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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面向高层消防救援提出一种基于随机采样的多无人机协同搜索规划方法. 首先,受随机树

状采样搜索算法启发, 提出一种搜索点最优分布方法, 利用其在复杂环境下对有限空间重复搜索的特

性, 同时解决多无人机的路径点分布问题和任务分配问题. 其次, 设计一种基于交易规则的搜索点优

化方法, 以进一步提升搜索覆盖范围. 然后, 利用改进的和声搜索算法得到每架无人机遍历节点的最

优顺序, 进而获得各无人机的规划路径. 最后, 采用多线程方法模拟实际任务中的分布式运算, 验证所

提出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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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 高层建筑如同雨后春笋般建起, 在支撑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带

来了困扰消防救援人员的高层消防救援难题. 现有的地面消防举高设备难以到达较高的起火楼层, 这

意味着消防救援人员不仅需人力背负装备登楼救援, 造成巨大体力消耗 [1], 严重影响救援效率, 而且

在复杂室内火场环境中搜救时无法获得室外支援 [2], 因而极易引发次生事故, 造成遇险人员伤亡甚至

消防救援人员伤亡.

无人机因其体积小, 飞行灵活, 可携带灯光、扬声器、灭火弹等多种消防救援装备, 从空中进入室

内参与高层消防救援 [3]. 同时, 多无人机同时进入室内参与协同搜救可有效提高无人机执行消防救援

任务的可靠性和容错性, 节省搜救时间. 因此, 控制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多无人机的协同控

制及其在高层消防救援中的应用.

引用格式: 李鸿一, 陈锦涛, 任鸿儒, 等. 基于随机采样的高层消防无人机协同搜索规划.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2022, 52: 1610–1626,

doi: 10.1360/SSI-2022-0038

Li H Y, Chen J T, Ren H R, et al. Random-sampling-based multi-UAV cooperative search planning for high-rise

firefighting (in Chinese). Sci Sin Inform, 2022, 52: 1610–1626, doi: 10.1360/SSI-202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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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消防多无人机的基本任务是进入室内协助消防救援人员实时侦察火场情况 [4],地毯式搜索被

困人员 [5]. 然而, 高层室内火场环境狭窄复杂, 消防救援时间紧迫, 因此, 为了安全快速地完成室内搜

索任务, 需要设计高效的多无人机覆盖搜索规划方法.

目前, 针对高层消防任务的多无人机路径规划的成果较少, 文献 [6] 曾基于快速搜索随机树算法

(rapidly-exploring random tree, RRT) 提出一种针对高层消防救援路径规划的多树 RRT 算法, 称为

“RRT森林算法”,通过多树相互结合,一定程度上提升路径规划的效率.然而,这种算法仅适用于高层

消防任务中点到点的路径规划, 非覆盖搜索路径规划. 而多无人机覆盖搜索路径规划中, 被研究较多

的是 “Z”字形覆盖搜索规划方法 [7∼10]. 这类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植保等需要大范围全覆盖搜索的任务,

其运算量较小,能较快得到结果 [11]. 然而, “Z”字形搜索路径的规划方法更适用于室外的空旷环境. 在

发生火灾的高层建筑中, 此类方法难以满足在复杂狭窄环境下的避障要求. 且此类方法得到的覆盖路

径起点与终点不重合, 亦不适用于连续不间断搜索.

为解决上述问题, Xu 等 [12] 提出一种基于概率路标法的搜索路径规划方法. 然而, 该方法动辄需

要 10 min以上的规划时间,显然不适用于高层消防救援. Li等 [13] 提出一种分布式协同多机器人多任

务目标遍历路径规划. Sun 等 [14, 15] 考虑无人机传感器探测范围被障碍物遮挡的问题, 提出把多无人

机覆盖搜索路径规划问题分解为传感器的部署问题 (sensor deployment problem, SDP)、多无人机任务

分配问题, 以及旅行商问题 (traveling sales problem, TSP) 3 个子问题, 以解决在有障碍物环境下的搜

索路径规划问题, 并得到可持续搜索的环状路径, 其规划结果如文献 [15] 中的图 10 所示. 然而在上述

方法中, 文献 [14] 所提出的方法需要求解较大规模 TSP, 考虑复杂环境下避障的要求, 需要在计算距

离矩阵时用 A∗ 算法对部分被障碍物阻挡的路径进行局部路径规划, 这需要进行大量的运算, 使得算

法总体效率降低. 而文献 [13, 15] 中的方法均需要对节点进行聚类, 可能造成聚类后的节点无法连接,

或因某些无人机搜索区域不靠近窗户, 无法从破窗处进入搜索区域和紧急撤离. 并且文献 [15] 还需要

多次重复进行聚类和 TSP 求解, 规划时间长.

综合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调研与分析, 本文考虑高层消防场景下任务规划时间的紧迫性、路径

规划空间的复杂性, 以及单机算力的有限性, 受树状采样搜索方法的启发, 提出一种高层消防多无人

机协同搜索规划方法. 主要工作归纳如下.

(1) 提出基于树状采样搜索方法的搜索点选取及分配方法, 称莲叶展开法 (lotus leaf unfoldment,

LLU), 与文献 [14, 15] 所述将路径点选取与路径点分配分成两步处理不同, 本文所提方法同时解决复

杂环境下多无人机路径点选取以及搜索任务分配问题, 简化了规划过程.

