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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仿生扑翼飞行器作为一种新型的飞行器, 具有噪声小、隐蔽性好、机动性强、能量利用效率高

等优势, 在民用和军用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仿生扑翼飞行器的自主飞行能力是高效执行飞行任

务的关键.目前,国内外飞行器的自主飞行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鲜有以仿生扑翼飞行器为载

体的研究. 仿生扑翼飞行器特有的驱动结构给自主飞行控制研究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本文以仿猎鹰扑

翼飞行器作为研究平台设计了自主飞行控制系统. 由于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负载较小, 本文采用了重

量较轻的 STM32 微型计算平台作为主控芯片设计了硬件系统. 由于微型计算平台的算力有限, 本文

综合考虑制导精度和运算速度, 提出了一种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算法, 并通过仿真实验与线性制导、

非线性制导算法进行了对比, 证明了其更加适合于仿猎鹰扑翼飞行器. 考虑到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机

构滞后问题,对其滚转角和高度设计了一个串级 PID控制器. 结合面向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地面站软

件, 最终实现了基于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自主定高圆弧轨迹跟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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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相比于固定翼和旋翼飞行器, 扑翼飞行器是一个新兴的飞行器分支. 特殊的飞行方式, 使扑翼飞

行器具有独特的优势. 针对机场驱鸟任务, 仿生扑翼飞行器通过设计仿猛禽的外观, 以及搭载视觉模

块和音频外放设备, 来识别追踪鸟群, 并对其进行针对性驱离; 在军事侦察任务中, 仿生扑翼飞行器因

具有仿生外观、小的飞行噪声、高机动性等优势, 能够隐秘地接近敌方, 近距离侦察敌方军事部署, 搜

集更可靠的情报. 此外, 仿生扑翼飞行器还可用于珍稀鸟类的拍摄和保护工作. 高仿生度的外观使得

仿生扑翼飞行器能够抵近珍稀鸟类, 依靠机身搭载的摄像头等设备近距离拍摄和观察情况, 也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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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头鸟,引导珍稀鸟类迁徙. 仿生扑翼飞行器在未来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1∼6]. 但是,扑翼飞行方

式的运动机理非常复杂 [7], 这给仿生扑翼飞行器的设计制作与控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目前, 全世界已经有许多研究人员开展了扑翼飞行器相关的研究工作, 并且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

果. 2011年 AeroVironment公司模仿自然界的蜂鸟,设计出了一款扑翼飞行器 Nano Hum-mingBird [8].

该扑翼飞行器最高可达到 30 Hz的扑动频率和 6.7 m/s的飞行速度,可携带摄像头配合远程地面站进行

图像传输,可实现悬停,然而并没有开展自主飞行的相关研究. 2009年,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Technische

Universiteit Delft) 设计的名为 Delfly [9] 的扑翼飞行器能够敏捷地在室内飞行. 2013 年的迭代版本

Delfly II [10] 更加小和轻, 负载能力有限, 因此借助了外部动捕系统进行飞行控制. 2014 年的 Delfly

explorer [11] 进行了改进, 配备了自动驾驶仪和机载视觉系统, 并依靠该系统实现了室内巡航, 但是

微型化的设计导致机体负载能力小, 受自然风干扰大, 无法进行室外的自主飞行试验. 马里兰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迭代设计的 Robo Raven IV [12] 搭载了 ArduPilot Mega 2.5 自

动驾驶控制系统, 结合 GPS 进行自主巡航, 但是自主飞行效果并不理想. 西北工业大学设计的信鸽扑

翼飞行器 [13] 迭代了许多版本, 机体设计非常成熟, 在姿态解算中使用了无迹卡尔曼 (Kalman) 滤波

算法来平滑数据, 飞行较为稳定, 在自主飞行实验中实现了较好的效果. 北京科技大学设计了一款侧

重室外飞行的 USTBird [14], 采用两个舵机实现了左右翅膀的独立控制, 并在机身搭载 IMU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GPS、气压计等传感器, 设计了双闭环分段 PD控制算法实现对偏航角的控制, 实

现了室外半径 10∼40 m 圆形范围内的自主巡航飞行.

仿生扑翼飞行器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要走向实际应用,除了可靠稳定的机构设计,自主

飞行能力不可或缺. 但是, 目前鲜有研究能够实现基于仿生扑翼飞行器的自主飞行.

