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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人机（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ＵＡＶ）技术是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热点。 无人机系统正向着智

能化、自主化的方向发展，其中路径规划是无人机自主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无人机飞行安全的重要

保障。 为优化无人机障碍规避路径规划算法，分别设立静态障碍物和动态障碍物环境，基于最小规避

距离和航程比这 ２个指标，比较分析了人工势场法、模糊逻辑算法和蚁群算法对无人机碰撞规避路径

规划的性能，并针对人工势场法易陷入局部极小值的缺陷提出了通过增加垂直引导斥力来使无人机

逃离局部极小值的改进措施，实验仿真严谨可靠，为进一步融合多种算法、优化现有路径规划算法奠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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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机航路规划是根据无人机的特定任务，考
虑地形、气象等环境因素以及无人机自身的飞行性

能，在满足多约束条件的前提下，为每架无人机规划

出从起始点到目标点的可飞航路，实现指定性能指

标最优或较优的过程。 针对无人机航路规划问题，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算法，如人工势场法［１⁃４］、模
糊逻辑算法［４⁃７］、Ａ∗算法［８⁃１０］、遗传算法［１１］、蚁群算

法［１２⁃１５］、粒子群算法［１］等。
传统的人工势场法易陷入局部极小值，为了改

善这个缺点，文献［１］提出了改进的人工势场法，通
过修改斥力方向，设置本机与障碍物的距离小于临

界值，并将其与自主建立虚拟目标牵引点相结合。
在行走的过程中，若本机与障碍物的距离大于临界

值，则采用修改斥力方向的方法进行路径规划，当本

机与障碍物的距离小于临界值时，则转入自主建立

虚拟目标牵引点算法进行路径规划。 模糊逻辑算法

在多障碍物环境下具有良好的寻找路径能力，文献

［６］构建了一套多障碍物环境下基于模糊逻辑的机

器人避撞路径规划方法，该方法较好地解决了多障

碍物环境下机器人局部规划路径的问题。 蚁群算法

的优点是可以进行全局路径规划，但是其搜索能力

与收敛速度间存在相互制约关系。 为了解决上述问

题，文献［１２］提出了优化禁忌表及双向蚂蚁群体的

不同搜索策略来提高蚂蚁的搜索能力和算法的收敛

速度。 文献［１７］针对航迹规划最优性和实时性问

题，构建了改进粒子群无人机航迹规划算法。 文献

［１８］提出了快速扩展随机树的航迹规划方法，解决

了无人机实时三维航迹规划问题。
本文分别设立了静态障碍物和动态障碍物环

境，基于最小分离距离和航程比 ２ 个指标分析比较

了人工势场法、模糊逻辑算法和蚁群算法对无人机

碰撞规避路径规划的性能。 对传统的人工势场法存

在易陷入局部极小值和在目标点附近易震荡的缺

点，本文对人工势场法的斥力函数进行改进，减小了

无人机陷入局部极小值点的可能性。

１　 人工势场法

１．１　 人工势场法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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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势场法是根据电荷间相互作用规律的理论

