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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雷达资源调度的有效性，提出了柯西变异的模拟退火鲸鱼雷达资源调度算法。 该算

法综合雷达的时间资源、计算资源以及任务完成数量，从相控阵雷达数据通道与任务间的属性匹配程

度出发，建立对多目标的相控阵雷达任务分配模型；将柯西变异和模拟退火思想融入到鲸鱼优化算法

中，提高了算法的寻优效果。 与比较流行的骆驼优化算法和平衡优化算法相比，所提算法在跟踪任务

调度率、平均时间偏移率和调度价值等方面都有较好的表现，显示了该算法在解决雷达任务调度问题

上的卓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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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达资源调度问题是指在雷达实际应用中，对
雷达资源高效配置，其本质上是 ＮＰ⁃ｈａｒｄ 问题。 在

雷达实际的应用环境中，根据雷达数据通道剩余的

雷达资源与任务某些属性的匹配程度把任务分配给

最佳通道，不但能提升所获得感知数据的质量，还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任务分配的效率。 因此，李卓

等［１］在满足数据需要时，提出一种与位置相关的多

任务分配算法。 蒋伟进等［２］ 将任务所覆盖区域划

分成若干个互不冲突的子区间，并求取各个子区间

上基于地理位置的最佳用户，最后把这些最佳用户

的并集作为最终的任务分配结果；王鑫等［３］ 提出基

于位置的任务分配服务计算框架，最大程度地提高

信息质量、减少执行任务的预算和响应时间；仲崇权

等［４］结合了生物启发式搜索功能，提升了任务分配

的性能；王从文等［５］采用工人信誉度和距离对任务

进行分配；熊远武等［６］ 将改进差分进化算法应用到

多智能系统任务分配问题中；王卓昊等［７］ 提出根据

不同任务的特点，将其分别分配给具备特定技能的

用户，降低任务分配的成本；孟迪等［８］ 采用压缩感

知方法对雷达任务进行调度。 Ｋｏｍｏｒｎｉｃｚａｋ 等［９］ 将

任务优先设定工作交给神经网络来完成，大幅减少

了主观经验在任务优先级分配问题上的影响，具有

一定的先进性；Ｖｉｎｅ［１０］利用模糊逻辑来解决自适应

任务调度器的冲突问题，通过比较任务的相对优先

级实现任务的自适应调度。
以上任务分配问题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质量和成

本两方面。 在实际应用中，相控雷达阵任务通道的

时间是固定的。 因此，在确保不丢失重要任务的前

提下，如何将任务合理地分配给雷达，是资源调度系

统需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综合考虑雷达时间

资源、计算资源以及任务完成数量，从相控阵雷达数

据通道与任务间的属性匹配程度出发，对多目标的

任务分配问题进行了完整建模。 鲸鱼优化算法是一

种群智能优化算法，其主要特点是参数少、收敛快、
易理解［１１］。 但该算法在全局寻优和收敛精度方面

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提出了柯西变异的模拟退

火鲸鱼优化算法，并将该方法应用到雷达资源调度

模型中，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在跟踪任务调度率、平
均时间偏移率和调度价值等方面都有较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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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相关理论

１．１　 多目标的相控阵雷达任务分配模型

假设 Ｕ ＝ ｛ｕ１，ｕ２，…，ｕｍ｝ 与 Ｓ ＝ ｛ ｓ１，ｓ２，…，ｓｎ｝
分别代表雷达跟踪通道集与任务集。 其中，雷达通

道 ｕｉ ＝ 〈Ｐ ｉ，Ｌｉ，Ｔｉ〉，ｉ ＝ １，…，ｍ，Ｐ ｉ 为雷达跟踪通道

号，Ｌｉ 为雷达通道 ｉ可分配的时间长度，Ｔｉ ＝ 〈Ｋｉ，Ｚ ｉ〉
为雷达通道 ｉ 所具备的资源信息，Ｋｉ 为雷达任务种

类集，Ｚ ｉ ∈ （０，１） 为任务匹配程度集合；任务 ｓｉ ＝
｛ｐｉ，ｄｉ，ｔｉ，ｗ ｉ，ｒｉ，ｑｉ，ｆｉ，ｕｉ，Ｅ ｉ，ｋｉ｝，ｐｉ 为任务的优先级，
ｄｉ 为波束的期望发射时间，ｔｉ 为波束的发射持续时