飞行控制系统作为飞行器的 “大脑”,是实现飞行器自主飞行的关键,也是飞行器进行感知、解算、

航迹规划 [15, 16]、控制的核心系统. 目前在飞行控制系统方面的研究, 主要分为两个思路: 一是将飞行

控制系统进行分解,分成外环制导回路和内环控制回路,两个回路独立工作;二是将整个控制系统作为

整体统一解算 [17]. 第一类实现方式是目前采用较多的方式, 其中, 外环的制导回路是飞行控制系统的

核心, 即是飞行器进行轨迹跟踪的 “指令官”, 其设计关键在于结合飞行器与目标轨迹的轨迹偏差、方

向偏差, 以及飞行器的速度等信息, 计算出侧向加速度制导指令.

目前, 针对飞行器轨迹跟踪任务的制导方法主要分为两类, 基于控制理论的方法和基于几何关系

的方法 [18]. 其中, 基于控制理论的方法更加复杂, 参数更多, 且依赖于飞行器的数学模型. 然而, 真

实飞行器, 特别是扑翼飞行器的数学模型往往难以建立. 基于几何关系的方法利用飞行器和目标轨迹

的几何关系进行制导, 相比基于控制理论的方法更加直观和简单. 纯视线追踪法 (pure line-of-sight,

PLOS) 作为一种常见的基于几何关系的方法, 结合了纯追踪法和纯视线法 (line-of-sight, LOS) [19] 的

优点,能够实现对简单轨迹的制导与跟踪,但对于曲线轨迹表现不佳.文献 [17]提出了一种基于比例 –

积分 – 微分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PID) 的线性控制器, 它可以用于简单轨迹的跟踪, 但是

对曲线轨迹进行跟踪时无法获得良好的跟踪性能. 文献 [20] 通过在目标轨迹上设置虚拟目标点, 基于

几何关系建立了飞行器和目标点之间的关系, 并设计了一种非线性制导律, 从而计算出飞行器侧向加

速度指令. 该方法能够实现对直线和圆弧轨迹的跟踪, 且由于 GPS 地速包含风场的信息, 对风干扰具

有一定的鲁棒性. 但是, 其跟踪性能依赖于系统中引导长度 L1 的选取. 文献 [21] 在非线性制导律的

基础上, 以固定翼飞行器为实验平台研究了引导长度 L1 对跟踪性能的影响. 该文发现了对于曲线轨

迹跟踪, 固定引导长度, 随着飞行器速度的变化, 跟踪能力会变差. 特别当 L1 较小时, 由于飞行器本

身滚转角幅值的限制以及自然风的影响, 转弯段有明显的超调和震荡. 基于该研究结果, 文中针对固

定翼飞行器提出了引导长度 L1 自适应的方法, 并通过仿真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性能提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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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a) 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整体结构; (b) 仿猎鹰扑翼飞行器

Figure 1 (Color online) (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lcon flapping-wing aircraft; (b) falcon flapping-wing aircraft

但缺少实际的飞行试验. 仿生扑翼飞行器飞行速度较慢, 转弯半径较小, 在曲线轨迹跟踪中更加倾向

于小曲率轨迹, 且其气动特性更加复杂. 因此, 引导长度 L1 的选择或对其进行自适应调节将会更加困

难. 目前, 仿生扑翼飞行器特殊的飞行方式限制了其负载能力, 导致了飞行器无法搭载高性能的计算

平台和传感器. 为此, 为了实现仿生扑翼飞行器的自主飞行任务, 如何平衡性能和重量选择计算平台

和传感器、基于计算平台设计高效的制导与控制算法成为了该研究的关键.

为了开展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自主飞行实验, 实现其自主定高圆弧轨迹跟踪任务, 本文综合考虑

了重量和系统性能等因素, 设计了一套完整的飞行控制系统, 其中, 包括硬件系统、地面站软件、制导

与控制算法. 考虑到计算平台的算力和制导算法的精度, 本文在现有算法的基础上, 首次将线性制导

算法和非线性制导算法结合, 提出了一种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的算法.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 2 部分介绍了实验平台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性能指标; 第 3 部分介绍

了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飞行控制系统;第 4部分展示了仿真结果并介绍室外自主定高圆弧轨迹跟踪飞

行实验与结果; 第 5 部分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展望.

2 仿猎鹰扑翼飞行器介绍

本文的实验平台为实验室自主设计的仿猎鹰扑翼飞行器. 图 1(a) 为其整体结构示意图. 该扑翼

飞行器机身重量 170 g, 翼展 100 cm, 采用容量 3500 mAh 的 2S 锂电池供电, 电池重量 107 g, 搭载本

文设计的重 31.3 g 的飞行控制系统, 总重量 308.3 g, 续航时间可达到 51 min.