(2)不同于大多数多智能体路径规划方法中将所有智能体的指标合并考虑的做法 [16], 本文在莲叶

展开法的基础上提出莲叶交易机制, 解决了多无人机路径点选取的优化问题, 进一步提升了搜索空间

的覆盖率.

(3) 采用改进的和声搜索算法 (harmony search, HS), 配合改进的 RRT∗ 算法求解复杂环境中的

TSP, 最终得到无人机飞行路径. 其中, 通过广度优先算法 (breadth-first search, BFS) 产生随机搜索序

列, 通过对随机选取序列局部翻转得到新路径序列, 简化了 TSP 求解过程, 降低了对算力的需求.

本文结构如下: 第 2 节将对高层消防多无人机协同覆盖搜索路径规划问题进行描述, 第 3∼5 节

将分别阐述莲叶展开法、莲叶交易机制, 以及基于和声搜索算法的协同路径规划方法的算法细节, 第

6 节为仿真实验, 第 7 节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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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传感器探测范围示意图

Figure 1 (Color online) Schematic diagram of sensor detection ranges. (a) The sensor detection ranges at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UAV when the UAV’s height to the ground is half of the floor height H; (b) the actual sensing range of
the sensor which is blocked by obstacles, taking the bottom sensor of the UAV as an example; (c) the coverage after the
discretization of planning space

2 问题描述

本文提出的高层消防无人机协同覆盖搜索路径规划方法主要解决 3个问题:一是无人机路径点选

取问题, 二是多无人机搜索任务分配问题, 三是无人机遍历任务点的顺序问题. 其中, 本文将无人机路

径选取问题和多无人机搜索任务分配问题合并解决.

2.1 多无人机路径点选取及分配问题

无人机在高层建筑室内火灾现场执行搜索任务必然要用到各类传感器. 在为多无人机选取路径点

时需要考虑传感器的探测范围, 并考虑如何在空间中分布路径点, 能够使得路径点最少 [17], 或是在有

限路径点数量下获得最大的搜索覆盖率. 因此, 无人机路径点选取问题实际上是一种传感器部署问题.

考虑高层建筑火灾事故中, 待搜索的室内空间 C, 其中有可行空间 Cf 与障碍物占用空间 Co, 且

有 Cf ∪ Co = C, Cf ∩ Co = ∅. 此时可行空间 Cf 需要被传感器覆盖搜索, 而无人机搜索时, 需要避开障

碍物 Co. 记已被传感器覆盖的区域为 Cc ⊆ Cf, 未被传感器覆盖区域为 Cc̄ ⊆ Cf, 有 Cc ∪ Cc̄ = Cf.

假设无人机在顶部和底部均安装有相同的传感器, 其探测范围在三维空间上如图 1(a) 所示, 为了

使无人机上下两个传感器探测范围在规划空间的顶部和底部投影面积总和最大且保持一致,无人机飞

行高度被固定为该楼层高度 H 的一半. 设无人机所配备传感器的理想有效投影半径为 R, 如图 1(b)

中虚线圆所示. 而实际搜索中常会保留余量, 以确保高层火灾室内空间的全覆盖. 因此, 在高层火灾现

场的搜索路径规划中, 定义虚拟传感器为无人机实际配备传感器在算法中的映射, 用于确定无人机在

某个特定位置的侦察范围, 其半径为 r = k1R, 如图 1(b) 中实线圆所示, 其中 k1 ∈ (0, 1). 第 i 个虚拟

传感器 si = [xi, yi]T, 在无障碍物阻碍下覆盖空间可表示为

Ĉi
c = {x+ xi, y + yi | x 6 r cos θ, y 6 r sin θ}. (1)

然而, 无人机传感器在探测时, 考虑传感器只能接收到沿直线传来的信号, 部分区域会被障碍物

Co 阻挡, 使得实际覆盖空间 Ci
c ̸= Ĉi

c ∩ Cf. 图 1(b) 中阴影部分虽是 Cf 的子集, 但实际上未被传感器

si 探测到. 为精确把握传感器覆盖范围, 从虚拟传感器 si 的位置沿 θ 方向引射线 lθ, 点 p ∈ lθ 从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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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沿 lθ 移动,直到 p ∈ Co 或 ∥p−si∥2 = r 为止.记 p移动的轨迹长度为 l(si, θ),其表达式如下所示:

l(si, θ) =

 r, lθ 方向上自 si 到距离其 r 单位范围内无障碍物,

∥p− si∥2, lθ 方向上在 p 处发现障碍物,
(2)

则第 i 个虚拟传感器的覆盖空间表示为

Ci
c = {x, y | (x− xi)2 + (y − yi)2 < l2(si, θ),∀θ ∈ [0, 2π)}. (3)

图 1(c) 为对规划空间进行离散化后的覆盖范围示意图, 其中白色方格表示传感器 s 可探测到的区域.

本文寻求一种虚拟传感器位置分布 S = {s1, s2, . . . , sm}, 使得覆盖范围 Cc =
∪m

i=1 Ci
c 最大, 最终收敛

于 Cf.

另外, 本文考虑多无人机进入高层火灾室内现场, 需要对展开的虚拟传感器进行分配, 并保证:

(1)每架无人机划分得到的搜索空间范围连通,即划分得到的路径点所构成的拉普拉斯 (Laplace)矩阵

之秩有且只有一个 0 特征值; (2) 每架无人机在火灾现场探测时任务相对均衡, 且路径不冲突.

