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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核电站空中动态入侵目标,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目标概率分布的无人机航路强化学

习规划算法, 实现了对空中入侵目标的有效拦截. 根据入侵目标的状态信息基于概率扩散原理计算目

标的概率分布,推理目标可能出现的位置.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基于航路点转移规则的行动空间和基于

目标概率分布的报酬函数动态更新机制, 通过 Q- 学习不断优化路径, 构建了基于目标概率分布和强

化学习的无人机航路规划框架, 实现了无人机航路强化学习规划. 仿真结果表明, 该方法能够针对核

电站空中入侵目标, 实现目标点变化情况下无人机的自主航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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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核电的快速发展, 伴随而来的就是核电安全性问题. 未来 5∼10 年将是我国核电建造、调试
和运行的重要时期, 核电站安全监管任务也随之越来越重要. 核电站安全监管的核心是防止核电站重

要设备和设施受到攻击和破坏, 保证核材料安全, 避免核材料被盗或非法转移 [1]. 因此, 要求核电站具

备完整、可靠和有效的安全监管系统. 目前核电站主要侧重防御从陆地入侵的各种威胁, 部分核电站

由于位于沿海位置也可识别和防御从海域入侵核电站的威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核电站所面临的

安全威胁越来越多, 如, 从低空空域入侵核电站的威胁. 由于缺乏足够的监管队伍和有效的监管方法,

给核电安全监管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需要适应科技发展和威胁新态势, 特别是应将空中入侵的低小

慢目标纳入核电站的基准威胁. 通过对入侵目标威胁的识别和分析, 进而制定针对性的管控措施, 打

造核电站全范围、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监控体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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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核电站越建越多, 核电站的安全性尤显重要. 尽管核电站的安全运行记录一直很好, 但也出

现了美国的三里岛核事故、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日本福岛核事故等. 因此有必要对影响核电站

安全的各种因素进行实时监控, 以保卫核电站安全. 目前核电站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主要包括放射性

含量偏高、地面和空中非法入侵目标、核泄漏和核设施故障等 [3]. 近年来, 由于无人机入侵核电站事

件频发, 核电站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引起了核监管机构的高度重视. 另一方面, 无人机结构轻便、

功能全面、易于控制, 且无人机能够装载探测设备, 在核电站环境下发现、识别、跟踪、反制低小慢入

侵目标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因此, 急需部署核电站无人机侦察探测与目标拦截系统, 保障核电站

安全.

为了有效、快速发现并拦截核电站入侵目标,需要为无人机规划出合理、安全的航路,以规避各种

威胁到达目标位置, 实现对动态入侵目标的有效拦截. 近年来,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在各领

域中的突出作用, 无人机航路规划技术也引起了全世界许多科研机构的高度关注. 无人机航路规划问

题被归类为高维的 NP-Hard 优化问题 [4], 现有的航路规划算法包括 Voronoi 图算法 [5]、A* 算法 [6]、

人工势场算法 [7] 和快速探索随机树算法 [8] 等方法. 文献 [9] 提出了一种多目标动态快速探索随机树

(MOD-RRT*) 算法, 该方法在考虑航路长度和航路平滑度的情况下, 设计了 MOD-RRT* 方法对航路

进行重规划, 实现了动态环境下无人机对未知障碍物的良好避障. 此外, 启发式算法也被广泛用于解

决无人机航路规划问题. 文献 [10] 针对静态环境下的无人机航路规划问题, 提出了一种改进势场蚁群

算法, 该方法引入启发信息递减系数并设定迭代阈值提高了算法的全局搜索优化能力, 并通过加入初

始信息素不均衡分配原则实现了算法搜索效率的优化. 针对三维无人机航路规划问题, 文献 [11] 为了

提高传统粒子群算法的全局优化能力, 在迭代寻优过程中为每个粒子引入蚁群算法中的信息素, 并对

控制航路规划的输入量进行模糊处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深度学习技术也被应用于无人机航

路轨迹, 文献 [12] 针对未知杂乱环境下无人机实时在线航路规划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

(deep neural network, DNN) 的方法. 该方法设计了在线三维航路规划网络以完成无人机三维局部航

路规划, 并开发了一种航路规划框架以实现近乎最优的实时在线航路规划. 以上研究的算法在一定程

度上能解决一些特定场景下的无人机航路规划问题. 但是, 在无人机飞行航路约束复杂的情况下, 尤

其是针对动态目标, 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

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RL)是一种智能体通过与环境进行试错迭代获取反馈信息进而