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系统设计兼顾了飞行器的升推力特性、机构特点, 以及外观的高仿生度. 文

献 [22]从仿生学的角度对鹰科生物的结构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鹰的翅膀翼展较大,具有内、

外双段的折翼结构, 翅膀的扑动过程符合 “扑动 – 折弯 – 扭转” 的运动特点, 且具有多种飞行模式; 扑

动频率随着飞行模式的不同变化范围较大. 文献 [23] 对飞行器的单段翼和双段翼翼型进行了比较, 发

现双段翼结构虽然相对单段翼更复杂, 扑动频率低于单段翼, 但是更容易模仿自然界大型鸟类的翅膀

结构. 本文介绍的仿猎鹰扑翼飞行器采用了双段折翼的设计方案, 通过机构设计实现了第二段翼的被

动折翼, 以模仿鸟类翅膀的折弯; 转向机构采用了倒 V 字型尾翼, 能够很好地进行差动转向; 在驱动

结构的设计方面, 考虑双段翼结构模仿了猎鹰翅膀的复杂运动, 以空间四连杆机构作为基础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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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a) PCB 设计和实物图; (b) 传感器模块实物图

Figure 2 (Color online) (a) PCB design and the photo; (b) sensor module photo

并且综合考虑了机构的强度和重量, 对每一部分零件的材质进行优化. 整个驱动采用了两级减速, 最

大扑动频率能够达到 8 Hz. 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外观参照自然界真实老鹰设计. 外观设计包括了翼面

和机身外壳, 翼面采用尼龙格子布通过 UV 打印的方式印刷图案, 机身外壳综合猎鹰的生物特征和流

线造型设计, 采用 MPP (modified propylene polymer) 机加工制作.

图 1(b) 为实际飞行实验所用的仿猎鹰扑翼飞行器. 为了实现飞行器的导航、制导与控制, 在机身

上搭载了自主设计的飞控系统, 包括飞控电路板、接收机、IMU、气压计、GPS 等模块, 飞控系统将

在第 3 节详细介绍. 飞控板接收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姿态、高度和位置解算, 通过板载的控制逻辑计算

控制量, 或者通过接收机获得控制量, 依靠飞控板的 IO 口向驱动机构的电机和转向机构的舵机发送

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 控制信号, 从而实现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控制, 保证了后续实验的顺

利开展.

3 飞行控制系统设计

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自主飞行控制系统包括 4 部分. 第 1 部分是硬件系统, 本文按照实验需求自

主设计了飞控电路板, 并综合考虑重量和性能选择了传感器; 第 2 部分是地面站软件, 用于接收飞控

板发送的数据并通过界面直观显示, 方便实验调试; 第 3 部分是控制算法, 本文针对姿态、高度分别

设计了控制算法, 作为飞行控制系统的内环控制回路; 第 4 部分是制导算法, 本文针对仿猎鹰扑翼飞

行器携带的微型计算平台设计了一种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算法, 作为飞行控制系统的外环制导回路.

外环制导和内环控制作为飞行控制系统的核心, 依赖于硬件系统进行工作, 计算制导与控制指令并通

过硬件系统来驱动仿猎鹰扑翼飞行器; 地面站和硬件系统之间通过数传进行数据传输通信. 飞行控制

系统保证了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自主飞行能力, 从而完成最终的任务指标.

3.1 硬件系统概述

目前, 虽然扑翼飞行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鲜有以扑翼飞行器为平台开展自主飞行相

关的研究,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负载能力有限, 无法搭载一些高性能的飞控板和高精度的传感器.

如何设计轻质的飞控板、综合精度和重量选择传感器成为了开展扑翼飞行器飞行实验的关键.

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硬件系统包括飞控电路板和姿态、高度、位置传感器. 图 2(a) 为 PCB 设计

图和实物图. 飞控板采用 STM32F407VGT6 作为主控芯片, 留有四路 PWM 输出口, 用于输出对一个

电机和两个舵机的控制信号; 预留 4 个串口, 用于和传感器通信传输数据. 为了避免电源模块发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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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地面站. (1) 控制栏; (2) 轨迹显示; (3) 飞行数据显示; (4) 高度曲线; (5) 姿态角曲线

Figure 3 (Color online) Ground station. (1) control bar; (2) trajectory display; (3) flight data display; (4) altitude curve;

(5) attitude angle curve

主控芯片的影响, 为电源模块单独设计了 PCB, 模块将电池电压通过稳压芯片分别稳压至 3.3 和 5 V,

分别给飞控板和其他传感器以及舵机供电. 图 2(b)中从 a到 e依次为 2.4 GHz 6通道接收机、IMU模

块 JY901、BN-220 GPS 模块、HC-12 无线数传模块和高精度 IMU 模块 YIS160. 分别使用 JY901 和

YIS160 获取高度和姿态数据, JY901 高度误差为 0.4 m; 使用 GPS 获取位置数据, 范围误差为 2.0 m;

HC-12通过串口连接飞控板,用于和地面站进行数据通信, 有效通信距离为 600 m, 能够满足数据传输

需求; 接收机用于接收遥控信号. 供电电池采用容量 3500 mAh 的 2S 锂电池.

