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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具有冗余性高、机动灵活、任务执行范围广等优势，可应用于水下环境信

息收集、水下目标监测、资源勘探等领域。 一直以来，能量消耗问题都是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工程应

用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大自然存在的生物集群运动现象启发了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节能运动关键技

术的研究，从水动力和集群控制角度，对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节能关键技术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

论述，涉及生物集群运动的节能机理、水下仿生机器人流场信息感知和集群协同控制，分析和总结了

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节能关键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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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集群运动具有高机动、高适应性、高效节能

等优点，是优良的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借鉴对

象［１］。 借鉴生物集群运动的优势，探索水下仿生机

器人集群节能关键技术，实现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

节能的工程应用，对提高我国海洋资源的控制和利

用能力具有显著效益。
自然界生物集群运动的现象广泛存在，鱼群、鸟

群等通过集群游动 ／飞行方式实现节能运动。 研究

表明，生物集群运动利用流场有益作用达到节能效

果［２］。 Ｗｅｉｈｓ 于 １９７３ 年首次提出了鱼群游动节省

能量的假设，这个假设通过鱼群观测和数值模拟等

方法被验证。 后来 Ｗｅｉｈｓ 提出，生物运动会产生不

同特征的流场结构，并利用流场中阻力较小的区域

实现运动能耗较小化［３］。
为实现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节能技术的工程应

用，首先要明确生物集群运动的节能机理；其次，通
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得到流场特征分布信息。 可靠适

用的流场信息感知与处理技术对实现水下仿生机器

人集群节能的工程应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采用传感技术获取可靠流场感知信息后，建立

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节能控制方法。 水下仿生机器

人集群节能关键技术包括生物集群节能机理、水下

流场信息感知技术、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节能控制

等多个学科技术，涉及学科范围较广，具有较强的创

新性，其关键技术研究对我国水下仿生机器人的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

１　 生物集群运动节能机理研究现状

１．１　 活体观测研究

生物集群运动时由于各种机制的影响，以队形

飞行的鸟或成群游动的鱼，后方个体会主动穿越前

方个体产生的阻力减少区域，从而减小飞行或游动

的阻力。 随着鱼群游动能够节省能量的想法被提

出，有学者简单地证明了个体鱼在集体环境下实现

能量节省的理论［４］。 Ｆｉｅｌｄｓ 等［５］ 对太平洋鲭鱼鱼群

的调查结果显示，与单个鱼体游动时尾巴拍打频率

相比，群体游动的鱼尾部拍打频率降低。 Ｈｅｒｓｋｉｎ
等［６］通过对鱼群的观察和测量表明，鱼群中前方游

动鱼的尾拍打频率显著高于后方鱼的尾拍打频率，
该研究从耗氧量的角度解释了群游鱼中后方鱼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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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现象。 Ｋｉｌｌｅｎ 等［７］从代谢率和耗氧量的角度对

鲻鱼鱼群游动节能现象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处于

鱼群后方游动的鱼耗氧量较低，且尾部拍打的频率

相比于前方鱼较低，该研究初步说明了水动力相互

作用为鱼群中后方鱼提供了降低能耗的益处。
西北工业大学张栋等［８⁃９］ 对蝠鲼真实游动情况

进行观测，主要利用高清相机观测和提取真实蝠鲼

形态学和运动学特征，并对主动推进状态、倒游状

态、转弯状态、滑翔状态、俯仰状态和急停状态下的

胸鳍轨迹进行记录，得到了鱼体的外形参数、三维物

理模型及其运动学参数，并成功研制出了仿蝠鲼

样机。
上述研究通过生物活体观测的方式揭示了集

群运动的节能机理。 研究表明集群运动的确能够降

低生物运动的能量消耗，同时，集群运动生物通过选

择合理的队形及位置使整体能耗最小。 这些研究为

实现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节能运动提供了启发及

基础。
１．２　 数值模拟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当
鱼以群体的方式游动时，它们会获得能量上的优势。
研究者们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解释了这种优势的