实现优化策略的人工智能算法, 其主要优势在于不需要先验知识即能实现在线学习和自主学习, 该特

点能够适应无人机在未知环境下航路规划的需求,并因此逐渐成为无人机航路规划的研究热点 [13]. 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Q- 学习算法, 作为一种监督式学习方法, Q- 学习算法能够通过与飞行环境的交互,

基于学习机制进行无人机航路规划. 文献 [14]基于贪婪策略和玻尔兹曼 (Boltzmann)概率选择策略对

Q-学习算法的行动选择方式进行改进, 并通过启发函数对无人机飞行的行动空间进行优化, 提升了无

人机航路规划的收敛效率. 文献 [15] 研究了基于目标位置信息的强化学习无人机航路规划算法, 该算

法通过函数逼近对 Q 函数进行降维处理, 有效加快了 Q- 学习算法的收敛速度. 但是, 针对核电站环

境下的无人机如何融合动态入侵目标概率分布和强化学习实现航路规划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 面向核电站空中动态入侵目标,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强化学习的无人机航路规划

算法, 主要工作和创新点如下:

• 对核电站环境进行建筑物障碍建模, 基于统计学理论分析计算入侵目标概率密度分布, 并以此动

态更新强化学习框架下的报酬函数;

• 根据无人机位置和空中入侵目标概率分布, 优化无人机强化学习航路规划行动空间, 并从中选择

合适的飞行方向, 实现核电站环境下无人机面向空中动态入侵目标的航路规划, 保证无人机有效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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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核电站环境及地理障碍物建模示意图

Figure 1 (Color online) Modeling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environment and building obstacles

入侵目标.

2 问题描述

核电站监管无人机航路规划是针对空中动态入侵目标,在满足核电站基础环境和本身物理条件等

限制的前提下, 从起始位置开始搜索, 避开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威胁和障碍, 规划出可以到达空中

入侵目标位置的可飞航路 [16].

2.1 环境建模

核电站建筑物主要包括普通厂房、反应堆厂房和冷却塔.

(1) 普通厂房: 核电站普通厂房与普通楼房无异, 采用长方体近似表示普通厂房形状.

(2)反应堆厂房:反应堆厂房安全壳是核电站主工艺厂房的外部屏蔽结构,为圆筒体加半球形穹顶

结构. 为了便于分析, 采用圆柱体近似表示反应堆厂房形状.

(3) 冷却塔: 核电站的冷却塔是一种大型薄壳型建筑物, 多为双曲线型结构. 为了便于分析, 采用

圆柱体近似表示冷却塔形状.

核电站环境及建筑障碍物建模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2.2 面向核电站入侵目标的无人机航路规划问题建模

为了简化计算,降低计算量, 将三维环境模型转化为二维,且考虑到同一核电站建筑障碍物在 oxy

平面的投影相同,选择将 z 轴 N 等分,得到每个平面的 z 坐标.然后从无人机起始点的水平平面开始,

在每个水平平面上为无人机规划一个航路点, 直至到达入侵目标位置, 从而构成如下航路点集合:

PS , P1(x1, y1, z1), P2(x2, y2, z2), . . . , Pi(xi, yi, zi), . . . , PN (xN , yN , zN ), (1)

其中 PS 为无人机起飞位置. P1, P2, . . . , Pi, . . . , PN 为无人机飞行航路点, (x1, y1, z1), (x2, y2, z2), . . . ,

(xi, yi, zi), . . . , (xN , yN , zN ) 为各航路点具体坐标.

将 PS , P1, P2, . . . , Pi, . . . , PN 按顺序连接在一起, 即得到了一条连接起点和终点的无人机飞行航

路. 由于各个平面由等分 z 轴获得, 每个航路点的 z 坐标已知, 只需规划出各个平面上的 x 坐标和 y

坐标, 优化变量 E 定义为 [17]

E = [x1, x2, . . . , xN ; y1, y2, . . . , yN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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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面向核电站入侵目标的无人机航路规划示意图

Figure 2 (Color online) UAV path planning for an invasive target into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无人机航路规划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这样, 由于只需在每一个二维平面上为无人机规划航路点, 面向核电站入侵目标的无人机航路规

划问题就转化成了 2N 维的优化问题. 具体优化过程描述如下.