3.2 地面站软件介绍

图 3为针对仿猎鹰扑翼飞行器飞行实验设计的地面站软件.软件基于 pyqt5设计,借助 qtdesigner

对界面进行了设计. 整个软件界面分为 5 个部分, 1 为控制栏, 其中包括串口连接、数据保存、界面初

始化等功能, 同时显示一些信息, 例如 GPS 星数、时间等. 2 为轨迹可视化和地图界面, 通过点击 “二

维坐标系” 和 “网络地图” 按钮进行界面切换. 程序中通过坐标变换, 将经纬度信息转换成二维坐标信

息,在 “二维坐标系”界面中显示, 直观反映飞行器的实际位置和飞行轨迹; “网络地图”界面在线加载

网络地图,更新实时地形图. 3为飞行数据可视化模块,对仿猎鹰扑翼飞行器实际飞行过程中机身的姿

态信息、GPS 位置信息、飞控系统的控制指令等进行显示. 4 为高度可视化模块, 通过蓝色曲线, 显示

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高度信息和变化趋势. 5 为姿态角可视化界面, 通过曲线显示 3 个姿态角信息和

变化趋势, 红色表示滚转角, 绿色表示俯仰角, 蓝色表示偏航角. 地面站和仿猎鹰扑翼飞行器之间通过

无线数传模块 HC-12进行数据的实时收发,地面站数据和可视化界面均实时更新. 通过控制栏中的数

据存储按钮,可以将飞行数据存储到本地文件,本文所有实验数据均来自地面站软件,地面站软件也可

用于离线曲线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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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串级 PID 控制系统

Figure 4 Cascade PID control system. (a) Roll angle control system; (b) height control system

3.3 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控制算法

本文结合仿猎鹰扑翼飞行器平台展开的自主飞行实验需要对位置和高度进行控制.位置控制分为

外环的制导回路和内环的滚转角控制回路. 本小节将分别介绍滚转角和高度的控制算法.

仿生扑翼飞行器系统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系统, 模型非常复杂, 难以建立 [24]. 本文采用无模型的

串级 PID控制器 [25] 对滚转角和高度进行控制.串级 PID控制器的结构和设计较为简单, 参数易于调

节, 针对滚转角和高度的控制效率高, 能够满足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控制需要.

图 4 为串级 PID 控制系统原理图. 其中图 4(a) 为滚转角控制系统原理图, 外环为控制滚转角稳

定的 PID 控制器, 内环为控制滚转角速度稳定的 PID 控制器, 外环计算得到期望的角速度作为内环

的输入, 内环通过期望角速度计算控制量, 对仿猎鹰扑翼飞行器进行控制. 图 4(b) 为高度控制系统原

理图, 外环为控制高度稳定的 PID 控制器, 内环为控制竖直方向速度稳定的 PID 控制器, 外环通过高

度和 IMU融合解算得到期望的速度作为内环的输入,内环计算得到控制量,对仿猎鹰扑翼飞行器进行

控制. 内环控制器的加入使得控制系统的响应速度更快, 鲁棒性更好.

串级 PID 控制系统的内外环均采用位置式 PID 进行设计, 滚转角控制器外环和内环输出公式分

别如下:

ω(k) = Kpoθ(t) +Kio

k∑
j=0

θ(j) +Kdo[θ(k)− θ(k − 1)], (1)


p(k) = Kpie(t) +Kii

k∑
j=0

e(j) +Kdi[e(k)− e(k − 1)],

e(t) = ω(k)− ω(t).

(2)

式 (1) 为外环控制器公式, ω(k) 为外环输出, θ(t) 为当前时刻滚转角误差,
∑k

j=0 θ(j) 为从 0 时刻到 k

时刻的累计滚转角误差, θ(k) 和 θ(k − 1) 分别为 k 时刻和 k − 1 时刻的滚转角误差, Kpo, Kio 和 Kdo

分别是外环的比例、积分、微分系数; 式 (2) 为内环控制器公式, p(k) 为内环输出, 为舵机控制量, e(t)

为当前滚转角速度误差,
∑k

j=0 e(j) 为从 0 时刻到 k 时刻的累计角速度误差, e(k) 和 e(k − 1) 分别是

k 时刻和 k − 1 时刻的角速度误差, ω(k) 是外环输出, ω(t) 为滚转角速度, Kpi, Kii 和 Kdi 分别是内环

的比例、积分、微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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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控制系统内外环输出公式分别如下:

γ(k) = Kpoh(t) +Kio

k∑
j=0

h(j) +Kdo[h(k)− h(k − 1)], (3)


q(k) = Kpiε(t) +Kii

k∑
j=0

ε(j) +Kdi[ε(k)− ε(k − 1)],

ε(t) = γ(k)− γ(t).