演变而来的。 其实质就是对无人机的运行环境人为

建立一个对目标点的引力场以及对障碍物的斥力

场，无人机在其合力的作用下，将会避开障碍物向目

标点移动并最终到达目标点。 若无人机的当前位置

坐标向量为 Ｘ ＝ （ｘ，ｙ），目标点的坐标向量为 Ｘｇ ＝
（ｘｇ，ｙｇ） ，引力势场函数是无人机到目标点距离的

函数，定义为：

Ｕａｔｔ ＝
１
２
ｋρ２（Ｘ，Ｘｇ） （１）

式中， ｋ 为大于 ０ 的引力场函数的系数常量；ρ（Ｘ，

Ｘｇ） ＝‖Ｘ － Ｘｇ‖。 引力为引力势场函数的负梯度：
Ｆａｔｔ（Ｘ） ＝ － ∇（Ｕａｔｔ（Ｘ）） ＝ ｋ（Ｘｇ － Ｘ） （２）

若障碍物的坐标为 Ｘ０ ＝ （ｘ０，ｙ０），无人机到障碍物

的距离为 ρ（Ｘ，Ｘ０） ＝ ‖Ｘ － Ｘ０‖，则定义斥力势场

函数：

Ｕｒｅｐ（Ｘ） ＝
１
２
ｍ ( １

ρ（Ｘ，Ｘｏ）
－ １
ρ０

)
２

ρ（Ｘ，Ｘ０） ≤ ρ０

０ ρ（Ｘ，Ｘ０） ＞ ρ０

ì

î

í

ïï

ïï

（３）
式中， ｍ 为大于零的斥力场系数常量，ρ ０ 为障碍物

的最大影响范围。 斥力定义为

Ｆｒｅｐ（Ｘ） ＝ － ∇（Ｕｒｅｐ（Ｘ）） ＝
ｍ ( １

ρ（Ｘ，Ｘｏ）
－ １
ρ０

) １
ρ２（Ｘ，Ｘｏ）

∂ρ（Ｘ，Ｘｏ）
∂Ｘ

ρ（Ｘ，Ｘ０） ≤ ρ０

０ ρ（Ｘ，Ｘ０） ＞ ρ０

ì

î

í

ï
ï

ïï

（４）

　 　 人工势场实时处理能力强、规划速度快、运算量

小，具有良好的路径规划性能，但当其引力与斥力大

小相等方向相反时，所有力相互抵消使合力为零，会
使无人机陷入局部极小值，导致规划失败。
１．２　 改进的人工势场法

传统的人工势场法存在易陷入局部极小值和在

目标点附近易震荡的缺点，本文针对以上缺点，对人

工势场法的斥力函数进行改进。 当无人机遇到障碍

物时将斥力分为两部分：
１） 当障碍物速度与无人机速度方向成锐角时，

Ｆ１为斥力方向，新增斥力Ｆ２为 ｆ向量和斥力Ｆ１向量

的合向量方向，其中 ｆ 向量方向与 － Ｖ 方向相同，大
小与 Ｆ１ 相等，如图 １ａ）所示。

Ｆ２ ＝ ｆ ＋ Ｆ１ （５）
　 　 ２） 当障碍物速度与无人机速度方向成钝角时，
Ｆ１ 为斥力方向，新增斥力 Ｆ２ 方向为垂直斥力 Ｆ１ 方
向，大小与 Ｆ１ 相等。 当无人机在规避动态障碍物

时，当预测出移动目标移动速度、方向及航迹后，无
人机从移动目标后方穿过能保证无人机与障碍物成

功避开且规避路径最短，如图 １ｂ）所示。
上述改进的人工势场法通过新增与移动目标运

动方向相反的斥力，可以使无人机恰好在移动目标

后方进行障碍规避，达到减小规避路径的目的。 且

由于新增斥力的影响，减小了无人机陷入局部极小

值点的可能性。

图 １　 改进人工势场法斥力构成图

２　 模糊逻辑算法

模糊控制是建立在人工经验基础上、不需知晓

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就可以对系统实施控制的一种

算法。 模糊控制算法易对不确定系统或非线性系统

进行控制，对被控对象的参数变化有较强的鲁棒性。
在基于模糊逻辑（ ｆｕｚｚｙ ｌｏｇｉｃ）的无人机路径规划算

法中，算法分为目标搜寻（ ｇｏ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障碍规避 （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数据融合

（ｆｕｓ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三部分来进行。 算法框架如

图 ２所示。
假设无人机仅在水平面内活动，不考虑垂直方

向上的运动。 以无人机起始点建立坐标轴 ｘｏｙ，无
人机速度大小恒定，设为 Ｖ。 设无人机与目标点间

连线与 ｘ轴间的夹角为 θ，则其对时间的导数为其角

速度ω。 设无人机速度方向与 ｘ 轴的夹角为α，则定

义 ϕ ＝ α － θ，为无人机向着目标点的角度。 建立无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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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基于模糊逻辑算法的无人机路径规划框架图

人机的数学模型为

ｄｘ
ｄｔ

＝ Ｖｃｏｓθ

ｄｙ
ｄｔ

＝ Ｖｓｉｎθ

ｄθ
ｄｔ

＝ ω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６）

　 　 １） 目标搜寻（ｇｏ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此环节保证无人机能最终向着目的地而去，以