2.2 旅行商问题

在高层消防侦查任务中, 多无人机要从建筑物外飞往各自分配到的节点位置进行探测, 从其中一

个靠近破窗的节点位置出发, 遍历全部所分配的节点, 最终返回起点开始下一次遍历, 是典型的旅行

商问题. 对于无人机 α, 取已部署的虚拟传感器为节点集 Sα = {s1α, s2α, . . . , snα}, 其问题模型如下所示:

minJ(Sα) =

n∑
i=1

n∑
j=1

dist
(
siα, s

j
α

)
isSelected

(
siα, s

j
α

)
s.t.

n∑
i=1

isSelected
(
siα, s

j
α

)
= 1,

n∑
j=1

isSelected
(
siα, s

j
α

)
= 1,

n−1∑
i=1

n−1∑
j=1

isSelected
(
siα, s

j
α

)
= N − 1,

(4)

isSelected
(
siα, s

j
α

)
=

1, 若选择从节点 i 到节点 j;

0, 其他.

考虑高层建筑室内火灾现场是复杂环境, 障碍物分布密集, 分配到的节点之间可能有障碍物阻隔,

若直接根据节点间距离求解 TSP, 虽然能得到最优解, 但若进一步搜索节点间可行路径后, 则最终路

径未必最优. 因此, 需要在计算两个节点 sk1 和 sk2 的距离 dist(sk1 , sk2) 时使用路径规划算法获取路

径 Pk1k2 , 以 Pk1k2 的路程作为 dist(sk1 , sk2) 求解 TSP.

3 莲叶展开法

RRT 算法及其改进型算法都是高效的基于随机采样搜索的路径规划方法, 其主要步骤包括:

(1) 随机采样得 Qrand; (2) 选择采样点最近的节点作为父节点 Qnear; (3) 从父节点出发经过一个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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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得到新节点 Qnew, 并判断是否有障碍物阻隔. 而 RRT∗, 则在寻找 Qnear 时, 选择满足某种条件下最

优的 Qnear. 这使得 RRT∗ 可以获得更优的路径, 使得固定翼无人机或无人驾驶汽车等设备的动力学

限制条件得以满足. RRT∗ 重选父节点过程如文献 [18] 中的图 2 所示.

本文受 RRT∗ 算法启发,针对传感器部署问题提出一种方法: 通过树状随机采样搜索的方法,结合

寻找最优子节点的思想,使得树在生长的过程中,能让子虚拟传感器的覆盖面积增量最大,同时通过树

把虚拟传感器聚集在一起,在求解多无人机搜索点选取问题的同时,解决节点的聚类问题.这种方法在

部署虚拟传感器时与睡莲叶片展开相似, 能尽可能避免被其他莲叶遮挡, 使莲叶对应的搜索面积增量

尽可能大,故将虚拟传感器视为莲叶,把这种方法命名为莲叶展开法. 莲叶展开法如算法 1所示. 其中,

Sampling(·)为随机采样子函数; FindOptNewLeaf(·)为遍历寻找最优新莲叶的子函数; Deploy(snew)为

展开新莲叶 snew 的子函数.

Algorithm 1 Lotus leaf unfoldment for UAV α

Input: Data of environment C, initial lotus leaf sinit.

1: while Area(Cc) 6 ρArea(Cf) do

2: Obtain and latch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data C, covered area Cc;

3: srand ⇐ Sampling(C);
4: snew ⇐ FindOptNewLeaf(srand);

5: Csnew
c ⇐ Deploy(snew);

6: Cc ⇐ Cc ∪ Csnew
c ;

7: S ⇐ S ∪ snew;

8: end while

Output: Lotus leaf set S.

3.1 初始化过程

多无人机执行高层消防室内搜索, 需从规划部门调取起火楼层平面图, 利用平面图的墙体图层进

行搜索路径规划. 首先,对规划空间的离散化. 平面图被管控平台读取成矩阵M ,其中M 为 M 行 N

列的矩阵, M 中的元素 mij , i = 1, 2, . . . ,M , j = 1, 2, . . . , N 为地图的灰度数值, 以 0∼255 之间的整数

表示, 在路径规划中采用不同的灰度值来表示该点被重叠覆盖的次数. 而 mij = 0 表示点 s(i, j) ∈ Co,

即位于障碍物区域; mij = 255 则表示点 s(i, j) ∈ Cf, 即位于从未被覆盖的可行区域; 此时, M 中的元

素取值仅有 0 和 255, 分别表示障碍物和可行空间.

假设多无人机与管控平台之间保持实时通讯. 地图矩阵 M 由管控平台发布, 任何一架无人机均

可读写. 无人机 α从管控平台上下载地图M ,指定一个或多个初始莲叶,并先进行这些初始莲叶的展

开, 即在地图M 中, 对相应位置的元素 mij 进行减法运算, mij 每被覆盖一次, 则对 mij 减去 ε, 其中

ε 可取 1∼255 的整数. 完成操作后, 无人机将被修改的矩阵 M 上传至管控平台, 待其他无人机使用.

此后, 无人机 α 进入迭代求解的过程.

注: 对于复杂环境, 路径规划采用多树 RRT 算法可提高效率 [6]. 在莲叶展开法中, 也可采用多植

株的方式提高搜索效率, 但需要保证多个初始莲叶能够连通, 若不能连通, 需要用 RRT 等路径规划算

法在中间插入节点来保证连通性.

