的最优路径. 而这种利用信息素的思想求解最优化问题的方
法就称为蚁群算法, 我们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无人机的航迹规划.
位于节点 i 的第 k 个人工蚂蚁 m (m = 1, 2, . . . , M ) 选择节点 j 作为下一个节点的状态转移概率

(τ )α (ηij )β

 ∑ ij
, j ∈ Dm ,
α
β
l∈Dm (τil ) (ηil )
Pijm =
(3)


0,
其他,
其中, M 为种群的个数; Dm 为蚂蚁 m 此时下一步允许经过的节点集合; τij 表示节点 i 到 j 的信息
素的信息素的强度; ηij 表示节点 i 到 j 的启发式信息; α 为信息启发因子, β 为期望启发因子, 分别用
来调节信息素和启发信息在转移过程中的重要程度. 对于信息素的更新, 有
new
τij

= (1 −

old
ρ)τij

+

M
∑

m
∆τij
,

(4)

m=1

其中, ρ ∈ [0, 1) 为信息素的残存率, 且


 Q , 第 m 只蚂蚁本轮循环中经过路径 ij ,
m
∆τij = Lm

 0,
其他,

(5)

其中, ∆τijm 表示本轮循环中第 m 只蚂蚁在路径 ij 上引起的信息素变化量; Q 表示一只蚂蚁完成一轮
循环所释放信息素的总量; Lm 表示第 m 只蚂蚁在本轮循环中路径的总长度.
为了验证我们的路径规划算法, 我们采用 21 × 21 × 2000 的威胁区域网格进行试验. 按照图 3 所
示的流程图, 取种群个数 M = 10, 最大迭代次数 N = 100, α = β = 1, 起点坐标 (1, 10, 800), 终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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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蚁群算法流程图
Figure 3

Flow chart of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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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最佳个体适应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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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 无人机路径规划
Figure 5

(Color online) UAV path planning

(21, 8, 1000). 通过实验, 得到如图 4 和 5 所示的结果. 可以看出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 最佳个体的适应

度最终稳定在固定值, 且搜索出了一条可以避开威胁区域的最优路径.

4

无人机控制算法
在完成了第 3 节的航迹规划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条相对安全且距离较短的最优路径. 除了沿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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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卿等: 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的无人空战系统

Autonomous control levels
Fully autonomous swarms 10
Group strategic goals 9
Distributed control 8
Group tactical goals 7
Group tactical replan 6
Group coorgination 5
Onboard route replan 4
Adapt to failures & flight conditions 3
Real time health/diagnosis 2
Remotely guided 1

UCAR goal
J-UCAS goal

Global Hawk, Shadow,
ER/MR and Fire Scout
Predator
Pio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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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无人机路线图 2005∼2030》定义的无人机自主控制等级
Figure 6

ACL in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Roadmap 2005∼2030

划好的航迹飞行以外, 无人机还需要自主地对遇到的突发情况 (第 3 节中的突发威胁, 以及发现并攻
击目标等) 进行数据处理和紧集状况的应对. 为此, 我们需要为无人机设计一种自主控制算法.
按照美国国防部 2005 年在《无人机路线图 2005∼2030 》中定义的无人机自主控制等级 (autonomous
control level, ACL) [13] , 无人机的自主控制等级可以划分为如图 6 所示的 10 个等级. 其中, 前 3 个
等级分别为遥控引导、实时故障诊断和故障/飞行条件自适应. 目前最先进的无人机 —— 全球鹰、影
子、ER/MR、火力侦察兵等在 ACL 中同属第 2 等级和第 3 等级之间. 而作为未来研究的目标, 联合
无人空战系统约属于第 6 等级机群战术重规划, 无人战斗武装旋翼飞机约属于第 8 等级分布式控制
和第 9 等级机群战略目标之间. 最高的等级则是第 10 等级机群全自动化.
为了让我们的无人机达到自主评估态势、规划行动并完成任务的目的, 我们为其设计了一套自主
控制算法.
4.1