此时刻无人机距离目的地的距离 Ｄ和无人机向着目

标点的角度 ϕ作为输入，通过模糊推理系统，确定无

人机向着目的地的速度 ＶＧＳ 和角速度 ωＧＳ。

Ｄ ＝ （Ｘｇ － Ｘｍ） ２ ＋ （Ｙｇ － Ｙｍ） ２

ϕ ＝ θｍ － θ

θ ＝ ｔａｎ －１ Ｙｇ － Ｙｍ

Ｘｇ － Ｘｍ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７）

　 　 ２） 障碍规避（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此环节以障碍物最左端、中心、最右端距离无人

机的距离 ｄＬ，ｄＦ，ｄＲ 为输入，通过模糊推理系统，确
定无人机在规避障碍物时的速度 ＶＯＡ 和角速度

ωＯＡ；
３） 数据融合（ｆｕｓ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此环节将目标搜寻环节和障碍规避环节所得无

人机速度与角速度进行融合：
Ｖ ＝ τＶＧＳ ＋ （１ － τ）ＶＯＡ
ω ＝ τωＧＳ ＋ （１ － τ）ωＯＡ{ （８）

通过模糊推理系统确定融合的参数 τ，从而得出最

终无人机速度与角速度。
模糊逻辑算法在多障碍物环境下寻找路径能力

强，但其对规则库的依赖性大，若所构造规则库不够

全面，若输入量和规则不匹配，算法性能将大大降低

甚至完全不适用。

３　 蚁群算法

蚁群算法 （ ａｎｔ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Ｏ）是由

Ｍａｃｒｏ Ｄｏｒｉｇｏ于 １９９１年受蚂蚁觅食过程中的路径行

为启发而提出的随机搜索全局优化方法。 蚂蚁在寻

找食物过程中，会向周围环境释放信息素，为了找到

最优路径，蚂蚁的搜索空间要尽可能大，但是这会导

致收敛速度变慢，因此，需要在全局最优以及收敛速

度之间达到一个折中。 蚂蚁们沿着释放信息素浓度

最大的路线行进搜索，最终找到食物。 若有蚂蚁开

辟出一条更短的路径，由于信息素的多少与路径长

度成反比，越来越多的蚂蚁会逐渐移动到这条更优

路径上，经过一段时间后，就可以规划出一条最短的

路径。
蚁群算法在路径规划过程中，将地图按栅格划

分，分别标记可行路径节点和障碍节点。 设置蚂蚁

总数为 ｍ，每只蚂蚁按照一定的距离移动，选择下一

个可行路径节点，并释放强度一致的信息素。 从 ｉ
节点到 ｊ 节点，第 ｋ 只蚂蚁的转移概率为：

ｐｋ
ｉｊ（ ｔ） ＝

［τｉｊ（ ｔ）］ α［ηｉｊ］ β

∑
ｋ∈π（ ｔ）

［τｉｊ］ α［ηｉｊ］ β
ｉｆ ｊ∈ π（ ｔ）

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ì

î

í

ï
ï

ï
ï

（９）
式中， π（ ｔ） 表示蚂蚁 ｋ 一步允许选择的节点，用公

式表示为：
π（ ｔ） ＝ ｛１，２，…，ｎ｝ － σｋ （１０）

式中， σ ｋ 为蚂蚁设置的禁忌表，用来记录蚂蚁 ｋ 走

过的路径。 α 为信息素浓度启发因子，α 越大，代表

该路径是多数蚂蚁选择的路径；β 为期望启发因子，
用来为蚂蚁提供选择下一个位置的依据，蚂蚁趋向

于选择距离短的路径，此时 β 值较大。 η ｉｊ 为期望启

发函数，是位置 ｉ 和位置 ｊ 之间距离 ｄｉｊ 的倒数

ηｉｊ ＝
１
ｄｉｊ

（１１）

　 　 蚂蚁在经过的路径上留下的信息素实时更新，
其更新规则为

τｉｊ（ ｔ ＋ ｎ） ＝ （１ － ρ）τｉｊ（ ｔ） ＋ Δτｉｊ （１２）
式中， ρ 为信息素挥发系数，ρ ∈ （０，１）。

Δτｉｊ ＝∑
ｍ

ｋ ＝ １
Δτｋ

ｉｊ （１３）

Δτ ｋ
ｉｊ为蚂蚁在 ｔ到 ｔ ＋ ｎ时刻留在 ｉ和 ｊ 位置间的信息

素。 依据 ａｎｔ⁃ｃｙｃｌｅ模型：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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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τｉｊ ＝
Ｑ
Ｌｋ
（ ｉ，ｊ） ∈ Ｐｋ（ｂｅｇｉｎ，ｅｎｄ）