间，ｗ ｉ 为波束在环境中的传播时间，ｒｉ 为波束的接收

期持续时间，ｑｉ 为任务的总驻留时间，ｆｉ 为任务的执

行时间窗，ｕｉ 为任务的执行截止期，Ｅ ｉ 为执行该任务

消耗的能量，ｋｉ 为该任务对应的目标识别码。
１．２　 鲸鱼优化算法

设鲸鱼种群中一共有 Ｎ 个体，第 ｉ 只鲸鱼在第 ｔ
次迭代更新的位置表示为 Ｘｔ

ｉ ＝ （ｘｔ
ｉ１，ｘｔ

ｉ２，…，ｘｔ
ｉＤ）。 鲸

鱼优化算法包括如下步骤［１２］：
１） 包围猎物

当座头鲸确定最佳位置 Ｘ∗（ ｊ） 后，鲸鱼种群向

最佳位置靠近，迭代过程如下所示

Ｘ（ ｊ ＋ １） ＝ Ｘ∗（ ｊ） － ＡＤ （１）
Ｄ ＝｜ Ｃ·Ｘ∗（ ｊ） － Ｘ（ ｊ） ｜ （２）

式中： Ｘ（ ｊ ＋ １） 为第 ｊ ＋ １次迭代后鲸鱼种群的位置；
Ａ 和 Ｃ 为系数，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Ａ ＝ ２ａ × ｒ － ａ， Ｃ ＝ ２ｒ （３）

式中， ａ作为一个变量，以 ａ ＝ ２ － ２ｊ
Ｍ

更新，其中Ｍ为

最大迭代次数；ｒ 为［０，１］ 上的随机数。
２） 发泡网攻击

发泡网攻击是鲸鱼攻击鱼群的主要方式。 其数

学模型包括：①鲸鱼缩小包围圈，即减小（３）式中的

ａ 值，达到收缩包围效果；② 鲸鱼螺旋变换位置，即

Ｘ（ ｊ ＋ １） ＝
Ｘ∗（ ｊ） － Ａ·Ｄ ｐ ＜ ０．５

Ｄ′ｅｂｌｃｏｓ（２πｌ） ＋ Ｘ∗（ ｊ） ｐ ≥ ０．５{
（４）

式中： ｌ∈［ － １，１］，ｐ∈［０，１］ 均为随机数；Ｄ′是头

鲸与当前最优个体间的距离；ｂ 为常数。
３） 搜索捕食

鲸鱼的搜索捕食过程建模如（５） ～ （６）式所示

Ｄ ＝｜ ＣＸｒａｎｄ － Ｘ（ ｊ） ｜ （５）
Ｘ（ ｊ ＋ １） ＝ Ｘｒａｎｄ － ＡＤ （６）

式中， Ｘｒａｎｄ 是一个随机鲸鱼的位置。

２　 柯西变异的模拟退火鲸鱼优化算法

褚鼎立等［１３］ 在鲸鱼算法中引入自适应权重和

模拟退火算法，提高了算法寻优能力，但仍无法解决

算法易陷入局部最优问题。 在文献［１４］的基础上，
本文引入柯西分布函数以提高算法局部寻优能力，
提出了柯西变异的模拟退火鲸鱼优化算法。 图 １ 给

出了算法的流程图。

图 １　 柯西变异的模拟退火鲸鱼优化算法流程图

１） 引入非线性收敛因子

在传统鲸鱼算法中，公式（３）中的收敛因子 ａ
呈线性变化，导致整个算法收敛过慢。 采用一种非

线性收敛因子 ａ（ ｔ），定义如（７） 式所示

ａ（ ｔ） ＝

２ － ｔ
ｔｍ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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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ｔｍａｘ 为最大迭代次数。
自适应权重 ω（ ｔ） 随迭代次数动态变化如下所

示

ω（ ｔ） ＝ ｃｏｓ ２
π
· １ － ｔ

ｔｍ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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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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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û
úú （８）

　 　 算法更新数学模型为

Ｘ（ ｔ ＋ １） ＝
ω（ ｔ）Ｘ∗（ ｔ） － Ａ·Ｄ ｐｒ ＜ ０．５

Ｄ′ｅｂｌ·ｃｏｓ（２πｌ） ＋ ω（ ｔ）Ｘ∗（ ｔ） ｐｒ ≥ ０．５{ （９）

　 　 ２） 加入柯西变异局部抖动

柯西概率密度函数与正态分布函数都可以作为

扰动函数，其中柯西概率密度函数具有较宽的分布

范围。 故本文将柯西概率密度函数引入到鲸鱼算法

中，见公式（１０）。
　 Ｘ∗′（ ｔ） ＝ Ｘ∗（ ｔ） ＋ Ｘ∗（ ｔ） × Ｃａｕｃｈｙ（１，０） （１０）
　 　 ３） 模拟退火混合更新策略的鲸鱼优化算法

根据雷达的任务参数模型，将任务优先级、任务

期望发射时间、任务截止时间、任务执行窗口、任务

所在调度间隔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以及任务的能

量消耗这 ７ 个因素列为适应度函数的参数。 经过多

次试验，最终确定评价个体的适应度函数为

ｆ ＝ ∑
Ｍ

ｉ ＝ １
ｐｉ ＋ ｅｘｐ －

ｄｉ ＋ ｆｉ － Ｂ
１０（Ｄ －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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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式中： ｐｉ 为任务的优先级；ｄｉ 为波束的期望发射时