单无人机控制算法

无人机在进入战斗空域后, 空战中的态势可以简单分为以下几种状态. 第 1 种是巡航状态, 在无
人机未发现敌机及敌方导弹的情况下, 采用随机的方式选取巡航模式 (盘旋、爬升、俯冲或平飞) 以及
巡航过程中的参数 (滚转角和俯仰角), 从而完成索敌任务. 第 2 种是攻击状态, 在无人机发现敌机且
未受敌方导弹威胁的情况下, 首先爬升占据有利高度, 使得导弹发射时的重力势能增加从而增加射程;
然后实时地改变无人机的欧拉角, 调整方向使得机头对准敌机, 并进行追踪; 最后在足够接近敌机, 敌
机进入有效射程后发射导弹进行攻击, 从而击落目标. 第 3 种是导弹规避状态, 在无人机受到敌方导弹
威胁的情况下, 首先滚转 180◦ 使得飞机倒飞, 然后拉起机头使得无人机完成一个向下的筋斗直至俯仰
角回到 0◦ , 这样的机动动作在大部分情况下能较好地达到逃逸的效果; 如果导弹与无人机的距离达到
危险的警戒值时, 无人机需要释放诱饵弹对敌方导弹进行干扰, 从而规避敌方导弹. 第 4 种是脱离战
场状态, 当无人机发射的导弹没有击落敌机且两机距离比较小的时候就会先垂直敌机的速度方向尽快
脱离敌方攻击范围, 然后再重新进行攻击, 这样就能减少无人机被敌机锁定并击落的可能性. 第 5 种
是丢失目标搜寻状态, 在敌机从无人机的视野中丢失短暂一段时间的情况下, 无人机按照丢失视野时
刻敌机的速度估算敌机现在所处的位置, 并对估算的位置进行追踪, 从而再次发现敌机.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防撞地状态, 虽然在航迹规划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地形对无人机的威胁, 但
是在飞机处于上述 5 种状态并做机动的过程中, 仍然有撞击地面的可能. 因此, 在无人机距离地面太
近的情况下, 就会拉起机头并爬升, 防止撞击地面. 在防撞地状态中, 紧急拉起时间 te 代表拉起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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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无人机状态机
Figure 7

的安全时间范围, 有

UAV state machine



Hm = KVv2 ,




∆H = Hn − D − Hm ,


∆H


 te =
,
Vv

(6)

其中, Vv 为当前无人机竖直方向的速度; K 为常系数; Hm 为最小拉起高度; Hn 为当前无人机竖直方
向的高度; D 为安全距离.
按照图 7 所示的状态机, 可以得到无人机在各个状态之间转换的关系, 并据此设计了一套单无人
机的控制算法. 算法中, 输入为敌方飞机和导弹的信息列表 (包括速度和位置等), 以及无人机自身的
状态信息. 每一个无人机根据输入的信息判断当前所处的状态, 其中, Patrol 代表巡航状态, Attack 代
表攻击状态, Escape 代表导弹规避状态, Run 代表脱离战场状态, TrackLastSeen 代表丢失目标搜寻状
态, Emergency 代表防撞地状态. 然后根据当前所处的状态, 计算当前飞机所需要做的机动动作. 并模
拟人类飞行员控制摇杆 (包括前后左右移动摇杆控制飞机的滚转角和俯仰角, 以及是否按下摇杆上发
射导弹、诱饵弹的按钮)、油门、脚舵等外设. 仿真系统接收到上述的输出后, 在仿真环境中对无人机
的状态进行更新, 从而可以对无人机的自主控制算法进行验证.
图 8 中为在我们的仿真系统中进行的一场一对一对战测试的轨迹图, 两架飞机分别携带 2 枚
AIM-120 中距空对空导弹和 6 枚 AIM-9X 近距空对空导弹和 8 组诱饵弹, 其中诱饵弹有 30% 的概率
能够引走追踪的导弹. 图中红色的轨迹和蓝色的轨迹为两架由自主控制算法控制的无人机, 黄色和绿
色的轨迹分别为两架飞机发射的导弹, 最终红方无人机被蓝方无人机击落. 从测试中可以看出, 我们
设计的单无人机自主控制算法成功地完成了既定的战术目标.
4.2