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４）

式中， Ｑ为信息素强度；Ｌｋ 为蚂蚁 ｋ所走过的路径长

度；Ｐｋ（ｂｅｇｉｎ，ｅｎｄ） 为蚂蚁 ｋ 从起点到终点所走的路

径。
在 ａｎｔ⁃ｑｕａｎｔｉｔｙ模型中

Δτｉｊ ＝
Ｑ
ｄｉｊ
（ ｉ，ｊ） ∈ Ｐｋ（ｂｅｇｉｎ，ｅｎｄ）

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５）

　 　 在此定义

Δτｉｊ ＝
Ｑ （ ｉ，ｊ） ∈ Ｐｋ（ｂｅｇｉｎ，ｅｎｄ）
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１６）

　 　 当迭代次数达到预先设定的值或者最佳路径不

再变化时，上述迭代过程中止。 算法收敛的快慢与

蚂蚁数 ｍ，信息素浓度因子 α、启发信息因子 β、信息

素浓度挥发因子 ρ 均有关。 蚂蚁数量 ｍ 越大，路径

搜索的随机性越高，因此收敛就越慢，ｍ 太小则会出

现搜索过早停滞现象。

４　 仿真实验及结果分析

该仿真实验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２０１６ａ 进行，实验仿

真分 ２个环节进行：单机对单动态障碍物、单机对多

静态障碍物。 仿真过程中，根据实际项目要求，参照

以下几个指标进行评价：
１） 对地形建筑物等静止目标的规避最小分离

距离（即无人机空间飞行轨迹与目标的最短距离）
不小于 １００ ｍ；

２） 对空中飞行器的规避最小分离距离（即无人

机与飞行器空间飞行轨迹间的最短距离）不小于

２００ ｍ；
３） 飞机因规避机动偏离原始任务飞行路径所

增加的航程不超过规避起始点到规避终止点直线距

离的 ５０％（以下简称航程比）。
在动态障碍物环节分别对人工势场法和模糊逻

辑算法进行仿真比较；在静态障碍物环节分别对以

上 ３种方法进行仿真比较。
４．１　 动态障碍物环境仿真

实验设计了相同的仿真环境，仅考虑无人机水

平方向的运动，且假设无人机与障碍物均为质点。
障碍物由鼠标在 Ｍａｔｌａｂ ＧＵＩ 界面手动随机绘制。

图 ３为基于人工势场法的无人机对动态障碍物仿真

图，图 ４为基于模糊逻辑算法的无人机对动态障碍

物仿真图。 表 １给出了 ＡＰＦ和 Ｆｕｚｚｙ算法对 ５个随

机动态障碍物的最小分离距离，表 ２ 比较了动态障

碍物环境下 ２种算法航程比。

图 ３　 基于人工势场法单机动态障碍物仿真图

表 １　 动态障碍物 ２ 种算法最小分离距离表 ｍ

方法
最小分离距离

１ ２ ３ ４ ５
ｘ

ＡＦＰ ７６．６ １６７．２ １７２．６ １７８．３ １６８．３ １７２．０
Ｆｕｚｚｙ １２７．３ １１９．９ １２３．６ １１８．７ １２９．０ １２４．０

表 ２　 航程比表 ％

方法
最小分离距离 ／ 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ｘ

ＡＦＰ １６．１ １５．１ １７．１ １７．０ １７．８ １６．６
Ｆｕｚｚｙ １．２ １．２ １．４ １．３ １．３ １．３

４．２　 静态障碍物环境下

实验设计了相同的仿真环境，针对最小分离距

离和航程比 ２个指标比较了上述 ３种算法。 图 ４～６
分别为基于改进人工势场算法、模糊逻辑算法和基

于蚁群算法的单机对多静态障碍物仿真图。 表 ３ 给

出了 ３种算法对 ５ 个静态障碍物环的最小分离距

离，表 ４比较了静态障碍物环境下 ３种算法航程比。
３种算法均是通过改变障碍物包络大小来实现无人

机尽可能远离障碍物进行规避机动，障碍物包络的

大小直接影响了无人机与障碍物的最小分离距离和

航程比。 蚁群算法是一种基于栅格地图的全局优化

算法，栅格划分的大小对规划路径的性能指标影响

巨大，同时，栅格划分越多，对算法运算量和运行时

间也影响巨大。 本仿真实验考虑到实验计算机运算

能力有限，在蚁群算法的仿真中通过一定比例尺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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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后，将 １００×１００ 地图划分为 １００ 个 １０ × １０ 的栅