间；ｆｉ 为任务的执行时间窗；Ｅ ｉ 为执行该任务消耗的

能量；Ｂ 为任务的期望发射时间；Ｄ 为任务的期望截

至时间。

３　 算法设计与仿真实验分析

３．１　 算法设计

针对相控阵雷达的任务调度，应用柯西变异的

模拟退火鲸鱼优化算法进行相控阵雷达资源调度的

设计，流程如图 ２ 所示。
　 　 在算法的追踪模式中，个体将进行速度和位置

的更新，更新公式为

ｖ（ ｔ ＋ １） ＝ ωｖ（ ｔ） ＋ ｃ１ｒ１（Ｌ － ｘ（ ｔ）） ＋
　 　 ｃ２ｒ２（Ｇ － ｘ（ ｔ））
ｘ（ ｔ ＋ １） ＝ ｘ（ ｔ） ＋ ｖ（ ｔ） （１２）

式中： Ｌ 表示局部最优值；Ｇ 表示全局最优值。
对于中近程警戒类雷达，其调度周期一般设定

图 ２　 相控阵雷达资源调度流程图

为 １２０ ｍｓ，参数 Ｓ＝ １２０ ｍｓ。 同时考虑到在空域中进

行搜索需要覆盖一片空域，需要花费较多的搜索时

间，设定系统仿真的时间 Ｔ＝ ６０ ｓ。 对于地面防空雷

达来说，雷达的辐射能量一般能够满足能量需求，设
置其最大功率 Ｅｒｍａｘ ＝ １２０ ｋＷ。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

效性，在单载频脉冲的环境下进行验证。 根据相控

阵雷达的任务不同，其设置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防空雷达任务参数设定表

任务

类型
ｐｉｗｍ ｔ ｗ ｒ ／ μｓ ｆ ／ ｍｓ Δｔ ／ μｓ

确认 １ １ 待计算 ２ ２．３
精跟 ２ ０．３ 待计算 ０．５ ２．２ １００～２００
失跟 ６ １ 待计算 ２ ２．２ １５０
普跟 ３ ０．４ 待计算 ０．５ ３．２ ２００～３００
监视 ５ ０．５ 待计算 ０．５ ５．４ ３００～４００
搜索 ４ ０．４ ２ ２ ４．８

针对基于柯西变异的模拟退火鲸鱼优化算法，
此处设置自适应分组率。 分组率的计算公式为

Ｍ ＝ Ｍｍａｘ －
ｔｃ（Ｍｍａｘ － Ｍｍｉｎ）

Ｉ
式中， Ｍｍａｘ，Ｍｍｉｎ 分别为分组率 Ｍ 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Ｉ 和 ｔｃ 分别表示最大和当前迭代次数。
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 以跟踪任务调度率

（ＴＳＲ） ［１４］、平均时间偏移率（ＡＴＯＲ） ［１５］、调度价值

（ＲＶ） ［１６］为评估指标。 ＴＳＲ 为调度成功的跟踪任务

数量与请求的跟踪任务数量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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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ＴＳ ＝
Ｎｔｒａｃｋ，ｅｘｅ

Ｎｔｒａｃｋ，ａｌｌ

式中， Ｎｔｒａｃｋ，ｅｘｅ 为调度成功的跟踪任务数量，Ｎｔｒａｃｋ，ａｌｌ

为系统产生的跟踪任务数量。
ＡＴＯＲ 为已调度任务的实际执行时间与请求执

行时间的偏移量与任务时间窗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ＲＡＴＯ ＝ １
Ｎｅｘｅ

∑
Ｎｅｘｅ

ｉ ＝ １

｜ ａｉ － ｄｉ ｜
ｆｉ

式中： Ｎｅｘｅ 为调度成功任务的数量；ａｉ 为任务的实际

执行时间；ｄｉ 为任务的期望波束发射时间；ｆｉ 为任务

的执行时间窗。

ＲＶ 为已调度任务的综合优先级之和，公式为

Ｒ ＝ ∑
Ｎｅｘｅ

ｉ ＝ １
ｐｉ

式中： Ｎｅｘｅ 为调度成功任务的数量；ｐｉ 为任务的综合

优先级。
３．２　 仿真及结果分析

将骆驼算法（ＭＣＡ） ［１７］、柯西变异的模拟退火

鲸鱼优化算法（Ｗ⁃ＳＡ⁃ＷＯＡ）和平衡优化（ＥＯ） ［１８］调

度算法在相同的调度环境下进行仿真。 任务相关参

数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雷达任务相关参数

任务类型 ｐｉｗｍ 脉冲个数 脉冲宽度 脉冲周期 时间窗

验证 １ ２９ １００ ２．３
精跟 ２ ２１ ８０ ２．２ １００～２００
失跟 ６ ２３ ９０ ２．２ １５０
普跟 ３ ２１ １１０ ３．２ ２００～３００
监视 ５ ２６ １１０ ５．４ ３００～４００
搜索 ４ ２８ １００ ４．８

