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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

导航系统及方法，该系统具体包括仿鸽子地磁导

航定向模块、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

目标感知模块、仿鸽子地貌参考导航的自然场景

运动估计模块、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

快速导航模块；本发明的系统和方法，模拟鸽子

的归巢过程中涌现出的智能导航机制，可以实现

基于地磁场导航定向，尺度、旋转不变的目标识

别，基于自然场景的运动估计和基于特殊地标的

拼接地图快速导航。将所述方法集成为一个自主

导航系统，充分模拟了鸽子导航行为机制，并可

以实现无人机自主导航，具备不依赖卫星导航系

统、高性能、高自主、抗干扰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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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具体包括四个模块，分

别为：仿鸽子地磁导航定向模块、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目标感知模块、仿鸽子

地貌参考导航的自然场景运动估计模块、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快速导航模块；

所述的仿鸽子地磁导航定向模块，模拟鸽子的罗盘感知能力、环境梯度感知能力和“导

航地图”，利用环境场确定航向和方位，该模块包括地磁传感器、INS和地磁数据库；

所述的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目标感知模块，模拟鸽子的强视觉认辩能力

和强记忆能力，实现以图像块为匹配单元、对尺度和旋转不变的景象匹配，辅助无人机定

位；该模块主要由摄像机、地标图像数据库和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目标识别算法组成，

需要在飞行之前在地标图像数据库内保存地标的图像数据；

所述的仿鸽子地貌参考导航的自然场景运动估计模块，模拟鸽子依靠单目视觉，利用

地貌场景实现路径积分的能力，实现基于地面场景的无人机运动估计；该模块包括摄像机、

气压高度计和单目运动估计算法，其中向下的安装在无人机上的摄像机采集连续的地面场

景图像，作为输入给单目运动估计算法，通过解算连续图像帧间位姿，计算相对运动，气压

高度计获取无人机高度，用于计算相对尺度，实现无人机的绝对运动估计；

所述的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快速导航模块，模拟鸽子的强化学习视觉-行

为-抉择机制，实现基于特殊地标的拼接地图快速导航；该模块包括摄像机、拼接地图数据

集和仿鸽子视觉-行为-抉择机制的目标检测方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仿

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目标识别算法，是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利用向下安装的摄像机采集

的地面场景图像和地标图像数据库的图像作为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目标识别算法输

入，实现主动目标识别，辅助无人机定位，受鸽子视网膜中的光感受器单元及视神经细胞在

中心高度密集、而在周边随着离中心距离的增大而逐渐稀疏的变分辨率特性启发，利用对

数极坐标变换模拟该特性，对获取图像和目标区域图像分别做此变换，通过归一化互相关

匹配，实现目标识别。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拼接地图数据集需要预先采集目标点附近的地标图作为正样本，不包含地标的图像作为负

样本，构成数据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仿鸽子视觉-行为-抉择机制的目标检测方法，是基于深度学习框架，在传统的SSD模型基础

上，在模型训练和检测阶段后加入Label层，Label层返回得到地标与目标区域的方位关系，

实现拼接地图导航。

5.一种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一：初始化环境场，制作数据库

确定飞行环境场范围，在实际飞行环境对应的是建立无人机飞行区域内的地磁数据

库；采集飞行中特殊地标的图像，组成图像数据集；采集目标区域附近范围内的正负样本，

利用仿鸽子视觉-行为-抉择机制的目标检测方法进行训练，得到拼接地图模型；

步骤二：导航“地图”建模

导航“地图”模拟鸽子提供了理解梯度值的背景，它包括2个梯度的斜率和方向的估计，

由于鸽子个体的地图是通过观测带噪声的传感器的学习过程建立的，所以假设的梯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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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斜率均依赖于其感知的精度，且通常会有误差：带噪声的传感器造成的不准确的“地图”；