(1) 规划空间离散化. 从图 2 可以看出, 面向核电站低空入侵目标的无人机航路规划目的, 即为无

人机规划出从起始位置到入侵目标位置的可飞航路,这里采用栅格法将核电站环境空间分割成一个个

栅格. 根据核电站的空间大小生成均匀的网格图, 网格的顶点当作离散后的航路点, 顶点之间的最小

边距当作无人机的最小直飞段航路, 如图 3 所示. 本文为了简化空间划分和空间搜索的难度, 将二维

划分空间中的每个网格取为一个小正方形.

(2) 航路点转移规则. 通过将 z 轴 N 等分, 只需在每一个二维平面上为无人机规划航路点, 在相

应的二维平面内, 无人机的运动方向可简化为 8 个主要方向, 即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

北, 如图 4 所示. 图 4 中, 中间点是当前航路点, 箭头所指的方向表示可以转移的航路点的方向.

(3)航路规划优化性能指标.核电站作业背景下,无人机航路规划的目标是在满足其物理性能约束

的前提下顺利高效地完成探测拦截入侵目标任务.首先就要保证无人机能够规避核电站中各种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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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

图 3 (网络版彩图) 规划空间离散化

Figure 3 (Color online) Planning space discretization

图 4 (网络版彩图) 航路点转移规则

Figure 4 (Color online) Path point transfer rules

障碍, 在保证无人机飞行安全可靠的基础上, 还要保证任务的执行高效. 为了保证更加及时地完成任

务, 需要尽可能地缩短无人机航路长度, 使无人机以最短航路到达入侵目标位置.

本文主要基于航程代价 Jlength 和碰撞代价 Jcollision 设计无人机航路规划性能指标函数为 [18]

Jcost = Jlength + Jcollision =
N∑
i=1

(w1W
i
length + w2W

i
collision), (3)

其中 w1, w2 为权值系数, 且 w1 + w2 = 1, W i
length 表示第 i 段航路的长度, W i

collision 表示第 i 段航路

的碰撞代价.

碰撞代价 Wcollision 定义为

Wcollision =

Vpunishment, (xi, yi) ∈ ΩBarriers,

0, otherwise,
(4)

其中, Vpunishment 为负常值, (xi, yi) 表示第 i 个航路点的坐标, ΩBarriers 表示障碍物区域.

因此, 可以得到无人机航路规划目标函数为 [18]

J = min(Jlength + Jcollision). (5)

在核电站场景下, 其物理意义是在保证能够避开核电站内建筑障碍物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为无人

机规划出航程较短的航路.

2.3 入侵目标建模

本文主要针对核电站入侵目标, 在相应的平面空间中, 较短的时间间隔内, 忽略小轨道偏离角引

起的位置偏差, 目标的初始运动方向也可简化为 8 个主要方向, 即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西、

西北、北.

由于目标本身也存在操纵性能约束, 即运动过程中具有最大转弯角约束. 为了简化计算, 假设目

标在每个时刻可以选择的移动方向为 d0az, d
1
az, d

−1
az , d

2
az, d

−2
az , 即目标不允许在单位时间中反方向移动.

目标运动方向模型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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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 direction Actual movement direction

图 5 (网络版彩图) 入侵目标建模

Figure 5 (Color online) Invasive target modeling

3 入侵目标概率分布计算

通常情况下, 无人机对入侵目标的锁定追踪往往呈现断续的状态, 例如某一时刻无人机发现入侵

目标, 并取得跟踪, 在一段时间内获取了目标的状态信息, 并即时发送至监测中心进行分析预测. 由于

地形的干扰, 随后的某一时刻, 目标可能进入视野盲区, 进而造成跟踪丢失, 此时则需要根据目标状态

及核电站地形信息等对入侵目标进行轨迹预测, 实时给出一段时间内入侵目标的位置概率分布情况,

实现动态入侵目标位置概率分布的实时更新,进而为无人机规划出相应的航路以在短时间内再次锁定

入侵目标.