多无人机协同控制算法

单无人机在复杂场景中执行任务的鲁棒性不够稳定, 任务的成功率得不到保证. 而且单个无人
机的性能往往较低, 通过多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可以拓展无人机的探测能力, 并且提高任务完成的成
功率.
自然界中很多的鸟类和鱼类是集群行动的, 群体中每个个体遵循的行为模式非常简单, 整体表现
出来的行为却是很复杂的. 通过简单个体之间非直接通信式的交互, 整个群体以自组织、分布式的形
式形成了一种具有较强鲁棒性的群体智能. 自然界中生物的这种集群行动的行为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369

周文卿等: 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的无人空战系统

UAV red
Missile yellow 1
from UAV red

Missile green 1
from UAV blue

Missile green 3
from UAV blue

Missile green 2
from UAV blue

Missile green 4
from UAV blue

UAV blue

图 8 (网络版彩图) 对战轨迹图
Figure 8

(Color online) Battle trajectory

(1) 分离. 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和临近个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避免相互之间拥挤或发生碰撞.
(2) 对齐. 调整飞行方向, 顺着周边其他个体的平均方向前进, 保证个体在左右方向不脱离队伍.
(3) 凝聚. 调整飞行速度, 保持在周边单位的中间位置, 保证个体在前后方向不脱离队伍.

群体没有一个或者多个中心进行控制, 每个个体都是独立自主的, 且只需要考虑自身观察范围内
的外界以及自己身边的 5∼10 个其他个体. 每当有危险 (或食物) 出现在群体的一侧时, 附近的个体会
根据自身的自私化动机做出规避 (或趋向) 的反应, 继而影响整个群体的行为方式. 对于无人机的群
体, 可以模仿生物界的群体智能进行控制, 而多无人机的协同控制包括协同侦查和协同作战.
4.2.1

协同侦查

多无人机群体中, 每个个体利用自身的雷达等传感器对于周边的环境进行探测和侦查. 通过僚机
与长机之间的通信, 长机可以获得所有无人机的视野, 然后再将全局信息广播给所有的无人机. 通过这
样的过程, 无人机群之间就可以实现共享视野. 其中, 无人机的通信协议以及具体的通信方式不在本
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仿真系统中直接将每架无人机的视野作为公共的已知信息来模拟这一通信过程.
在将群体中所有个体侦查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和整合之后, 每个个体就可以得到更加广阔的战场视
野, 形成对战场态势更加准确的判断, 从而完成决策执行作战任务.
在这一过程中, 也要求每个个体之间的相对位置既不靠的太近也不离得太远. 如果两架无人机距
离太近, 则它们的侦查范围会有较大部分的重合度, 导致探测能力的浪费; 如果相邻两架无人机距离
太远, 则它们之间会有视野的盲区, 从而可能忽视了潜在的威胁. 图 9 中左边 4 条红色的轨迹为 4 架
“暗剑” 无人机, 右边蓝色的轨迹为一架 F22, 4 架无人机呈编队飞行, 协同对战场进行探测.
4.2.2

协同作战

仿照鸟群、鱼群的群体智能, 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实现无人机的群体智能 —— 具备上述分离、对齐
和凝聚特点的多无人机系统能够轻松地实现编队飞行. 但是仅仅能够编队飞行是不够的, 多无人机系
统还需要能够完成作战任务, 因此需要将群体的协同与个体的自私化动机相结合.
无人机之间使用人工势场的方法来防止互相发生碰撞, 同时实现自身的战术目标. 我们将 4.1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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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版彩图) 多无人机协同侦查
Figure 9

(Color online) Multi-UAV cooperative reconnaissance

节中的单无人机控制算法作为个体的自私化动机, 自私化动机会对无人机产生较大的引力; 编队中的
无人机之间距离较大则会产生引力, 距离较小则会产生斥力. 当单个无人机处于巡航状态时, 自私化
动机的引力较小, 无人机之间的作用力占主导地位, 无人机群保持安全的距离进行编队飞行并进行索
敌任务. 如果某两架无人机之间距离较近, 则会产生较大的斥力, 无人机会沿着远离对方的方向偏转
从而拉开距离; 反之如果距离过远, 则会在引力的作用下沿着靠近对方的方向偏转从而拉近距离. 当
单个无人机处于攻击、导弹规避等状态时, 自私化动机的引力较大, 单无人机的控制算法占主导地位.
但是同时也需要适当地考虑群体中其他个体的状态, 如果因为距离过近或过远等原因产生较大的作用
力, 无人机仍然需要调整距离保持队形.
如 4.2.1 小节所述, 无人机之间进行通信共享彼此的信息, 即使其他无人机的探测器没有发现敌
方的飞机或导弹, 也会根据共享的信息判断当前自身所处的状态并做出反应. 这样, 自私化的动机就
能通过通信扩散到整个群体, 使得整体对外来的刺激做出反应.
具体地, 我们使用一套评价系统来评估单个无人机受到敌方威胁的程度 Jd 以及在群体中离群程
度 Js .