然而，当建立地图后，鸽子反复读数并取均值，所以该不准确的“地图”中的任何误差都被认

为小于单个罗盘或梯度读数的误差；导航“地图”即地磁场数据库，地磁场数据库本身存在

误差，利用式(1)～(4)模拟此误差，它在两个轴上方向误差εA，εB和梯度误差σA，σB分别表示

为：

εA＝0°+ρ1×COMPNOISE/4                     (1)

εB＝90°+ρ2×COMPNOISE/4                    (2)

σA＝1+ρ3×GRADNOISE/4                      (3)

σB＝1+ρ4×GRADNOISE/4                      (4)

其中，COMPNOISE为罗盘的感知精度，GRADNOISE为梯度感知精度，二者在步骤三给出，

ρ1,ρ2,ρ3,ρ4为正态分布均值0方差1的随机数；

步骤三：罗盘和感知建模

将罗盘的感知精度设为COMPNOISE，其计算方式为：

其中，为罗盘读数， 为真罗盘航向，ρi为均值0标准差1随机数；

将梯度感知精度用GRADNOISE表示，用下式计算：

α＝αtrue+ρi×GRADNOISE                   (6)

其中，α为梯度读数，αtrue为真值，ρi为均值0标准差1随机数；

步骤四：仿鸽子地貌参考导航的自然场景运动估计模块计算无人机运动

仿鸽子地貌参考导航的自然场景运动估计模块启动，摄像机采集连续图像，用单目相

机获取连续地面场景图像，然后对序列图像利用VO计算相对运动，VO运动估计原理表示为

下式：

xi+1＝Rxi+t＝Ti+1,ixi                  (7)

其中R表示旋转矩阵，t为平移向量，xi表示位姿节点即无人机在不同时刻的位姿；同时，

气压高度计读取当前高度，与起飞高度比较相对尺度，用于计算绝对运动，尺度计算公式

为：

其中fx  fy表示相机内参，d为气压高度，d0为起飞高度，sx  sy分别是x和y方向上的相对

尺度；

步骤五：无人机位置估计，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目标感知模块使能判断

通过步骤四计算无人机相对运动，通过坐标系转换转到惯性系，并结合初始位置估计

无人机的位置，判断是否进入特殊地标可视范围；若进入该特殊地标可视范围，则仿鸽子智

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目标感知模块使能，执行步骤七～八；

步骤六：判断是否达到LEG  LENGTH距离

利用步骤四计算无人机相对运动，若运动距离达到LEG  LENGTH，则返回步骤二，重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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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航向；否则，继续步骤四；

步骤七：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目标识别算法使能，图像对数极坐标变换

对摄像机采集的实时图像去噪处理，然后分别对实时图像和地标图像作对数极坐标变

换，得到变换后的图像；对数极坐标变换以图像中心为变换中心，由笛卡尔坐标系到对数极

坐标系的变换公式如下：

其中，式(9)(10)分别是幅值映射和角度映射，(x0,y0)为图像中心，r为图像上某点(x,

y)到图像中心的距离，ρ为幅值的对数，θ为映射角度；

对数极坐标变换将笛卡尔坐标系的尺度和角度变化转为对数极坐标系下的平移变化，

因此对于尺度和角度变化具有不变性；

步骤八：利用鸽群优化算法PIO优化的归一化互相关模板匹配识别目标

在步骤七的基础上，通过图像模板匹配识别表；鸽群优化算法PIO包括两个算子：地图

罗盘算子和地标算子，如下式所示：

其中，Xi(t)Vi(t)表示第i只鸽子在第t代的位置和速度，R表示地图罗盘算子，rand为随

机数，Xg表示当前的全局最佳位置；Np表示第t代鸽子数目，Xc(t)表示求所有鸽子的中心位

置，fitness表示匹配度；算法最大匹配度的点即目标位置；

步骤九：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导航

当无人机靠近目标时，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导航模块启动，利用仿鸽子视

觉-行为-抉择机制的目标检测方法训练好的深度学习模型检测图像中是否存在特殊地标；

若存在，则直接得到目标的方位，然后按照最优路径飞行；若未检测到，则继续步骤二～六；

步骤十：无人机成功到达目标点，并输出无人机飞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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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及方法，属于导航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信息时代的到来，导航技术在新型战场环境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在的