假设当前时刻入侵目标机动方向与前一时刻相同的概率为 p0, 即 Pdaz(t)=d0
az(t+1) = p0. 根据其他

可选方向的偏转角度的不同, 可以计算出目标向 d1az, d
−1
az , d

2
az, d

−2
az 的概率为

Pdaz(t)=d1
az(t+1) = Pdaz(t)=d−1

az (t+1) =
1− Pdaz(t)=d0

az(t+1)

3
=

1− p0
3

, (6)

Pdaz(t)=d2
az(t+1) = Pdaz(t)=d−2

az (t+1) =
1− Pdaz(t)=d0

az(t+1)

6
=

1− p0
6

. (7)

在此基础上,入侵目标前一时刻的移动速度、任务意图也会影响其在每一时刻对机动方向的决定.

因此, 入侵目标方向选择概率可以表示为

p = ξi · ξv, (8)

其中, ξi 为目标意图影响因子, ξv 为目标速度影响因子.

针对核电站入侵目标, 目标意图定义为以下两种.

• 探测意图. 入侵目标没有明显的运动方向指向性, 为了隐藏自身, 选择在核电站外围移动,旨在探

测出核电站地形信息.

• 攻击意图. 入侵目标带有明显的运动方向指向性, 深入核电站内部, 对核电站某些设施进行破坏,

朝着某一具体区域方向移动.

显然, 相比于探测意图, 攻击意图具有更大的概率保持原来的方向移动. 因此, 探测意图下, 令

ξi = Ci
1; 攻击意图下, 令 ξi = Ci

2. 其中, Ci
1, C

i
2 ∈ (0, 1), 且 Ci

1 < C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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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核电站入侵目标的操纵特性, 如果前一时刻速度越快, 则可以推断下一时刻其改变机动方向的

概率越低. 以入侵目标的平均速度为判断标准, 则有

ξv =

Cv
1 , vt−1 > v̄,

Cv
2 , vt−1 < v̄,

(9)

其中 v̄ 为入侵目标平均速度, 且 0 < Cv
1 < 0.5 < Cv

2 < 1.

基于上述方向性决策规则, 即可不断更新入侵目标的运动方向、运动速度和分布位置. 具体的更

新机制描述如下.

(1) 入侵目标运动方向更新. 运动方向更新过程是预测入侵目标运动扩散的关键步骤. 为了保证

入侵目标小概率运动方向的偶发性, 使入侵目标所有可能的运动方向都被考虑到, 从而让入侵目标运

动方式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本文采用轮盘赌策略的更新机制, 入侵运动方向更新机制定义为

daz(t+ 1) =



d−2
az (t), 0 <φ 6 Pd−2

az (t+1),

d−1
az (t), Pd−2

az (t+1) < φ 6 Pd−2
az (t+1) + Pd−1

az (t+1),

d0az(t), Pd−2
az (t+1) + Pd−1

az (t+1) < φ 6 Pd−2
az (t+1) + Pd−1

az (t+1) + Pd0
az(t+1),

d1az(t), Pd−2
az (t+1) + Pd−1

az (t+1) + Pd0
az(t+1) < φ

6 Pd−2
az (t+1) + Pd−1

az (t+1) + Pd0
az(t+1) + Pd1

az(t+1),

d2az(t), Pd−2
az (t+1) + Pd−1

az (t+1) + Pd0
az(t+1) + Pd1

az(t+1) < φ

6 Pd−2
az (t+1) + Pd−1

az (t+1) + Pd0
az(t+1) + Pd1

az(t+1) + Pd2
az(t+1),

(10)

其中, φ = rand(0, 1) 为轮盘赌参数.

(2) 入侵目标运动速度更新. 假设入侵目标在进行转弯机动后需要进行与转弯角度成比例的减速

机动. 在转弯动作结束时, 如果速度小于 v̄, 入侵目标将执行与当前速度差成正比的加速动作. 其他状

态下, 目标的移动速度将保持不变. 速度更新机制定义为

v(t) =

Γaz · v(t− 1), if v(t) > v̄,

Γaz · v(t− 1) + ξi · ξv ·∆v, otherwise,
(11)

其中, Γaz = 1− 0.2 · |mod(N [daz(t)], 5)− mod(N [daz(t− 1)], 5)| 为与转弯角度成正比的减速调整因子,

∆v 为目标前一时刻速度与平均速度的速度差, 且 ∆v = v̄ − v(t− 1).