产生。
Ｖｅｒｍａ 等［１０］ 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证明了鱼群中

后方鱼会主动穿过前方鱼产生的涡心低压区，进而

提高它们的游动效率。 研究使用数值模拟和深度强

化学习算法相结合的方法证明了上述结论。 鱼群游

动产生的涡系如图 １ 所示。 该结果证实了鱼类可以

获取储存在流场中的能量，并支持了在流场涡中游

动具有能量优势的推测。

图 １　 数值模拟鱼群游动产生的涡系图［１０］

为研究鱼群的空间布局和集群运动能量消耗之

间的关系。 Ｃｈｅｎ 等［１１］使用数值仿真了鱼群中不同

距离成员之间的水动力相互作用。 仿真使用 ３ 个鱼

体进行，通过调节鱼体之间的横向和纵向距离来寻

求鱼群间的最佳空间布局。 图 ２ 为鱼群的空间排列

示意图，其中 Ｌ 代表鱼的长度，Ｄ 代表前鱼与后鱼之

间的横向距离，Ｓ 代表前鱼与后鱼之间的纵向距离。

图 ２　 鱼群排列示意图［１１］

研究表明，鱼群运动时，在身体波动周期的特定

时刻，２ 条鱼之间产生的低压区域能够被动地帮助

鱼头部转动和尾部跳动；目前鱼涡流的侧向力也有

利于鱼头的波动。
西北工业大学潘光等［１２］ 通过对蝠鲼的观测得

到：蝠鲼在运动过程中并不是始终进行主动拍动，而
是采用间歇式运动策略，即滑翔加主动推进策略，此
种策略可以大大降低能耗，提高效率。 为揭示蝠鲼

推进状态的游动机理，针对蝠鲼大变形时流场模拟

及水动力计算问题，该团队研究者［１３］ 在格子 Ｂｏｌｔｚ⁃
ｍａｎｎ 方法框架下，采用浸入边界法处理物理模型边

界，近场动力学法求解结构动力响应。 得到蝠鲼游

动的流场数值模拟如图 ３ 所示。 该研究不仅对蝠鲼

群游高效节能机理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对未来新

型航行器模型的研制、实验研究及编队航行群体智

能协调控制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图 ３　 蝠鲼流场涡系图［１３］

以上研究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讨论了生物运动

产生的流场结构，以具体的流场结构参数揭示了生

物集群运动的节能机理。 研究表明，以集群方式运

动的生物会主动穿越队形中前方个体产生的流场压

力最小区域，并给出了集群运动的空间布局和能量

消耗之间的关系。 这些研究为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

节能协同控制提供了可靠的设计参数。

·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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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水下流场信息感知技术研究现状

在生物集群运动过程中，个体的路径选择只能

依靠有限的周围流场信息获得［１４］。 因此，得到水下

仿生机器人周围流场分布特征，对水下仿生机器人

集群运动参数和路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学研究发现，鱼类利用分布在身体表面的

大量感受器进行环境检测。 这些感受器可以帮助鱼

类识别周围水压变化，从而帮助鱼类进行避障，捕食

和追踪等行为。
２．１　 人工侧线感知阵列研究现状

目前，基于仿生学理论，许多学者［１５］ 已进行了

人工侧线领域的研究。 Ｌｉｕ 等［１６］设计了一种微压力

传感器组成的人工侧线阵列。 研究通过对载体的流

体动力学模拟，得到了载体的压力分布云，并从压力

云图中找出载体的压力敏感位置（如压力最大值

点、压力最小值点和静压零点），从而找到布置传感

器的最佳位置。
在实际仿生器件中，还有一种基于塑性变形磁

性组装技术和微机电系统（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ＭＥＭＳ）制造技术制作的微型传感阵列［１７］，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ＭＥＭＳ 压力传感器示意图［１７］