　 　 图 ３ 为 ３ 种算法的雷达任务调度序列对比图。
图中展示了不同数量的任务的时间分布情况。 从图

中可以看出，ＥＯ 算法在雷达资源调度过程中全局

寻优能力较弱，导致任务在分配期间出现了有些任

务分配时间上的重合，由于雷达任务的不可分割性，
这些重合的任务就会导致任务调度失败，例如在图

３ａ）第 ９００～１ ０００ ｍｓ 之间有较多任务时间上重合。
其次，也会导致某些时间上出现空闲，造成资源的浪

费，例如在图 ３ａ）中第 ４００～５００ ｍｓ 之间出现了较多

的空闲时间。
同理，对比发现 ＭＣＡ 算法和 Ｗ⁃ＳＡ⁃ＷＯＡ 算法

都能够执行任务，但是 ＭＣＡ 任务调度的执行率不如

Ｗ⁃ＳＡ⁃ＷＯＡ 算法。 主要原因是 Ｗ⁃ＳＡ⁃ＷＯＡ 算法在

全局寻优能力上更胜一筹，使得整个任务调度过程

中，时间都可以被合理地利用。 而 ＭＡＣ 算法在雷达

任务调度过程中时间轴上明显有空闲的时间没有被

分配，例如图 ３ｃ）中的 １００，１５０，２５０，４００ ｍｓ 等时间

点上明显空闲。

·９９７·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４０ 卷

图 ３　 ３ 种算法的雷达任务调度序列对比图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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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展示了 ３ 种调度算法关于评价指标 ＴＳＲ、 ＡＴＯＲ、ＲＶ 的对比。

图 ４　 ３ 种算法的评价指标曲线对比图

　 　 由图 ４ａ） 可知，当目标数量增长至 ３０ 时，
Ｗ⁃ＳＡ⁃ＷＯＡ算法的 ＴＳＲ 接近 １００％，而 ＭＣＡ 算法和

ＥＯ 算法开始出现任务丢失；随着目标的增多，３ 种

算法都开始出现任务丢弃。 但在同一目标数量时，
本文调度算法始终保持着最高的 ＴＳＲ。 这表明 Ｗ⁃
ＳＡ⁃ＷＯＡ 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资源，在固定的

时间间隔内调度更多的任务。
由图 ４ｂ）可知，当目标数为 １３ 时，Ｗ⁃ＳＡ⁃ＷＯＡ

调度得到的 ＡＴＯＲ 为 １２．９４％，且随着目标数量增

加，始终保持最低的 ＡＴＯＲ。 当目标数量增加至 １２０
时，调度任务的 ＡＴＯＲ 为 ３２．０４％。 由图可知，相较

于另外 ２ 种算方法，Ｗ⁃ＳＡ⁃ＷＯＡ 算法在高效地调度

任务的同时，也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任务的执行时间

偏移量。
由图 ４ｃ）可知，当目标数量较少（１０ 个及以下）

时，３ 种调度算法的 ＲＶ 相差较小。 当目标数量增

加时，Ｗ⁃ＳＡ⁃ＷＯＡ 算法的调度价值增长得更快，表
明 Ｗ⁃ＳＡ⁃ＷＯＡ 算法在高任务负载情况下仍有最好

的任务调度能力。

综合分析可知，Ｗ⁃ＳＡ⁃ＷＯＡ 算法在跟踪任务调

度率、平均时间偏移率和调度价值方面都优于 ＭＣＡ
和 ＥＯ 调度算法。 事实上，仿真还记录了不同优先

级任务的详细执行率，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 总的

来说，与目前大多数基于 ＭＣＡ 和 ＥＯ 及其衍生的算

法相比，基于柯西变异的模拟退火鲸鱼雷达资源调

度算法在雷达任务调度问题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４　 结　 论

雷达系统的任务调度一直是雷达资源调度领域

的热点问题。 结合模拟退火算法对鲸鱼优化算法进

行改进，并分别对搜索模式和跟踪模式进行了优化，
最终形成了基于柯西变异的模拟退火鲸鱼雷达资源

调度的防空雷达任务调度算法。 与比较流行的骆驼

算法和平衡优化算法相比，所提算法在跟踪任务调

度率、平均时间偏移率和调度价值等方面都有较好

的表现，显示了本文算法在解决雷达任务调度问题

上的卓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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