3.2 随机采样过程

假设无人机 α已有 Ntree 个节点,给定步长 L,使用莲叶展开法解决多无人机搜索点选取问题.为

了让参与高层消防室内搜救的各无人机搜索的节点相对集中, 进行随机采样时会以一定概率 p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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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展开新莲叶过程

Figure 2 (Color online) Process of unfolding a new lotus leaf. (a) Exploring existing leaves according to srand;

(b) selecting the midpoint of the interval in which the value 255 appears most continuously as snew; (c) the increment
of coverage area generated by expanding snew

现有节点附近的节点作为采样点 srand. 具体而言, 产生一个随机数 λ, 若 λ > p, 则进行随机采样, 令

srand = [λ1N,λ2M ]T, 其中 λ1, λ2 v U (0, 1); 否则, 按以下步骤选取: 首先, 随机选择植株中第 k 个莲

叶 sk; 其次, 取随机向量 vrand = [λ1, λ2]
T; 其中 λ1, λ2 v U (−1, 1); 最后, 得到 srand = Lvrand + sk.

3.3 选择新莲叶过程

得到随机点 srand 后,对无人机 α的所有莲叶进行遍历,寻找对全局覆盖率贡献最大的父节点,并

确定新增的莲叶. 由于每架无人机都用相同的算法, 而地图矩阵 M 已经记录了当前整个系统中所有

无人机的莲叶覆盖情况, 矩阵中 0 < mij < 255 的区域即表示已经被覆盖的区域.

设无人机 α 从管控平台下载地图矩阵 M , 随机采样得到随机点 srand. 对于植株上现有的全

部莲叶 s ∈ Sα, 计算指标 Jleaf(s), 其求取步骤如下: 对于莲叶 s ∈ Sα, 自 s 往 srand 引射线 l,

设 p 从 s 沿射线运动, 当 p(i, j) 对应点 mij = 0, 或 ∥p − s∥2 = L 即终止, 得到 l = {mij |
动点 p 经过地图矩阵M 的元素} 如图 2(b) 所示. 然后, 查找 l 中, 值为 255 且连续个数最多的一

段, 取其中点作为 snew 的位置, 得到 snew. 若 l 中不含值为 255 的元素, 则令 Jleaf(snew) = 0.

定义指标 Jleaf(snew), 其物理意义是展开新莲叶 snew 产生的覆盖面积增量 ∆Asnew

covered (如图 2(c)

所示) 与理想条件下展开 snew 可得到的最大面积增量 ∆Amax 的比值, 即如式 (5) 所示. Jleaf(snew) 越

大, 表明 snew 对规划空间覆盖率的贡献就越大. Jleaf 作为 snew 的评价指标函数. 为植株上现有的全

部节点 s ∈ S 计算相对应的 snew 和 Jleaf(snew), 根据式 (6) 选取本次展开的莲叶 s∗new. 产生最优新莲

叶的方法如算法 2 所示.

Jleaf(snew) =
∆Asnew

covered

∆Amax
, (5)

s∗new = argmax
s∈S

Jleaf(s). (6)

3.4 展开新莲叶过程

对于最优的新莲叶 s∗new, 需要对其展开, 并告知其他无人机相关区域已经被莲叶 s∗new 覆盖. 从

s∗new 往外进行扩展搜索,排除因障碍物遮挡而无法探测到的点,可得到覆盖点列表 Ωs = {(i, j) | mij ∈
Csnew

c }. 对点 p(i, j) ∈ Ωsnew , 在地图矩阵M 上表示, 即 ∀mij ∈ Csnew
c , mij = max(mij − ε, 0), 并将M

上传至管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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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莲叶交易过程

Figure 3 (Color online) Lotus leaf trading process

Algorithm 2 Generate the optimal lotus leaf (FindOptNewLeaf)

Input: Random sampling point srand, data of environment C, set of lotus leaves S, length of step L.

1: for s̄near ∈ S do

2: for p from s̄near toward srand do

3: if p ∈ Co or Dist(p, s̄near) > L then

4: Break;

5: end if

6: v ⇐ v ∪ State(p), where State(p) ∈ {0, 1, 2, 3};
7: end for

8: pstart, pend ⇐ FindLongest(3 in v);

9: s̄new ⇐ Mid(pstart, pend);

10: Jleaf(s̄new) ⇐
A

s̄new
covered
πr2

;

11: end for

Output: s∗new ⇐ argmaxs∈S Jleaf(s).

4 莲叶交易机制

考虑各无人机节点数量应尽可能相近,同时降低各无人机求解 TSP时的复杂度,在上述莲叶展开

法中, 莲叶数量受到限制. 然而, 莲叶数量达到限制 Nlim 后并不意味着无人机搜索节点选取的问题求

解终止. 本文结合博弈思想, 提出一种莲叶交易方法, 通过对现有莲叶交易, 继续提升传感器在规划空

间中的覆盖率.

莲叶交易过程有如下 4 个原则: (1) 任意植株均可收购莲叶; (2) 只有植株的莲叶数量达到限制后

才可出售莲叶; (3) 出售莲叶时, 需考虑新莲叶能增加的覆盖面积和售出莲叶损失的覆盖面积, 只有在

覆盖面积增加的情况下才能出售莲叶; (4) 若售出莲叶会导致植株分裂而无法连通, 则不能售出莲叶.