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流场

特征存在差别，且不同水下仿生机器人的特定动作

可以产生特征流场。 因此，人工侧线系统有望通过

流场感知间接地实现水下仿生机器人之间的协同

交流。
２．２　 基于人工侧线的水下信息感知技术

在获取水下仿生机器人多源数据后，需对复杂

环境中的不同状态信息进行处理。 研究表明［１８］，鱼
可利用感知到的流场信息估算水的流速、方向，实现

不同游动状态下的顺流，从而降低能量消耗。 而人

工侧线系统能够将阵列传感信号转化为流场信息和

机器人的运动状态信息，实现机器人的顺流运动。
北京大学谢广明等［１９］ 设计了基于压力传感器

阵列原理的人工侧线系统（如图 ５ 所示），实现了机

器鱼不同运动状态信息（机器鱼游动速度、加速度、
相邻机器鱼前后距离、相对横向距离和相对角度

等）的获取。

图 ５　 人工侧线系统图［１９］

近年来也有学者通过分析人工侧线阵列信号与

流场力学模型的相关性以实现运动目标的识别和定

位。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 提出了一种利用分布式压力传感

器实现柔性机器鱼速度闭环控制的算法。 Ｆｒｅｅ
等［２１］基于建立的流场模型和人工侧线系统测量的

流场信息研究了柔性机器鱼的速度评估和位置

控制。
目前，水下流场信息感知主要通过人工侧线的

方式实现，借鉴了鱼类身体表面分布的感受器进行

环境感知的模式。 现有的人工侧线阵列主要由分布

在机器人身上的压力传感器组成，这种感知阵列只

适应于身体变形较小的刚性机器人，对于水下柔性

机器人，如仿蝠鲼机器人来说适应性较差。 基于此，
未来可研究适用于水下柔性机器人的新型人工侧线

传感阵列。

３　 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控制研究现状

集群行为是由个体间相对简单的局部自组织交

互产生的一种涌现现象。 集群中的个体通过对邻居

的距离、速度、方位、能耗等因素的综合评判，更新水

下仿生机器人集群信息交互规则，从而得到水下仿

生机器人集群控制方法。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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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水下仿生机器人单体运动控制方式