(3) 入侵目标分布位置更新. 基于入侵目标的运动方向和运动速度, 即可计算出其在地图上的位

置坐标:  xt = xt−1 + vt−1 · cos
(
1
4π ·N [daz(t)]

)
· Tstep,

yt = xt−1 + vt−1 · sin
(
1
4π ·N [daz(t)]

)
· Tstep,

(12)

其中, N [daz(t)] 表示目标当前的移动方向, 且 N [daz(t)] ∈ {−2,−1, 0, 1, 2}, Tstep 为时间更新步长.

为了增强预测的可靠性,进一步取每个预测的端点坐标,采用正态分布的方式进行扩散,最终形成

目标概率分布区域, 入侵目标概率分布示意图如图 6 所示.

扩散方程为

Dp(x0 + i, y0 + j) = Dp(x0, y0) ·
1√
2πσ

exp

(
− (lij − µ)

2

2σ2

)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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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入侵目标概率分布示意图

Figure 6 (Color online) Invasive targe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其中, Dp(x0, y0) 表示当前点的扩散概率, i, j 分别表示水平和垂直的扩散步长, lij 为扩散长度, µ, σ

分别表示预测误差的均值和方差.

定义扩散方式变量为 ddiffusion ∈ {1, 2, 3}. ddiffusion = 1 表示横向扩散, ddiffusion = 2 表示纵向扩散,

ddiffusion = 3 表示对角线扩散, 则有

lij =


i, ddiffusion = 1,

j, ddiffusion = 2,√
i2 + j2, ddiffusion = 3.

(14)

4 基于入侵目标概率分布和强化学习的无人机航路规划

Q- 学习算法可以模型化为马尔可夫决策过程 (Markov decision process, MDP) [19]. 在每个时间步

骤 t上, 无人机状态为 st ∈ S (S 为有限状态集合,在航路规划问题中为无人机的位置信息),无人机从

行动空间 A 中选择动作 at, 朝目标点开始移动, 一旦无人机执行了动作 at, 航路规划系统会根据报酬

函数 R 计算对应的标量奖励 rt, 此时无人机到达新的位置, 即转移到下一个状态 st+1. 无人机基于报

酬函数 R 与环境进行交互, 并通过这个过程反复学习, 直至达到终止条件, 输出飞行航路.

基于强化学习的无人机航路规划 Q 函数定义为 [19]

Q(st, at) = R(st, at) +

TRL∑
i=1

γiR(st+i, at+i), (15)

其中, γ ∈ [0, 1] 为折扣因子, TRL 为水平范围, 即步数.

Q- 学习算法主要基于以下贝尔曼 (Bellman) 方程进行更新 [19]:

Qt+1(st, at)← Qt(st, at) + δ
[
rt + γ argmax

A
Q′

t(s
′
t, a

′
t)−Qt(st, at)

]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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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版彩图) 无人机航路规划行动空间示意图

Figure 7 (Color online) UAV path planning action space

其中, δ 表示学习因子, s′t 是经过行动 a′t 到达的状态.

下面基于 Q- 学习算法, 设计强化学习状态空间、行动空间和报酬函数.

4.1 状态空间设计

在本文无人机航路规划问题中, 在每个时间步骤 t 上, 强化学习的状态 st, 即当前无人机所处的

位置, 无人机执行了动作 at, 转移到下一个状态 st+1, 即无人机到达新的位置. 每一个无人机所有可能

到达的位置集合构成强化学习的状态空间.

4.2 行动空间设计

本文在基于强化学习的无人机航路规划行动空间设计中, 假设无人机所处状态为 s, 此时的行动

空间 A 对应无人机航路点转移规则, 每一个状态和动作 a (a ∈ A) 对应一个 Q 值, 旨在选取具有最大

Q 值所对应的动作 as, 即

as = arg
a∈A

maxQ(s, a). (17)

无人机在实际飞行过程中, 一方面, 由于环境、自身性能的限制, 在每一个航路点上, 无人机并不

能保证都能够朝向 8 个转移方向飞行; 另一方面, 为了提升算法的求解能力和运行速度, 可以根据当

前航路点的实际情况, 对行动空间进行优化设计.