莲叶交易是多无人机之间进行交互的过程, 在交易阶段中, 管控平台提供储存莲叶的服务, 无人

机通过管控平台间接与其他无人机进行交互. 莲叶交易的实际过程如图 3 所示.

4.1 莲叶买入规则

莲叶收购, 与莲叶展开法一样, 对于无人机 α 来说均是增加覆盖面积的途径. 本文算法设定为

收购优先, 即先判断是否能收购莲叶, 不能收购莲叶时, 才通过采样产生新莲叶. 假设管控平台正销售

Nshop 个莲叶, 无人机 α 从管控平台上下载 Sbuy = Sshop = {s1, s2, . . . , sNshop}, 而此时无人机 α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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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植株上有 Ntree 6 Nlim 个莲叶, 即 Stree = {s1, s2, . . . , sNtree}. 首先, 计算 Sbuy 中各莲叶覆盖空间

Csi

c , sk ∈ Sbuy 与无人机 α 所持植株上的莲叶覆盖空间 Cα
c 是否存在重叠, 若有重叠, 则判断为可购买

的莲叶. 然后, 在可购买莲叶的范围内, 选择 sk
∗
= argmaxsk∈Sbuy

Jleaf(s
k) 购买. 最后, 无人机 α 通知

管控平台移除出售的莲叶 sk, 并把莲叶添加至自己的植株中并展开莲叶 sk.

4.2 莲叶卖出规则

若无人机 α 获得了新莲叶 snew, 但此时 α 的莲叶数量已达上限 Nlim, 则需要出售莲叶才能让新

莲叶 snew 展开. 然而, 并非所有莲叶都可以出售, 故需要对莲叶 ssell 以下 3 点进行判断: (1) 预测是

否存在被收购的可能, 即莲叶是否和无人机 β (β ̸= α) 的莲叶连通, 记为 J1; (2) 是否允许出售, 考虑

出售莲叶是否会导致无人机 α莲叶之间失去连通性,记为 J2; (3)出售莲叶并展开新莲叶 snew 是否有

利于增加覆盖面积, 即 Jleaf(snew) > Jleaf(ssell), 记为 J3. 当 J1 ∧ J2 ∧ J3 为真时, 方可出售莲叶 ssell.

4.2.1 市场需求预测

预测莲叶是否可出售, 首先预测其他无人机对该莲叶是否有 “需求”. 根据 4.1 小节所述莲叶买入

规则, 当出售的莲叶与无人机 β (β ̸= α) 的莲叶连通, 这个莲叶才有被购买的需求. 设无人机 α 拟出

售莲叶 s, 其覆盖的范围 Cs
c , 获取到所有植株的覆盖情况 Cc, 又知无人机 α 植株的覆盖情况 Cα

c , 则

判断 Cs
c ∩ (Cc − Cα

c ) 是否为空. 若满足 Cs
c ∩ (Cc − Cα

c ) ̸= ∅ 则该莲叶 s 存在被购买需求.

4.2.2 卖出后果预测

盲目出售莲叶, 会导致无人机搜索区域不连通. 此时需要在出售莲叶 s 前, 判断出售莲叶 s 后是

否会导致搜索区域不连通.

对于无人机 α 的莲叶集合 Stree = {s1, s2, . . . , sNtree}, 定义图 G = (V,E), 其中 V = Stree, E 为

Stree 中莲叶两两之间的连接关系. 定义代价函数

aij = ∥si − sj∥2 × isConnected(si, sj), (7)

其中,

isConnected(si, sj) =

1, isFeasible(si, sj) ∧ (∥si − sj∥2 6 L),

0, 其他,
(8)

isFeasible(si, sj) =

1, si与sj之间无障碍物,

0, 其他,
(9)

用于计算图 G 的邻接矩阵 A.

现考虑假设莲叶 sk 出售后, 能否从任意一个莲叶, 经由一条或多条边到达其他任意一个莲叶, 即

图 G 的连通性. 对于邻接矩阵 A, 取元素 akk 的代数余子式 Akk, 其维数为 Ntree − 1. 计算对应的拉

普拉斯矩阵 Lkk, 进而计算秩 rank(Lkk), 当且仅当 rank(Lkk) = Ntree − 2, 莲叶 sk 可出售.

在筛选掉不适合出售的莲叶后, 在剩下的莲叶中, 求出售莲叶造成的覆盖空间损失 Jleaf(ssell), 选

择覆盖空间损失 Jleaf(ssell)最小的莲叶 s∗sell,若莲叶 s∗sell 满足 Jleaf(s
∗
sell) < Jleaf(snew),则出售 s∗sell,并

展开新莲叶 snew, 反之, 则保留 s∗sell 并拒绝展开新莲叶 snew.

最终,结合前文所述莲叶展开法,包含莲叶交易过程的莲叶展开法一次迭代过程如算法 3所示,基

于莲叶展开法的高层消防无人机协同搜索规划方法流程图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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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莲叶展开法的高层消防多无人机协同搜索规划流程图

Figure 4 Flow chart of LLU-based multi-UAV cooperative search planning for high-rise firefighting

Algorithm 3 Single iteration process of LLU with the transaction process for UAV α

Input: Data of environment C, covered area Cc, data of store Sshop.