(4)

式 (3) 为外环控制器公式, γ(k) 为外环输出, h(t) 为当前时刻高度误差,
∑k

j=0 h(j) 为从 0 时刻到 k 时

刻的累计高度误差, h(k) 和 h(k− 1) 分别为 k 时刻和 k− 1 时刻的高度误差, Kpo, Kio 和 Kdo 分别是

外环的比例、积分、微分系数; 式 (4)为内环控制器公式, q(k)为内环输出,为电机控制量, ε(t)为当前

时刻竖直方向速度误差,
∑k

j=0 ε(j) 为从 0 时刻到 k 时刻的累计速度误差, ε(k) 和 ε(k − 1) 分别是 k

时刻和 k − 1 时刻的速度误差, γ(k) 是外环输出, γ(t) 为竖直方向速度, Kpi, Kii 和 Kdi 分别是内环的

比例、积分、微分系数.

3.4 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算法

3.4.1 仿猎鹰扑翼飞行器运动学方程

仿生扑翼飞行器的运动方程分为运动学方程和动力学方程, 二者的侧重点不同, 运动学方程主要

在外环回路中考虑,体现的是飞行器的运动学特性;动力学方程主要在内环回路中考虑,体现的是飞行

器系统的动力学特性. 本部分设计主要考虑外环回路产生制导指令的过程, 因此只考虑其运动学方程.

将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运动视为质点运动进行分析. 根据飞行器的动力学原理, 仿猎鹰扑翼飞行

器飞行过程中机身滚转角为 θ 时, 其受力分析如图 5 所示. 其中, m 为飞行器重量, F 为升力, F 在垂

直方向的分量用于克服重力 mg, 水平方向的分量用于产生侧向加速度 acmd, 则有下式:

F cos θ = mg,

F sin θ = macmd.
(5)

采用北东地 (NED) 导航坐标系, 假设飞行器在坐标系中定高飞行, V 为飞行器实际的飞行地速,

Vx, Vy 分别为导航坐标系中东向和北向的速度分量, φ 为偏航角, 结合式 (5) 可得仿猎鹰扑翼飞行器

的运动学方程:

Vx = V sinφ,

Vy = V cosφ,

φ̇ =
g tan θ

V
,

acmd = g tan θ,

(6)

其中, g 为重力加速度, θ 为机身的滚转角, φ̇ 表示航向角的变化速度, acmd 为侧向加速度.

3.4.2 切换制导算法

针对仿猎鹰扑翼飞行器圆弧轨迹跟踪任务, 本文将制导的导引区设置为两个, 如图 6 所示, 分别

为圆弧轨迹外和圆弧轨迹内. 当仿猎鹰扑翼飞行器处于圆弧轨迹外, 飞行器要跟踪目标圆弧轨迹,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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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 仿猎鹰扑翼飞行器受力分析

Figure 5 (Color online) Force analysis of falcon-like flap-
ping wing aircraft

图 6 (网络版彩图) 导引区示意图

Figure 6 (Color online) Guide area

该朝着圆弧轨迹的方向飞行, 相当于朝着偏向于圆心的方向飞行; 当仿猎鹰扑翼飞行器位于圆弧轨迹

内, 应该朝着背离圆心的方向飞行, 才能跟踪到目标圆弧轨迹.

本文设计的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算法将非线性制导的参考点设为圆弧轨迹的圆心, 即为一个固

定参考点. 这样做的好处是, 参考点不受探测距离的影响,解决了探测距离 L1 可能探测不到目标点的

问题, 并且飞行器能够正确地朝着目标轨迹靠近. 当飞行器位于圆弧轨迹内时, 视为跟踪上目标轨迹,

本文设计了基于侧偏距的线性制导算法并引入一个速度前馈量进行制导.

图 7(a) 为仿猎鹰扑翼飞行器位于圆弧轨迹外的情况. O 为圆弧轨迹圆心, R 为圆弧轨迹半径, V

为飞行器速度矢量, 将速度沿飞行器和圆心连线的方向和垂直方向进行分解, 分别为 Vx 和 Vy, 规定

Vx 背离圆心方向为正, Vy 指向速度 V 的方向为正. L1 为探测距离, 圆心 O 作为非线性制导的参考

点. d 为飞行器和目标轨迹间的侧偏距, η 为速度方向和飞行器与圆心连线之间的夹角, acmd 为侧向

加速度. 考虑以上的两种制导方式, 分别计算侧向加速度.