水下仿生机器人常用的运动控制方式主要有基

于模型的控制方法、正弦控制器方法和基于中枢模

式发生器（ＣＰＧ）的控制方法。 水下仿生机器人单

体运动控制方法综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水下仿生机器人单体运动控制综述

控制输入 控制方法

振荡器的幅值、频率 ＣＰＧ 控制［２２］

各振荡器单元的幅值、频率 ＣＰＧ 控制［２３］

各连接杆间的相对位置和角度 基于模型的控制［２４］

连接杆间的相对角度 正弦控制［２５］

基于模型的控制方法是建立在明确水下机器人

的运动学和动力学基础上的一种控制方法，该方法

可实现精准的运动控制。 然而，不同于空气中的机

器人，水下机器人工作环境复杂，干扰因素多，使得

其精准建模极其困难。 因此使用基于模型的控制方

法实现水下仿生机器人的运动控制鲁棒性不佳。
正弦控制器方法虽然是水下仿生机器人运动控

制方法中常用的一种控制方法，但当其控制参数

（如频率、振幅）发生突变时，易导致关节角产生不

连续的跳变，灵活性较差。 同时，正弦控制器方法较

难引入外部反馈信号，稳定性较差。
基于 ＣＰＧ 的控制方法是通过模仿生物节律运

动的控制机理。 ＣＰＧ 是一种神经网络，可以产生稳

定的周期信号，其周期信号的产生不依赖高级神经

中枢，也不依赖外部反馈信息，由其自身特性而决

定。 ＣＰＧ 控制方法能够实现水下仿生机器人各状

态间的平滑切换。
Ｉｊｓｐｅｅｒｔ 等［２２］成功将 ＣＰＧ 控制方法应用于仿蝾

螈两栖机器人。 Ｉｊｓｐｅｅｒｔ 改进后的相位振荡器模型

可以独立控制振幅和相位差，建立了 ＣＰＧ 网络模

型。 整个控制系统只有一个输入参数 ｄ，通过改变

参数 ｄ 的大小，调节机器人所表现出的速度、方向和

运动模式。
曹勇等［２３］利用 ＣＰＧ 振荡器实现了仿蝠鲼机器

人不同状态的运动控制，如图 ６ 所示。 根据蝠鲼生

物的观察分析，该水下仿蝠鲼机器人由对称胸鳍及

尾鳍构成。 实验证明了此 ＣＰＧ 控制方法可以实现

水下仿生机器人不同状态的运动控制，其各状态之

间可实现平滑切换。

图 ６　 仿蝠鲼机器人 ＣＰＧ 运动控制［２３］

３．２　 集群主要控制方式

１） 编队控制

目前，编队控制主要的研究方法有：领航者－跟
随者方法［２６］，Ｋｕｍａｒ 等［２７］ 首次提出该方法，利用反

馈线性化的方法设计了编队控制律，并证明了其稳

定性；基于行为的方法［２８］，该方法是指通过设计许

多基本行为驱使多机器人系统形成编队的同时运动

到期望的位置，且运动过程中可以避障；虚拟结构

法［２９］，其基本思路为：将多机器人系统的编队看作

虚拟的刚性结构，每个机器人可看成是刚性结构上

相对位置固定的一点。 此外，人工势场法、图论法等

方法也多用于集群编队控制。
Ｊｉａ 等［３０］结合一致性算法和势函数，提出了一

种领导者－跟随者结构的集群编队算法，用于机器

鱼系统执行群体任务，并通过实验证明了算法有效

性。 多水下仿生机器人编队控制方法综述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多水下仿生机器人编队控制方法综述

控制输入 控制方法

规划的路径参数及状态误差
基于李雅普诺夫的

反馈线性化［２６］

相邻机器人之间的相对位置信息 基于行为的方法［２８］

机器人之间的相对位置 虚拟结构法［２９］

期望位置及速度 一致性及势函数结合［３０］

与跟随者间的相对位置及参考轨迹 虚拟领导－跟随法［３１］

２） 避障控制

生物集群在空间上一分为多的行为可实现对障

碍物 ／危险的有效规避。 刘明雍等［３２］ 提出了一种

·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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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平均化”的个体速度协同机制，利用信息熵定义

了一种融合邻居速度、距离、数量及自身感知半径的

综合性评价指标，实现了外部刺激作用下群集的自

组织分群运动。
Ｊｉａ 等［３５］提出了一种基于势函数和行为规则的

控制算法。 在控制律设计时，将目标视为吸引物体，
障碍物视为排斥物体，在障碍物环境的安全区、避障

区和危险区分别设计控制律。 最终通过数值仿真表

明 ３ 个水下机器人能够在短时间内自主避开障碍

物，并随编队在安全区域运动。
多水下仿生机器人避障控制方法综述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多水下仿生机器人避障控制方法综述