格，在栅格中设置可行节点和障碍节点对路径进行

寻优规划。 由于栅格的粗糙性，使得所规划路径航

程比增加不少，但从中可以看出蚁群算法所规划路

径的全局最优性，即最短。 模糊逻辑算法由于其目

标搜寻环节的存在，使得无人机倾向于从多障碍物

中间穿插而过，而人工势场法需要考虑全部障碍物

的影响，在规划路径时倾向于从多障碍物边缘绕开。
蚁群算法由于具有全局搜索能力，所规划航迹一定

会从障碍物中间穿过，使其规避路径最短。

表 ３　 静态障碍物环境下几种最小分离距离表 ｍ

方法
最小分离距离

１ ２ ３ ４ ５
ｘ

ＡＦＰ １７６．６ １６８．２ １７３．６ １８１．３ １６９．３ １７４．０
Ｆｕｚｚｙ １２５．９ １２８．３ １２９．９ １２７．０ １２２．６ １２６．７
ＡＣＯ １５８．１ １４１．１ １４１．４ １４１．４ １５８．１ １４８．１

表 ４　 静态障碍物环境下各算法航程比表 ｍ

方法
最小分离距离

１ ２ ３ ４ ５
ｘ

ＡＦＰ １６．１ １５．１ １７．１ １７．０ １７．８ １６．６
Ｆｕｚｚｙ １．２ １．２ １．４ １．３ １．３ １．３
ＡＣＯ ９．２ １３．８ １３．８ ９．２ ９．２ １１．０

图 ４　 基于模糊逻辑算法的单　 　 　 　 图 ５　 基于人工势场法的单机　 　 　 　 图 ６　 基于模糊逻辑算法的单机

机对动态障碍物仿真图 对多静态障碍物仿真图 对多静态障碍物仿真

图 ７　 基于蚁群算法的单机对单静态障碍物仿真图

４．３　 仿真结果分析

结合上述 ２种环境下的仿真实验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
１） 人工势场法运行速度快、实时性强，所规划

航迹光滑，改进的人工势场法克服了易陷入局部极

小值和在目标点附近震荡的缺点，使其可以很好地

适用于无人机。
２） 模糊逻辑算法在系统模型未知的情况下也

能适用，算法鲁棒性强。 但其依赖于根据先验知识

建立的规则表，规则表建立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算法

的性能。 在适宜的规则表下，模糊逻辑算法运算量

小、运算速度快，实时性强。
３） 人工势场法和模糊逻辑算法属于局部规划

算法，而蚁群算法作为全局优化算法，在栅格选取适

宜的情况下，更容易为无人机规划出全局最优的路

径。 但蚁群算法搜索空间大时，选择随机性大，算法

收敛能力差，且蚁群算法中信息素对算法的寻优能

力影响重大。

５　 结　 论

本文针对小型无人机路径规划问题进行了探讨

与研究。 分别设立了静态障碍物和动态障碍物环

境，基于最小规避距离和航程比这 ２个指标，对传统

人工势场算法进行了改进，减小了无人机陷入局部

极小值点的可能性。 将其与模糊逻辑算法和基于蚁

群算法在无人机路径规划的性能上进行了比较。 仿

真实验结果表明，３种算法均可实现动态、静态障碍

物环境下对无人机碰撞规避路径规划。 ３ 种算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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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缺点，通过融合改进的方式，未来可以运用于现

实的感知与规避系统，在全局信息未知的情况下实

现最优路径规划。 此外，针对实际的感知与规避系

统，在设计路径规划算法时，应综合考虑无人机的处

理速率约束、气动约束、环境感知约束等，针对特定

应用背景下的无人机路径规划方法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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