(1) 非线性制导. 根据非线性制导的原理, 已知 L1 探测距离和目标轨迹参考点, 可得非线性制导

的侧向加速度:

al = 2
V 2

L1
sin η, (7)

其中, V 为飞行器速度, L1 为探测距离, η 为速度方向和飞行器与圆心连线之间的夹角.

(2) 线性制导 + 速度前馈. 根据基于侧偏距的线性制导的原理, 已知侧偏距 d, 背离圆心的速度

Vx, 并且考虑飞行过程中不让飞行器朝着反方向制导, 通过 PD 控制器, 可得基于侧偏距的线性制导

的侧向加速度:

am = max(Kpd+KdVx, 0), (8)

其中, Kp 和 Kd 分别为 PD 控制器的比例和微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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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版彩图) (a) 圆弧轨迹外制导几何示意图; (b) 圆弧轨迹内制导几何示意图

Figure 7 (Color online) (a) Guidance control out of the arc trajectory; (b) guidance control in the arc trajectory

考虑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飞行过程, 将速度按照以上思路进行分解之后, 可以看成飞行器绕着圆

心 O 做速度为 Vy 的圆周运动, 假设运动半径为 r, 满足以下约束:

r =

R, d > 0,

L1, d < 0.
(9)

结合牛顿第二定律, 圆周运动产生的向心加速度为

an =
Vy

2

r
, (10)

该项即为速度前馈项,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线性制导方法应用于曲线路径跟踪时的稳态误差.

由式 (8) 和 (10) 可得, 考虑速度前馈的线性制导求得的侧向加速度为

as = am + an. (11)

结合以上两种制导方式计算的侧向加速度, 一个控制周期内侧向加速度, 总是倾向于使仿猎鹰扑

翼飞行器更加平滑地过渡到目标轨迹, 联立式 (7) 和 (11), 最终的侧向加速度为

acmd = min(al, as). (12)

图 7(b) 为仿猎鹰扑翼飞行器位于圆弧轨迹内的情况, 此时视为跟踪上了目标轨迹. 图中, O 为飞

行器质点位置, O′ 为圆弧轨迹圆心, R 为圆弧轨迹半径, V 为飞行器速度矢量, 将速度沿飞行器和圆

心连线的方向和垂直方向进行分解,分别为 Vx 和 Vy,规定 Vx 背离圆心方向为正, Vy 指向速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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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Structure diagram of guidance and attitude control

为正. d 为侧偏距, acmd 为侧向加速度. 此时采用考虑速度反馈的线性制导方法, 由式 (11) 可得, 侧向

加速度为

acmd = as. (13)

综上,本文设计的切换制导算法在圆弧轨迹跟踪制导中,线性制导和非线性制导的切换条件是: 以

圆弧轨迹为边界,圆弧内采用线性制导,使飞行器快速靠近目标轨迹;圆弧外分别采用线性和非线性两

种制导方法计算侧向加速度并选择其中的最小值, 从而使飞行器以更加平滑的路径靠近目标轨迹, 防

止在切换边界处震荡. 联立式 (12) 和 (13), 最终的侧向加速度为

acmd =

 as, d 6 0,

min(al, as), d > 0.
(14)

根据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运动学方程, 联立式 (6) 和 (14), 最终计算得到期望的机身滚转角

θ =


arctan

as
g
, d 6 0,

arctan
min(al, as)

g
, d > 0.

(15)

然后将滚转角指令传输给控制回路, 从而控制仿猎鹰扑翼飞行器. 制导与姿态控制的整体结构如

图 8 所示.

4 仿真验证与实验

本文在仿猎鹰扑翼飞行器飞行控制系统的设计中, 针对其携带的微型计算平台, 在外环制导回路

设计了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算法. 为了验证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算法的可行性和制导效果, 本节利

用 Matlab 工具对线性制导、非线性制导和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 3 种制导算法在仿猎鹰扑翼飞行器

跟踪圆弧轨迹的情况进行了仿真. 通过仿真对 3 种制导方法的制导效率和跟踪效果进行对比, 从而得

出结论. 然后基于本文第 2 节介绍的仿猎鹰扑翼飞行器实验平台, 搭载针对其设计的飞行控制系统开

展自主飞行的圆弧轨迹跟踪实验, 对整个飞行控制系统和本文提出的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算法进行

验证. 本节仿真均采用质点模型,给定样例仿猎鹰扑翼飞行器飞行速度大小为固定 5 m/s,跟踪圆弧形

轨迹, 半径为 15 m.

