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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规划多数在平面中模拟威胁，难以真实表达威胁对无人机的影响范围，为了提高无人机飞行中的安全性

和稳定性，在航迹规划中尽量规避周围环境的威胁，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空间综合威胁体的航迹规划方法，在目标

区域内建立空间综合威胁体模型并进行分析及计算，最后进行航迹规划． 空间综合威胁体的限制可有效减少待扩

展节点的数量，提高航迹规划计算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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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无人机的航迹规划是指在人工不干预或少干

预下，系统根据飞机性能、环境影响要素等约束条

件下自动计算无人机最优飞行航迹，保证无人机

安全、高效的完成任务［1］． 航迹的有效规划不但增

加了无人机完成飞行任务的概率，也可以控制飞

行成本并降低机体损耗，在防空技术日益先进的

现代战争中，航迹规划作为提高无人机执行任务

中存活率并实施合理打击的有效手段，受到各国

广泛关注． 传统的航迹规划在整个三维空间中寻

找飞行路线，难以保障无人机飞行中的安全性，并

且待扩展节点过多，影响规划效率． 现有的无人机

航迹规划由于涉及的约束多样化，所以合适的数

学构造模型研究是算法研究的关键，也是实际航

迹规划的核心技术． 目前为止，只有美国完成了海

陆空的协同航迹任务规划系统，而我国在这方面

的技术仍然处于研究初期． 近些年来主要的航迹

规划 算 法 包 括 A * 算 法 ( 稀 疏 A * 算 法 ) ［2］、
Voronoi 图法［3］、遗传算法［4］等，Voronoi 图法将所

有威胁作为点，适合二维航迹处理，遗传算法对整

个空间探索能力不足，容易过早收敛得到局部极值，

综合考虑本文采用稀疏 A* 算法生成三维航迹．

常规航迹规划中经常使用平面模型模拟环境中

的威胁因素，不能完全满足三维空间中的约束，导致

得到的航迹在空间中有一定偏差，本文依据不同的

威胁因素建立三维威胁模型，使航迹能满足威胁因

素在三维空间中对无人机的约束． 本文中依据地形

等要素建立三维威胁模型，进行插值和重采样处理

后得到空间综合威胁体实现单元体的统一，再使用

Marching Cubes 算法以一定的安全阈值为界计算可

飞行区域，最后选择稀疏 A* 算法进行航迹规划．

1 空间综合威胁体建模

环境威胁是航迹规划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航迹规划中对威胁因素的规避选择不但可以确保无

人机的安全，而且可以减少计算节点，节省处理时

间． 环境威胁因素有很多种，包括地形威胁、火力威

胁、探测威胁和禁飞区威胁等等，空间综合威胁体是

基于以上威胁因素分别建立各自的威胁模型并根据

威胁等级融合后得到，是生成可飞行区域的基础．
1. 1 威胁等级

假设 雷达、导弹、高炮等静态威胁，均以球形空

间来描述，根据威胁类型不同，各种威胁可以按照威

胁等级进行量化统一． 当某个位置受到多个威胁影

响时，该点的威胁度为各种威胁的威胁度之和，威胁

度大于或等于 1 时，该点不可穿越．
对于地形威胁等非攻击性的固定威胁，可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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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最高等级的不可穿越威胁，按照对无人机威胁

程度的差异，将威胁划分为 5 个等级［5］，每个威胁

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威胁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威胁等级与威胁度

威胁类型 威胁等级 威胁度

小口径高炮群 1 0. 04
大口径高炮群 2 0. 09

便携式防空导弹群 3 0. 16
地空导弹群、探测威胁 4 0. 25

不可穿越威胁 5 1. 00

1. 2 威胁分类

1) 探测威胁模型

探测设备对无人机的威胁并不是直接的，本身

没有攻击能力，因为探测威胁源于探测设备的锁定

跟踪和周围防控武器的配合，被探测到也就意味着

无人机处于一定的危险之中． 包括三种状态:

①短时间内遭到探测，但是距离和时间都不满

足被防控武器击落的危险．
②较长时间内被探测后并被锁定，虽然处于防

空武器的射程范围之外，但是航线被探测追踪，此时

的威胁是后继性累加的，同时也具有前瞻性的特点．
③无人机必须突防，突防的原则是 100% 规避

地形威胁，同时尽量避免火力威胁及探测威胁，此时

威胁度较低的区域成为相对安全区．
2) 火力威胁模型

火力威胁要素作为无人机重要威胁之一，其威

胁度相对较大，火力威胁要素与火力中心区的位置、
火力范围和周边地形有着密切的联系，火力威胁要

素的建模和探测威胁要素类似，但是，与探测威胁模

型不同，武器威胁要素必须精确定位，否则边缘的离

散数据值( 或奇异值) 平滑插值后可能导致预测失

准，从而潜在的加大无人机的实际威胁．
3) 地形威胁模型

DEM 影像数据是航迹规划算法所需要的基础

数据，根据规划区域内的 DEM 以及威胁源信息就能

计算出每个单元的威胁估计值． 同样，路径规划需要

获知飞行轨迹的起始单元和目标单元坐标，然后根

据飞行 轨 迹 的 起 止 点 坐 标 选 择 处 理 合 适 大 小 的

DEM 影像．
除上述威胁之外，环境威胁因素还包括禁飞区

威胁、大气威胁等，由于其威胁范围不固定以及威胁

程度区别较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建模．
1. 3 空间综合威胁体及可飞行区域

各个威胁体建模完成后，对规划区域栅格化为

图 1 航迹生成流程

连续相邻的体元素单元，体元素由 8 个顶点构成，位

于威胁模型内的顶点，其顶点值为威胁体的威胁度，

位于威胁模型外的顶点，其顶点值为零，当顶点位于

多个威胁模型内时，该点的顶点值为威胁度的叠加．
空间综合威胁体是由所有威胁度不为 0 的顶点构成

的空间，以一定的威胁度为安全阈值，所有威胁度小

于该阈值的点构成的空间为可飞行区域．
在确定了无人机飞行的安全阈值后，使用三维

等值面生成的经典算法 Marching Cubes［6］计算航

迹可飞行区域． 威胁体中的一个体元素可以用图 2
表示． 逐个处理威胁体中的每一个体元素，将顶点威

胁度同安全阈值进行匹配，如阈值大小为相邻两点

威胁度之间，采用插值计算出匹配点的位置． 算法的

基本假设是当体元素较小时，威胁度沿着体元素边

呈局部连续线性变化，可以用一系列的三角形表示

体元素中的安全阈值面． 将体元素的 8 个顶点的威

胁值与安全阈值进行比较，判断各个顶点位于安全

阈值面的外侧或是内侧，根据 8 个顶点的状态，确定

剖分方式． 顶点分类规则为: 1 ) 当体元素顶点值大

于或等于安全阈值，则定义该顶点位于安全阈值面

之外，记为正点( “1”) ; 2) 当体元素顶点值小于安全

阈值，则定义该顶点位于安全阈值面之内，记为负点

( “0”) ． 如果考虑互补对称性，可将 256 种情况简化

成 128 种，再利用旋转对称性，可进一步简化成 15
种． 基于上面的分析，计算安全阈值面后就可以得到

体元素的状态表，根据体元素顶点的标记就可以确

定剖分方式． 算法需要遍历所有立方体单元来生成

等值面，为了减少访问与等值面不相交的单元，选用

八叉树为结构来组织所有单元，当节点与等值面相

交时，该节点分为八叉树，不相交则跳过，重复该过

程直到节点为最小单元．
在确定体元素内三角剖分模式后，就要计算三

角片顶点的位置． 对于当前被处理体元素的某一条

边，如果其两顶点的标记值不同，那么安全阈值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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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单一威胁体元素

定与此边相交，且仅有一个交点． 设交点信息为( p，

v，m，u) ，其中 p 代表交点坐标及法向量，v 代表两

个端点的坐标，m 代表两个端点的威胁度，u 代表安

全阈值． 求出安全阈值面与体元素的交点及法向量

以后，就可以将这些交点连接成三角形，作为安全阈

值面的一部分．
可飞行区域计算流程:

1) 读入规划范围内的三维规则威胁模型，逐个

构造威胁体元素，得到空间综合威胁体;

2) 将体元素每个顶点的威胁度与安全阈值做

比较，构造体元素的状态表，得出将与可飞行区域有

交点的边界体元素;

3) 通过线性插值方法计算体元素边与可飞行

区域的交点及法向量;