与入侵目标类似, 对无人机倒飞和侧向倒飞的 3 个方向进行限制, 无人机航路规划行动空间示意

图如图 7 所示. 在图 7 中, 红色箭头的方向表示无人机进入当前航路点的航向, 对与无人机进入方向

相反的 3 个方向进行限制, 将原有 8 个状态转移方向缩减为 5 个, 以提高航路点的可飞性和算法运行

速度.

4.3 基于目标概率分布的报酬函数设计

在进行无人机航路规划时, 已经对地图做了栅格分割化处理, 同样, 基于入侵目标概率分布, 将报

酬函数 R也做泛化处理: 对于普通区域,即该位置不是障碍物区域,也不存在入侵目标的概率分布,报

酬函数的确定主要考虑对应点离目标初始位置的距离; 当无人机到达具有入侵目标概率分布的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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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核电站环境建模信息

Table 1 Modeling information of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Type Ordinary plant I Ordinary plant II Nuclear reactor plant Cooling tower

Number 2 4 4 2

Modeling shape Cuboid Cuboid Cylinder Cylinder

Size 150 m× 70 m 60 m× 70 m r = 20 m, h = 70 m r = 50 m, h = 150 m

Center coordinates (75, 335), (255, 335) (75, 245), (255, 245) (30, 170), (120, 170) (75, 50), (255, 50)

(210, 245), (300, 245) (210, 170), (300, 170)

报酬函数需要综合考虑该位置目标的概率分布和对应点离目标初始位置的距离;当无人机与建筑障碍

物区域接触时,即表示无人机没有规避障碍,应当给予较大的惩罚,这些位置的奖励值设为 Vpunishment,

且 Vpunishment < 0. 基于目标概率分布, 无人机在状态 st, 即其位置为 (xt, yt) 的报酬函数设计为

rt =



Vpunishment, (xt, yt) ∈ ΩBarriers,√
(xt − xT0)

2
+ (yt − yT0)

2√
(x0 − xT0)

2
+ (y0 − yT0)

2
+Dp(xt, yt), (xt, yt) ∈ ΩTargetArea,

√
(xt − xT0)

2
+ (yt − yT0)

2√
(x0 − xT0)

2
+ (y0 − yT0)

2
, otherwise,

(18)

其中, ΩBarriers 表示建筑物障碍区域, ΩTargetArea 表示目标概率分布区域, (xT0 , yT0) 为入侵目标初始位

置, (x0, y0) 为无人机初始位置.

4.4 算法具体步骤

基于动态目标概率分布的核电站无人机航路强化学习规划算法具体步骤如下.

Step 1. 根据无人机的机动性能约束以及对航路精度的要求, 划分搜索空间, 初始化各个参数, 包

括无人机起始点坐标和入侵目标初始状态等.

Step 2. 基于入侵目标初始状态信息, 获取未来一段时间其位置概率分布.

Step 3. 无人机开始移动, 根据无人机所在状态 s 位置的 Q 函数计算各个动作对应的报酬 r 并选

择动作 a, 并更新状态 s 下动作 a 的 Q 函数.

Step 4. 无人机执行动作 a 到达状态 s′ 位置, 记录 s′ 位置作为无人机航路点.

Step 5. 判断 s′ 是否为入侵目标位置,如果不是,继续返回到 Step 2,否则输出无人机各个航路点,

算法结束.

基于动态目标概率分布的核电站无人机航路强化学习规划算法流程图如图 8 所示.

5 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基于动态目标概率分布的核电站无人机航路强化学习规划算法的有效性,下面进行数值

仿真实验. 首先基于核电站环境构建 400 m× 400 m× 150 m 地图. 建筑环境具体参数如表 1 所示.

为了提高仿真实验的可靠性, 给出如下假设: (1) 假设实验中的无人机匀速飞行; (2) 由于核电站

面积限制, 假设无人机具有充足燃料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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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 基于动态目标概率分布的核电站无人机航路强化学习规划算法流程图

Figure 8 (Color online) Flow chart of the path reinforcement learning planning algorithm for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UAVs based on the dynamic targe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a)

(b)
(c)

图 9 (网络版彩图) 无人机实时航路规划结果

Figure 9 (Color online) UAV real-time path planning results

实验场景假设监测系统探测到入侵目标位于位置 (309, 291, 5), 无人机于位置 (75, 110, 0) 开始起

飞,搜寻入侵目标位置,基于动态目标概率分布的核电站无人机航路强化学习规划算法,为无人机从起

飞位置到入侵目标位置进行航路规划, 具体仿真结果如图 9(a)∼(c) 所示.