4.1 仿真验证

图 9为仿猎鹰扑翼飞行器采用 3种制导算法跟踪圆弧轨迹的仿真结果,图 9(a)∼(c)分别是不同初

始位置、不同初始速度方向下 3 种制导方法跟踪圆弧轨迹的仿真结果. 图 9(a) 为仿真 1, 飞行器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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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运行时间和累计误差

Table 1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ree guidance methods

Guidance method Simulation Running time (s) Cumulative error (m)

PD linear guidance

Simulation1

0.06 52.89

PID linear guidance 0.07 11.09

L1 nonlinear guidance 10.39 0.77

Linear/nonlinear switching guidance 0.09 3.66

PD linear guidance

Simulation2

0.06 79.54

PID linear guidance 0.08 30.87

L1 nonlinear guidance 11.01 36.21

Linear/nonlinear switching guidance 0.11 31.93

PD linear guidance

Simulation3

0.06 88.49

PID linear guidance 0.08 94.86

L1 nonlinear guidance 10.64 54.88

Linear/nonlinear switching guidance 0.08 53.26

位置为 (0,−15), 初始速度方向为相对 x轴正方向 0◦; 图 9(b)为仿真 2, 飞行器初始位置为 (−8,−18),

初始速度方向为相对 x轴正方向 −45◦; 图 9(c)为仿真 3, 飞行器初始位置为 (0,−5), 初始速度方向为

相对 x 轴正方向 0◦. 图 9 中, 红色虚线表示目标圆弧轨迹, 黑色虚线表示 PD 线性制导的结果, 黑色

实线表示引入了积分项后的 PID 线性制导结果, 绿色虚线为非线性制导结果, 浅紫色虚线为线性/非

线性切换制导的结果. 3 个仿真中, 除了初始位置和速度方向不同, 控制周期、步长等均相同. 为了比

较 3种制导方法的制导精度和运算效率,本文对仿真中不同制导方法的运行时间和累计轨迹误差进行

了统计, 如表 1.

由仿真结果可以得出, PD 线性制导存在稳态误差, 为了消除稳态误差, 在仿真时, 引入积分项 I,

从而解决了稳态误差的问题, 但是在初始制导阶段, 误差依然存在. 非线性制导的仿真中, 选取探测步

长 L1 = 6 m, 当初始位置较远无法探测到参考点时, 选择飞行器在目标轨迹上的垂直投影点作为参考

点. 由仿真结果可以看出, 非线性制导算法比线性制导算法的跟踪效果更好, 且不存在稳态误差, 但运

行时间远远大于线性制导算法. 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的仿真中, 按照算法划分的两个引导区来进行

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 仿真结果表明, 相比于线性制导算法, 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算法的运算时间

相当, 但制导效果更好, 累计误差更小; 相比于非线性制导算法, 制导效果相当, 累计误差更小, 且运行

时间远远小于非线性制导算法. 因此能够得出结论, 3 种制导算法应用于相同的轨迹跟踪任务时, 线

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算法计算量小, 制导效果良好, 因此制导效率更高, 更加适合于搭载轻量级计算平

台的仿猎鹰扑翼飞行器圆弧轨迹跟踪任务.

4.2 自主飞行实验

仿猎鹰扑翼飞行器自主飞行实验在室外空旷环境进行,实验的地形图和飞行场景如图 10所示. 其

中, 图 10(a) 为地形图, 来自于地面站软件的 “网络地图” 界面, 图 10(b) 为实验中通过手机拍摄的飞

行场景. 图 10(a) 中目标轨迹为红色圆弧轨迹, 半径 15 m, 通过对高度进行控制, 保持飞行高度 15 m.

建立图中所示的二维坐标系, 将 GPS 的经纬度地理坐标通过坐标转换, 换算为二维坐标系下的坐标,

圆弧轨迹中心点为原点,正东方向为 x轴,表示纬度方向相对距离,正北方向为 y 轴,表示经度方向相

对距离,单位均为 m. 转换后的坐标系在地面站软件的 “二维坐标系”界面显示. 假设飞行器航向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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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版彩图) 3 种制导方法仿真结果

Figure 9 (Color onlin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ree guidance methods. (a) Simulation 1: initial position (0,−15), initial

speed direction 0◦; (b) simulation 2: initial position (−8,−18), initial speed direction −45◦; (c) simulation 3: initial position
(0,−5), initial speed direction 0◦

北方向的夹角为 ϕ, 表示航向角, ϕ 通过 YIS160 传感器更新. 实验开始前, 手动将仿猎鹰扑翼飞行器

航向调整为 y 轴正方向, YIS160 上电时自动初始化为 0, 航向角 ϕ 的变化范围如图 11(a) 所示. 通过

航向角得到飞行器速度在 x 和 y 轴上的分量以确定速度矢量, 根据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相对于目标轨

迹的位置,运用本文设计的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算法计算得到侧向加速度,将加速度指令转换成目标

滚转角作为滚转角控制器的输入. 高度数据依赖于 JY901传感器更新, 仿猎鹰扑翼飞行器通过高度控

制器进行高度解算和控制.