4) 根据各三角面片上各顶点的坐标及法向量

计算可飞行区域．

2 最优航迹自动生成

稀疏 A* 算法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经典启发式搜

索算法，算法的基本思路是利用启发信息和约束条

件找到以最小代价通向目标点的最优路径． 决定航

迹规划算法在航迹规划中应用性能的因素除了搜索

策略外，还有航迹代价的描述和启发函数的选取． 基

于上述思路，将无人机的机动性能等约束条件与规

划空间的划分结合起来，然后再利用航迹规划算法

得到满足要求的可行航迹，不但使生成的航迹可以

满足某些航迹约束，同时加速了航迹搜索过程．
2. 1 约束条件

自身约束条件包括: ①距离约束，限制了航迹的

长度必须小于或等于一个预先设置的最大距离，相

应于有限的燃料供应或在某一固定时间内必须达到

目标; ②最大转弯角，限制了生成的航迹线的拐角只

能在小于或等于自身最大拐弯角．③最小步长，限制

无人机在开始改变飞行姿态前必须直飞的最短距

离; ④最大俯冲角 /爬升角，限制了无人机在垂直平

面内上升和下降的最大角度．
利用上述约束条件划分规划区域，从当前位置

出发满足自身约束条件并位于可飞行区域内的只有

有限个体元素单元，如图 3 所示，避免了遍历该区域

的每一个单元．

图 3 可行搜索空间( 考虑步长和俯仰角)

2. 2 射线求交法

选择出符合约束条件的节点后，需判断节点是

否位于可飞行区域内部，在此，选择射线求交法进行

判断．
1) 由当前点任意引出两条位于同一直线并且

方向相反的射线，如果两条射线与可飞行区域的交

点个数都为偶数，则当前点位于可飞行区域外部．
2) 由当前点任意引出两条位于同一直线并且

方向相反的射线，如果两条射线与可飞行区域的交

点个数都为奇数，则当前点位于可飞行区域内部．

图 4 射线求交法

2. 3 航迹自动规划

航迹规划搜索算法是通过设计合适的启发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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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全面评估各扩展单元的代价值，通过比较各扩展

单元代价值的大小，选择最有希望的单元加以扩展，

直到找到目标单元为止．
g( m) = λp( m) + ρD( m) ( 1)

P( m) 表示规划路径上的所有威胁的累积，而 D
( m) 代表规划路径长度; 其中的 λ 和 ρ 是各项的加

权系数． 代价函数就是规划路径上的所有威胁进行

量化，对可能经过的各单元进行评估．
节点扩展的过程中，首先通过约束条件除去一

部分无法到达的节点，然后依次判断节点是否位于

可飞行区域的包围盒内部，如果不在则舍弃，如果在

包围盒内部，继续判断节点是否位于可飞行区域的

内部，如果不在则舍弃，如果在区域内部，进行代价

函数的计算． 代价函数的选取是 A* 算法中的关键，

实际中可能会出现多个代价之间互相耦合，无法通

过确切的数学表达式加以描述． 代价函数应遵循以

下原则: ①函数直观，意义明确; ②代价函数中的参

数量化统一; ③代价值计算尽量简单，节省时间，保

证效率． 本文使用代价函数如下:

J = ∑ ( W1* Li + W2* Hi + W3* Pi) ( 2)

Li 为第 i 个体元素与起始体元素间的欧式距

离; Hi为第 i 个单元的高度; Pi为第 i 个单元在规划

区域内的威胁值; W1、W2、W3 分别为距离代价、高

度、代价和威胁代价的权重系数，通过调整 W2 / W1

的大小可以在翻越山峰和绕过山峰之间进行权衡，

而凋整 W3 / W1 的大小可以选择是否穿越威胁区域

或是绕过威胁区域．

3 实验结果

试验数据加载地形威胁因素、探测威胁因素、火
力威胁因素等数据，根据威胁等级叠加后得到空间

综合威胁体，选择适合的安全阈值生成可飞行区域．
如图 5 所示，( a) 中安全阈值为 0. 8，航迹直接从威

胁之间穿过; ( b) 中安全阈值为 0. 5，航迹不能穿过

威胁较高的红色区域; ( c) 中安全阈值为 0. 2，航迹

需绕过所有威胁区域．

图 5 不同安全阈值得到的航迹

4 结 论

空间综合威胁体的建立、基于不同安全阈值的

可飞行区域生成与航迹规划，大大增强了无人机的

适用性、经济性和安全性，修改与之相适应的规划算

法，增强了飞行中段的航迹再计算能力，极大增强了

实时性． 由于航迹规划约束较多，数学模型建立复

杂，需视具体情况增加约束条件和提高建模精度． 本

文通过对空间综合威胁体的建模和以可飞行区域为

基础进行的航迹规划，实现了离线规划与实时规划

的结合，实验仿真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较

好的规划无人机的航迹，并且据此得到的航迹线在

实际中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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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planning mostly simulates threats in the plane，it couldn't truly show the influencing scope of

threats，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UAV during the flight and avoid the threats in the
surroundings as far as possible，a trajectory planning method based on spatial merged threat is proposed，building a
spatial merged threat model in the target zone，then analyzing and calculating，planning trajectory at last． The
restrict of the spatial merged threat can lessen the number of nodes to extend effectively and rai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ajectory calcu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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