由图 9(a)∼(c), 我们选取了无人机航路规划过程中 3 个时刻的仿真图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 基于

入侵目标初始状态, 目标开始在地图范围内运动并通过概率分布实时预测目标可能出现的位置, 可以

通过目标起始点周围颜色渐变直观地看出目标运动的概率分布, 颜色越鲜艳, 意味着目标朝该位置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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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网络版彩图) 无人机航路规划结果对比

Figure 10 (Color online) Comparison of UAV path planning results

表 2 无人机航路规划算法性能对比

Table 2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UAV path planning algorithms

Algorithm Time complexity Path length Collision cost

PSO O(SMAT ) 453.89 m 0

RL O(
√
H3SAT ) 389.74 m 0

动的可能性越大. 通过不同时刻目标概率分布对强化学习报酬函数的更新, 无人机将实时规划出自己

的飞行方向和航路 (如图中红色航路). 在图 9(c) 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人机到达入侵目标位置, 任

务完成.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出算法的有效性, 仿真中与粒子群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算法进

行比较, 仿真结果如图 10 所示.

性能对比如表 2 所示. 在表 2 中, H 表示平均单次尝试步数, T 表示尝试次数, M 为粒子数. 一

般情况下, H 和 M 取值为 (
√
S,
√
2S)时效果较好.易证, O(

√
H3SAT ) < O(SMAT ). 因此强化 Q-学

习算法在运算时间上具有一定优势. 此外, 基于动态目标概率分布的核电站无人机航路强化学习规划

算法规划出的飞行航路为 389.74 m, 而基于 PSO 算法的规划航路为 453.89 m. 由于采用两种方法规

划出来的航路均未进入建筑障碍物区域,碰撞代价均为 0. 因此,本文所提算法能够以更小的时间代价

规划出更优质的飞行航路. 此外, 基于动态目标概率分布的核电站无人机航路强化学习规划算法能够

根据核电站入侵目标位置的概率分布动态为无人机规划航路, 而 PSO 等群智能算法需要事先确定飞

行终点才可实现无人机航路规划.

综上所述,基于目标概率分布计算能够合理有效推测出核电站入侵目标未来一段时间的运动状态.

以此为基础,能够为基于强化学习的无人机航路规划方法中报酬函数的设计提供有效的理论和数据支

撑, 并为无人机规划出面向核电站入侵目标的飞行航路. 因此, 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动态目标概率分布

的核电站无人机航路强化学习规划算法是合理有效的, 能够实现核电站环境下无人机航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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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目标概率分布的核电站无人机航路强化学习规划方法. 针对核电站入侵

目标的运动特性使得航路规划目标位置不确定问题,基于入侵目标初始状态信息通过概率扩散原理计

算出目标的概率分布, 并以当前时刻入侵目标概率分布最大的点作为无人机航路规划的终点位置. 然

后基于 Q- 学习算法不断优化航路, 其中强化学习行动空间由无人机航路点转移规则确定, 强化学习

报酬函数则基于当前时刻的入侵目标概率分布进行实时更新. 仿真结果表明, 当核电站监测系统发现

入侵目标后, 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迅速准确地规划出飞行航路, 实现核电站环境下目标位置变化的无

人机航路规划. 后续研究将进一步实现对核电站入侵目标的跟踪和拦截, 并将相关理论推广到无人机

航路规划的其他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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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reinforcement learning planning of nuclear pow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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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work develops a path reinforcement learning planning algorithm for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 based on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dynamic targets. The proposed algorithm enables the effective

interception of aerial dynamic invasive targets into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us information

of the invasive target, the targe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is calculated by the probability diffusion principle and

the target’s possible location is deduced based on the obtained distribution. On this basis, the action space based

on path point transfer rules is established and the dynamic updating mechanism of the reward function based

on the targe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is designed. Using Q-learning for continuous path optimization, a UAV

path planning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arge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and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s constructed,

so as to realize the UAV path planning.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nable the

autonomous path planning of UAVs for intercepting aerial dynamic invasive targets into nuclear power plants

when the target point changes.

Keywords UAV, nuclear power plant, path planning, dynamic target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reinforcement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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