1: Sbuy ⇐ {s | s ∈ Sshop,Cs
c ∩ Cα

c ̸= ∅};
2: if Sbuy ̸= ∅ then

3: snew ⇐ argmaxs∈Sbuy
Jleaf(s);

4: else

5: srand ⇐ Sampling(C);
6: snew ⇐ FindOptNewLeaf(srand);

7: end if

8: if Ntree > Nlim then

9: Ssell ⇐ {s | s ∈ Stree,Cs
c ∩ (Cc − Cα

c ) ̸= ∅};
10: S′

sell ⇐ {s | s ∈ Ssell, rank(Lkk) = Ntree − 2}, where k = index(s, S);

11: ssell ⇐ argmins∈S′
sell

Jleaf(s);

12: Sshop ⇐ ssell ∪ Sshop;

13: end if

14: if ssell ̸= ∅ and Jleaf(ssell) < Jleaf(snew) then

15: Csnew
c ⇐ Deploy(s, srand);

16: Cc ⇐ Cc ∪ Csnew
c ;

17: S ⇐ S ∪ snew;

18: end if

Update: Data of environment C, data of store Sshop.

5 协同搜索路径规划

在得到多无人机在高层火灾现场中的搜索节点后, 需要让各无人机自行求解遍历搜索点的顺序,

即 TSP. TSP 是一个复杂的 NP-完备问题. 考虑到无人机算力资源受限, 为减轻无人机机载计算机运

算负载, 本文提出采用算法较为简单的和声搜索算法求解 TSP.

和声搜索算法首先由 Zong 等 [19] 在 2001 年提出. 音乐家在谱写和声时, 通常会尝试并记忆各种

音调的可能组合,若发现更好的和声组合,则会记下来并忘却较差的组合.而工程上寻找问题最优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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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实际上类似于这种寻找完美和声的过程, 和声搜索算法就是受和声即兴创作的工作原理的启发

而设计.

和声搜索算法通过取和声库 HM 中的组合 xHM, 或者取全新和声组合 xnew, 并对这个和声组合

中的各个元素, 以一定概率 PAR 进行调整得到 x′
new, 不断地测试组合 x′

new 的适应度, 选择适应度更

高的和声组合, 替换 HM 中较劣的组合, 最终使得算法向最优解收敛.

然而, 和声搜索算法适用于对函数的寻优, 其运算法则在求解 TSP 未必合适. 因此, 需要对该算

法的两个关键部位进行改进. 第一, Valente等 [11] 提出了采用随机广度覆盖 (random breadth coverage,

RBC) 的方法产生新组合, 通过将随机搜索 (random search, RS) 与广度优先搜索 (BFS) 结合, 解决了

产生新组合 xnew 的难点. 第二, 对于求解 TSP 涉及的交叉运算, 由于求解 TSP 中所得的结果为环状

路径,该路径中的任意一点均可作为起点,因此,本文提出对所选取的节点组合 xnew,进行随机次循环

移位运算, 然后随机选择一个节点, 翻转余下的序列. 其工作原理如算法 4 所示.

Algorithm 4 Solving TSP process with the harmony search algorithm

Input: Harmony memory size HMS, harmony memory considering rate HMCR, pitch adjustment rate PAR, bandwidth

bw, max times of creating Tmax, number of instruments (variables) M .

1: for k in 1 to HMS do

2: HMk ⇐ RBC();

3: ∀s ∈ HMk, HMJk ⇐
∑M

i=1 dist
(
si−1, si

)
; // If i− 1 < 1, then let i = M

4: end for

5: for i in 1 to Tmax do

6: if rand() < HMCR then

7: Snew ⇐ HMrandint(M);

8: else

9: Snew ⇐ RBC();

10: end if

11: if rand() < PAR then

12: S′
new ⇐ Snew.roll(randint(M));

13: k ⇐ randint(bw);

14: S′′
new ⇐ [s1

′
new, s

2′
new, . . . , s

k′
new, s

M′
new, s

M−1′
new , . . . , sk+1′

new ];

15: end if

16: ∀s ∈ S′′
new, J ⇐

∑M
i=1 dist

(
si−1, si

)
;

17: if J < max(HMJ) then

18: j ⇐ HMJ.index(max(HMJ));

19: HMj ⇐ S′′
new;

20: HMJj ⇐ J ;

21: end if

22: end for

23: i ⇐ HMJ.index(min(HMJ));

Update: Optimal path S∗ ⇐ HMi.

6 仿真实验

为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研究其运行效率, 本文从多方面实验指标对该方法加以检验. 对于本

文涉及的算法模块, 其评价指标主要在于运行时长和运行结果优度. 由于算法模块主要以随机搜索的

方式进行, 本文采用统计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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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多无人机与管控平台的通信拓扑

Figure 5 Communication topology of UAVs and the management-control platform

6.1 实验设计

考虑高层火灾室内环境是一个复杂环境, 本文仿真实验采用迷宫作为待搜索的环境, 地图为边长

256 像素的正方形区域, 由 4 架无人机参与搜救任务. 仿真代码基于 Python 3 编写, 主要算法模块包

括基于莲叶展开法与莲叶交易的覆盖任务分配模块、基于改进和声搜索算法和 RRT∗ 的协同路径规

划模块. 本文实验条件如未注明则默认为 PC (Intel i5-4460, 8 GB RAM).