整个实验的流程图如图 11(b)所示. 飞控系统首先进行初始化,包括主控芯片、传感器等. 加锁和

解锁由遥控器进行控制, 防止误操作. 解锁成功之后, 传感器数据开始刷新. 起飞阶段, 通过遥控器手

动遥控起飞, 当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稳定飞行达到一定速度和高度后视为满足自主飞行的实验条件, 通

过遥控器切换为自主飞行模式, 飞控系统执行制导和控制逻辑, 使仿猎鹰扑翼飞行器逐渐达到目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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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网络版彩图) (a) 飞行实验地形图和 (b) 飞行场景

Figure 10 (Color online) (a) Topographic map of the flight experiment; (b) flight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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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a) 航向角范围; (b) 实验流程图

Figure 11 (a) Heading angle range; (b) experimental flowchart

度和目标轨迹. 图 12(a) 为通过地面站绘制的自主飞行实验飞行轨迹, 红色实线代表半径为 15 m 的

目标圆弧轨迹, 黑色实线代表实际的飞行轨迹, 绿色的两条虚线圆弧是误差统计辅助线. 可以看出, 仿

猎鹰扑翼飞行器从起始位置开始自主飞行, 以明显的飞行趋势靠近目标轨迹, 并在之后以 ±5 m 的误

差持续跟踪目标轨迹飞行. 图 12(b) 为通过地面站绘制的自主飞行实验高度曲线, 蓝色实线为实际高

度, 红色虚线代表高度 15 m 的目标高度, 两条绿色的虚线为误差统计辅助线. 由曲线可以看出, 仿猎

鹰扑翼飞行器在自主飞行实验中以 ±2 m 的误差在目标高度 15 m 定高飞行. 自主飞行实验的误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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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网络版彩图) (a) 飞行轨迹图; (b) 高度曲线图

Figure 12 (Color online) (a) Flight trajectory; (b) height curve

要来自于自然风的影响、无模型控制的局限性和飞行器机构的滞后性. 实验结果证明了本文针对仿猎

鹰扑翼飞行器设计的自主飞行控制系统的可行性和良好性能.

5 结论

本文介绍了实验平台仿猎鹰扑翼飞行器的性能指标和设计思路,针对其自主飞行任务设计了飞行

控制系统. 搭载了微型计算平台和传感器, 设计了串级 PID 控制器对滚转角和高度进行控制. 在制导

算法方面,对线性制导算法和非线性制导算法应用于仿猎鹰扑翼飞行器圆弧轨迹跟踪的情况进行了探

究,并针对仿猎鹰扑翼飞行器搭载的轻量级计算平台设计了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算法,对 3种算法进

行了仿真对比, 验证了线性/非线性切换制导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在仿猎鹰扑翼飞行器上进行了

自主飞行实验, 实验结果显示, 在定高 15 m、跟踪半径 15 m 的圆弧轨迹时可实现良好的定高和跟踪

效果. 考虑自然风的影响和对仿猎鹰扑翼飞行器进行建模控制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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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nic flapping-wing aircraft is a new type of aircraft with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e civil and

military fields due to their low noise, good concealment, strong maneuverability, and high energy efficiency. The

autonomous flying ability of bionic flapping-wing aircraft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ir flight efficiency. Although

autonomous flight research on aircraft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few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corresponding studies on bionic flapping-wing aircraft. The unique driving structure of the bionic

flapping-wing aircraft introduces great challenges to research on its autonomous flight control. In this paper,

an autonomous flight control system is designed on the research platform of falcon flapping-wing aircraft.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load problem of falcon flapping-wing aircraft, the hardware system is designed based on an

STM32 microchip. A linear/nonlinear switching guidance algorithm is proposed considering the guidance accuracy

and operation speed, due to the limited computing power of microcomputing platforms. Simulations prove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more suitable for imitation falcon flapping-wing aircraft than linear guidance and

nonlinear guidance algorithms. A cascade PID controller for roll angle and height is designe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mechanism lag of falcon flapping-wing aircraft. By using this approach combined with ground station software

for the imitation falcon flapping-wing aircraft, the task of autonomous fixed-height arc trajectory tracking based

on imitation falcon flapping-wing aircraft is finally realized.

Keywords bionic flapping-wing aircraft, autonomous flight, linear guidance, nonlinear guidance, trajectory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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