控制输入 控制方法

与邻居、障碍物等间的状态信息

（被称为信息耦合度）
自组织分群方法［３３］

与障碍物间的距离 仿生神经网络模型［３４］

与障碍物间的距离 势函数和行为规则［３５］

位置信息 基于零空间行为［３６］

３．３　 基于节能机理的控制方式

能量有效利用一直是水下机器人研究的重点内

容。 通过对生物集群运动的节能机理研究可知，在
空气或者水流环境中运动的生物群体会利用运动产

生的流场降低自身的前进阻力。 近年来，有学者也

在相关领域做了研究［３７⁃３８］。
北京大学谢明团队致力于研究鱼群在运动时如

何利用有益的水动力相互作用。 文献［３８］以仿生

机器鱼为实验平台，通过直接测量集群运动的功耗，
得出了节省能量的行为准则。 该研究提供了一种简

单、稳健的控制策略，可作为一个设计原则，提高鱼

状水下机器人的集体游泳效率。
付等［３９］通过实验建立了机器鱼在流场环境下

不同游动姿态与能量消耗之间的对应关系。 该研究

利用强化学习算法对流场中鱼体能量消耗最小的游

动姿态进行优化，实现了集群运动能量的节省。
基于节能机理的水下仿生机器人控制综述如表

４ 所示。
现有典型的集群模型都有了较成熟的发展，这

些模型都能使集群中的个体出现一致运动，具有典

型的集群运动特征。 同时，集群编队控制方面的理

论研究也已有较成熟的发展。 这些研究都能够为制

定集群节能控制策略提供参考。 然而，在现有研究

及理论基础上，如何设计结合流场特征、水下仿生机

器人间状态等参数的控制方法，是未来实现水下仿

生机器人集群节能控制需要解决的问题。
表 ４　 基于节能机理的水下仿生机器人控制综述

控制输入 控制方法

两航行器间的距离 多岛遗传算法［３７］

能量消耗值及游动姿态 强化学习［３９］

相邻机器鱼随距离线性变化的

尾拍相位差
强化学习算法［３８］

水下机器人间的位置误差 自适应滑模控制［４０］

４　 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节能研究面临
的挑战及发展趋势

本文对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节能关键技术（生
物集群运动的节能机理、水下流场信息感知技术、水
下集群控制）进行了综述。 由于水下环境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在考虑水动力对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

运动有益作用方面的研究较少。 因此，水下仿生机

器人集群节能关键技术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１） 获取水下仿生机器人运动时流场分布特征。

研究表明，鱼群游动时，鱼尾摆动所诱导的涡系会相

互干扰，从而改变流场结构。 要明确流场结构的变

化规律，首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呈

现出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运动过程中的流场结构

变化。
目前有关水下流场数值模拟多集中于刚性的数

值模拟研究，对柔性集群运动的流场数值模拟研究

较少。 未来研究可提出水下柔性机器人运动时的流

场数值模拟方法，以揭示各运动参数（振幅、频率、
波数等）对个体水动力特性的影响；进而提出柔性

集群在不同编队运行时的流场数值模拟方法；分析

柔性集群运动时周围流场中涡系的空间和时间演化

与后方个体表面压力分布、与周围个体的实时相对

位姿的相互影响规律；从游动阻力、航行距离等方面

综合分析集群运动节能效率，从而获得最优的编队

队形及相应的间距和运动姿态等参数。
２） 建立流场信息与水下仿生机器人运动状态

之间的关系。 现有对水下流场信息的感知技术主要

有人工侧线系统。 然而，由于水下仿生机器人个体

·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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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小、机动灵活等特点，一般用于水下航行器的传

感模块都无法用于水下仿生机器人。 因此，设计适

用于水下仿生机器人的人工侧线感知系统是开展后

续工作的基础也是所面临的挑战；其次，获取水下多

源环境数据后，如何在复杂环境中开展多模信息感

知，揭示水下仿生机器人运动过程中的流场方位、表
面压强、运动参数之间的耦合关系是流场信息感知

技术的另一大挑战。
目前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算法已经开始应用于

水下复杂信息的处理。 未来研究可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对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运动过程中的航向姿态、
水中流场涡系和压力分布进行机器学习以获取流场

分布；利用卷积神经网络解决水下多模态信息感知

与认知所面临的复杂流场、环境观测信息与集群位

姿之间强耦合的非线性约束问题。
３） 设计基于节能机理的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

控制策略。 目前，典型的集群模型有 Ｃｏｕｚｉｎ 模型、
Ｖｉｃｓｅｋ 模型等。 这些模型都能使集群中的个体出现

一致运动，具有典型的集群运动特征。 同时，集群编

队控制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已有较成熟的发展。 这些

研究都能够为制定集群节能控制策略提供参考。 然

而，如何在现有研究及理论基础上，设计结合流场特

征、水下机器人间状态等参数的控制方法，是实现水

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节能控制的重要挑战。
目前基于网络拓扑结构的机器人集群控制技术

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多集中于陆地或空中

的机器人集群编队控制。 亟需开展水下机器人集群

节能控制技术研究。 未来发展可结合水下流场特

征、机器人间的状态信息等参数，分析水下仿生机器

人集群协同的信息传播机制，建立新的集群节能模

型和集群节能控制策略，最终实现水下仿生机器人

集群节能控制。

５　 结　 论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节能关

键技术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分析了水下仿生机器人

集群节能关键技术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未来发

展趋势。 水下仿生机器人集群节能关键技术研究为

其实现工程应用奠定了基础，且此基础研究涉及学

科范围较广、创新性较强，这些关键技术若能突破，
将促进我国水下仿生机器人领域进入更前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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