10000

,
(i = 1, 2, . . . , I),
D1i =



max(10000, d1i )




10000


D2j =
, (j = 1, 2, . . . , J),


max(10000,
d2j )


180 − a1i
D1i
Jd1i =
+
, (i = 1, 2, . . . , I),


360
2




180 − a2j
D2j


Jd2j =
+
, (j = 1, 2, . . . , J),



360
2



Jd = max(max(Jd1i ), max(Jd2j )),

(7)

其中, I, J 表示空战场中敌方导弹和敌机的数量; d1i , a1i 表示该无人机相对第 i 枚敌方导弹的距离和
371

周文卿等: 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的无人空战系统

UAV red 1

UAV red 2
Missile yellow 1
from UAV red 4

Missile green 1 Target blue
from target blue

UAV red 3
UAV red 4

图 10 (网络版彩图) 多无人机协同攻击
Figure 10

(Color online) Multi-UAV cooperative attack

角度; d2j , a2j 表示该无人机相对第 j 架敌机的距离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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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1k
s2k

(8)

其中, K 表示多无人机系统中除自身以外的无人机; d3k 表示该无人机相对第 k 架友方无人机的距离.
而单无人机在整体中的行为模式就根据受到敌方威胁的程度 Jd 和在群体中离群程度 Js 的综合决定
—— Jd 作为按照单无人机自主控制算法控制的权重, 而 Js 作为按照群体编队飞行的权重.
除此以外, 我们还在上述群体协同作战控制算法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策略. 如图 10 所示, 当编队
的无人机遇到敌机时, 派出一架无人机作为诱饵. 通过与敌机的缠斗, 发射导弹逼迫对方做机动躲避,
从而消耗对方的能量, 并迫使敌机下降高度, 丧失有利进攻位置, 为其他无人机对敌机发动饱和攻击提
供便捷的机会.

5

结论

本文针对多无人机空战系统的航迹规划以及自主控制算法进行了相关研究. 搭建了空战仿真系统,
并制作 “暗剑” 等无人机模型加入其中; 考虑地形和敌方已知的导弹阵地等威胁, 将威胁区域网格化,
并利用蚁群算法完成无人机进入空战区域过程的航迹规划; 将单无人机的状态机控制方法与多无人机
的协同相结合, 实现多无人机系统的协同侦查和协同作战; 在仿真系统中对上述的算法进行测试, 验证
本文所述控制方法的有效性, 为今后的改进和优化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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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manned air combat system based on swarm intelligence
Wenqing ZHOU, Jihong ZHU* & Minchi KUANG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hzhu@tsinghua.edu.cn
Abstract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 are usually controlled by radio or by autonomous control algorithms. Compared with manned aerial vehicles, they have great advantages in performing dangerous tasks but,
presently, no UAV system can cope with high-intensity air combat. In addition, the robustness of a single UAV
cannot be guaranteed in air combat missions; on the other hand, a multi-UAV system not only ensures this
robustness but also improves the mission success rate by using saturation attack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esents
a multi-UAV air combat system based on swarm intelligence. Considering the problem of multi-UAV cooperative
arrival at the air battleﬁeld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combat tasks, the aerodynamic model of the aircrafts and
the threat area on the path to the battleﬁeld are modeled; the path planning is completed through an ant colony
algorithm. Based on the control algorithm of single-UAV ﬁnite-state machine and the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UAVs, an autonomous control algorithm for multi-UAV systems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UAV
clusters in air combat. The eﬀ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tested with a simul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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