对于莲叶展开法与莲叶交易的覆盖任务分配模块, 在多虚拟无人机外, 还设置管控平台. 采用多

线程技术, 使得无人机、管控平台分别独立作为一个线程, 让虚拟无人机与其他无人机通过管控平台

进行信息交互, 达到分布式运算的效果. 多虚拟无人机与管控平台的通信关系如图 5 所示. 本文仿真

采用多初始节点的莲叶展开法, 即在规划空间中为每架无人机选取 2 个初始节点, 算法调用 RRT 算

法模块将两个初始节点以固定步长的随机路径连接起来,并将整条路径所有节点均作为莲叶展开的初

始节点. 对初始节点进行展开, 计算覆盖面积后, 正式开始莲叶展开与莲叶交易的运算. 在莲叶展开法

完成后, 无人机将得到搜索区域需要经过的节点.

无人机需要各自对分配得的节点解算 TSP 以得到最优的搜索路径. 而解算 TSP 前, 需要求解

距离矩阵, 对于无障碍物的空旷环境, 计算距离矩阵仅需要计算两两节点之间的距离, 然而, 在复杂环

境中, 则需要考虑避障. 在计算距离矩阵时, 若两点间存在障碍物, 本文仿真采用一种基于单起点多

终点改进的 RRT∗ 算法进行避障路径规划, 从而得到两点间次优路径及其长度, 避免进行过多次数的

RRT∗ 路径规划. 最后, 采用和声搜索算法, 根据所得距离矩阵求解 TSP, 在给定的运算时间内, 得到

基于上述 RRT∗ 算法所得路径的最优节点遍历顺序, 并调取各段已规划的路径, 连接成无人机飞行路

径. 对于基于改进和声搜索算法和 RRT∗ 的协同路径规划模块,本文仿真采用多种仿真条件进行测试,

以检验在类似于无人机机载处理器条件下算法的效率.

本文实验通过统计分析莲叶展开法搜索点分配、基于 RRT∗ 的距离矩阵计算, 以及和声搜索算法

求解 TSP 的运算时长和运算结果指标, 研究算法的运行效率.

6.2 莲叶展开法仿真

为了检验莲叶展开算法的传感器覆盖效果以及运行效率,以及验证多无人机多线程协同求解多无

人机搜索点选取问题的可行性, 本文取每架无人机最大节点数 Nlim = 22, 虚拟传感器半径 r = 20 px,

莲叶之间最大距离 L = 35, 对算法进行了多次重复实验. 注意, Nlim 选取会影响覆盖率和任务均衡性,

因此需要根据规划空间面积与一个虚拟传感器覆盖面积之比确定. 实验数据如表 1 所示, 实验共进行

205次,统计数据除去部分无效值,有效数据为 199次. 莲叶展开法及莲叶交易求解多无人机搜索点选

取问题的过程中, 其覆盖率从 0增加到 95%以上所需时间集中在 25∼30 s之间; 最终莲叶展开覆盖率

中位数达到 98.013%, 剩下少部分空间可被无人机传感器实际探测范围覆盖; 莲叶交易过程发生次数

为 10 架次.

图 6所示为其中一次实验结果.其中图 6(a)所示为莲叶展开法在迷宫中的覆盖情况, 图中黑色表

示障碍物,白色表示可行空间且尚未被虚拟传感器覆盖,其余区域中,颜色越深代表重复覆盖的次数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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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莲叶展开法仿真实验数据

Table 1 Data of LLU algorithm in simulation

Lower quartile Median Average Upper quartile

Unfolding time (s) 43.02 55.08 59.00 74.44

Coverage (%) 97.464 98.013 97.895 98.385

Number of trades 8 10 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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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莲叶展开法仿真效果

Figure 6 (Color online) Performance of the LLU algorithm in simulation. (a) Result of the multi-UAV mission point
assignment; (b) coverage curve

图 7 (网络版彩图) 从一个起点到多个终点的改进 RRT∗ 算法的路径规划结果

Figure 7 (Color online) Path planning results of the improved RRT∗ algorithm from one origin to multiple destinations

多. 图 6(b) 为随时间推移的搜索覆盖率变化. 横坐标为算法运行时间, 纵坐标为所有莲叶在可行空间

中的覆盖率. 从莲叶展开法开始运行到 30 s 的时间段中, 算法以展开新莲叶为主, 这个时间段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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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协同路径规划仿真实验数据

Table 2 Data of cooperative path planning in simulation

Lower quartile Median Average Upper quartile

Time for distance matrix (s) 20.64 30.21 34.43 46.46

Final path length (px) 635.48 671.54 677.94 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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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 和声搜索算法求解 TSP 仿真

Figure 8 (Color online) Simulation of the harmony search algorithm in solving TSP. (a) Final path; (b) curves of the
shortest path length with the iteration time

会快速上升. 而在 30 s 后, 部分无人机展开莲叶的数量已经达到限制值, 因此这部分无人机开始寻求

莲叶交易, 通过莲叶交易使得覆盖率继续缓慢上升. 当各无人机已无法继续展开新莲叶, 且难以通过

交易进一步提高覆盖率时, 算法结束运行.

6.3 协同路径规划仿真

经过莲叶展开以及莲叶交易过程, 得到各无人机所需经过的节点集合. 现采用改进的单起点多终

点 RRT∗ 算法模块搜索距离矩阵中某一行中受障碍物阻挡节点对的路径. 其结果如图 7 所示.

用 RRT∗算法返回路径和路径长度组成各节点到其他节点的距离矩阵,用和声搜索算法求解 TSP.

取和声库大小 HMS = 30, 记忆库取值概率 HMCR = 0.9, 微调概率 PAR = 0.3, 以及音调微调宽度

bw = 3. 经过观察, 绝大部分算例中在 2 s 内即可近似收敛到最优. 协同路径规划部分的仿真实验数

据如表 2 所示. 图 8 为基于改进和声搜索算法和 RRT∗ 的协同路径规划仿真效果.

另外, 分别对各无人机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受搜索区域以及所分配的节点位置的影响, 4 架

无人机在距离矩阵求解用时和结果路径长度两个指标中均有差异, 如图 9 所示. UAV0 计算距离矩阵

的时间更短, 而结果路径较长, 这是因为该无人机搜索区域处于地图中相对简单的环境, 在莲叶展开

过程中可以以更远的节点间距扩展搜索区域, 而在 RRT∗ 求解距离矩阵时能更快找到所有路径.

考虑和声搜索算法及其距离矩阵运算所涉及的 RRT∗ 算法需要在算力资源较差的嵌入式环境下

进行. 受限于仿真条件,本文取 PC机 (Intel i5-4460, 8 GB RAM)记录的莲叶展开法部分实验结果,传

输到移动设备 (HUAWEI Kirin 985, 6 GB RAM)以及 PC机 (AMD A6 Pro, 4 GB RAM)上进行运算,

将 3 台试验设备的运算结果进行比较, 比较情况如图 10 所示. 由图 10(a) 可见, 移动设备运算用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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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版彩图) 无人机之间协同路径规划效率差异

Figure 9 (Color online) Efficiency of the cooperative path planning among UAVs. (a) Path planning time; (b) path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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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网络版彩图) 不同实验条件下协同路径规划效率差异

Figure 10 (Color online) Efficiency of the cooperative path planning under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 Path
planning time; (b) path length

位数及均值比 PC 略长, 特别是 RRT∗ 计算距离矩阵的用时较长. 然而, 如图 10(b) 所示, 和声搜索算

法求解 TSP 时, 仍能在 5 s 内收敛到最优, 其路径长度与 PC 端基本无异, 因此该算法在嵌入式系统

中仍可用.

6.4 分析讨论

除了上述实验, 本文也用实际高层建筑平面图进行仿真实验. 本次实验采用 7 架无人机, 多初始

节点方式, 路径规划结果如图 11 所示.

从路径规划结果看, 本文方法能实现实际环境下的搜索规划, 找到较优的搜索路径. 莲叶展开法

以及莲叶交易机制能够在考虑无人机传感器覆盖的情况下, 在地图中连续地选择节点, 完成无人机搜

索任务分配. 和声搜索算法在得到距离矩阵后, 可以简单快速地得到 TSP 的最优解. 而对于在复杂环

境下求距离矩阵的问题, 对 RRT∗ 算法的改进一定程度上能提高距离矩阵的运算效率. 算法完成全部

规划用时中位数为 98.44 s, 基本能满足高层消防救援的需求.

然而, RRT∗ 算法因其容易在复杂环境中重复搜索, 在一些情况下搜索效率下降, 并影响接下来和

声搜索算法搜索最优路径的结果.此时可以参考文献 [6]中的思路,采用多树方法提高搜索效率.另外,

采用多线程运算时,由于需要分配单机算力资源到各线程,各线程实际分配到的资源可能不足,因此建

议在应用算法时, 采用多计算机分布式运算. 若采用多高性能服务器分布式运算, 可进一步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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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网络版彩图) 实际高层建筑场景路径规划结果

Figure 11 (Color online) Path planning results in a real high-rise building scene

减少运算时长.

7 结语

考虑到高层消防救援的高度紧迫性, 在多无人机协同搜索规划方面,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采样的

搜索规划方法. 首先提出采用莲叶展开法, 以分布式运算的方式, 求解复杂环境下的多无人机搜索点

选取问题, 并通过莲叶交易, 对覆盖范围作进一步的优化. 然后让无人机采用改进的和声搜索算法, 分

别求解旅行商问题, 最终得到协同覆盖搜索路径. 这种方法可在求解多无人机搜索点选取的同时完成

多无人机搜索点的分配,避免了求解较大规模 TSP和直接求解多旅行商问题,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鲁

棒性. 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方法采用多机分布运算, 对单机算力要求不高, 可充分利用多无人机机载处

理器的算力资源, 规划用时较短, 可在出警过程中完成运算, 满足高层消防救援对路径规划的需求.

关于高层消防多无人机室内路径规划,本文提出的基于采样搜索的多无人机协同搜索路径规划方

法, 能为高层消防侦查任务提供无人机搜索路径, 解决无人机协同搜索的问题, 但尚未考虑高层消防

救援的其他任务需求. 因此将来的工作可以考虑高层消防救援的其他任务类型, 完善高层消防救援多

无人机协同路径规划的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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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igh-rise fire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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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multi-UAV cooperative search planning method based on random sampling

for high-rise fire rescue. First, an optimal distribution method of search points inspired by the random tree

sampling search algorithm is proposed, which uses its repeated search feature in a limited complex space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waypoint distribution and task assignment for multiple UAVs simultaneously. Second, a waypoint

optimization method based on transaction rules is designed to further improve search coverage. Third, the optimal

traversal order of waypoints for each UAV is obtained by using the improved harmony search algorithm to acquire

the planned path of each UAV. Finally, the multithreading method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distributed operation

in the actual task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words high-rise firefighting, random sampling, harmony search, multi-UAV cooperation, path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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