飞行器主要依靠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和惯性导航系统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INS)。面对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复杂飞行环境，卫星导航

系统容易受到恶意干扰和破坏，且在城市高楼、山底、峡谷间等情况下往往不可用，惯性导

航系统会随着时间不断累积误差。飞行器面临的威胁类型复杂多变，飞行环境将呈现多样

化，导航信号可能会被拒止、削弱，甚至被欺骗。现有的依赖卫星的导航技术将很难适应未

来智能化、高动态、强干扰、规模化等任务需求，无人机需要在导航系统面临远程、高风险环

境中作战。仿生导航具备不依赖卫星导航系统、高性能、高自主、抗干扰等优势，近年来成为

了自主导航领域的一个热点。

[0003] 鸽子在放飞之后成功安全归巢的能力在所有动物中名列前茅，鸽子同时存在基于

光受体和磁铁纳米颗粒的两种磁感知机制。鸽子视网膜上存在一种蓝光受体隐花色素可以

作为光依赖的磁感受器，用于获取磁场的方向信息，是鸽子的“磁罗盘”。鸽子鼻腔上喙的超

顺磁铁矿纳米颗粒能够感知磁场强度的变化，颗粒分布的区域是神经末梢密集区域，这些

神经与三叉神经相连为鸽子提供位置信息，是鸽子的“导航地图”的组成成分。其次，在鸽子

释放试验时通过记录鸽子的脑电波发现，鸽子对于身下几百米的特殊地标(海岸线、建筑物

等)，会出现脑电波激活响应。再次，鸽子远距离归巢行为借助了地貌景观的帮助，每隔一段

距离会校正航向，表明鸽子具有利用单目视觉基于地貌景观实现路径积分的能力。最后，鸽

子靠近鸽房区域时，鸽子将不再采用连续的罗盘和梯度导航，而依赖独立、熟悉的自然地

标，生物学家称这片区域为即时归巢区域。鸽子具有不亚于哺乳动物的行为抉择能力，能够

通过学习周围环境规则迅速适应环境，并且鸟类的行为抉择同样受到强化幅度、延时记忆

等因素的影响。鸽子通过视觉获取鸽房附近的特殊地标信息并反复强化训练，形成了即时

归巢区域。在即时归巢区域内，每个地标将具有直接到达鸽房方位信息以及相互之间的方

位信息，称之为“拼接地图”。上述研究表明，鸽子能够只依赖自然环境场(太阳、地磁场等)

地貌场景和特殊地标实现远距离归巢导航，其导航归巢机制与无人机自主导航的技术需求

十分吻合，特别是如果能够将鸽子导航归巢过程中涌现出的智能导航机制应用于无人机自

主导航，无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004] 本发明旨在提出一种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及实现方法，能够模拟鸽

子的智能导航行为，利用仿生导航技术实现无人机的自主导航，该系统对于今后研究无人

机自主导航问题有很好的拓展强度，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是一种仿鸽子智能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及方法，其目的提供一种实现仿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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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智能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本发明旨在模拟鸽子智能导航行为，建立鸽子智能导航行为

机制和无人机自主导航间映射关系，解决卫星导航拒止、复杂动态环境下无人机定位和导

航问题，设计并集成一种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提高无人机的自主能力水平。

[0006] 本发明针对卫星导航拒止、复杂动态环境下无人机定位和导航问题，开发了一种

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具体包括四个模块，分别为：仿鸽

子地磁导航定向模块、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目标感知模块、仿鸽子地貌参考导

航的自然场景运动估计模块、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快速导航模块。

[0007] (1)仿鸽子地磁导航定向模块

[0008] 所述的仿鸽子地磁导航定向模块，模拟鸽子的罗盘感知能力、环境梯度感知能力

和“导航地图”，利用环境场确定航向和方位。该模块包括地磁传感器、INS和地磁数据库。模

块组成如图2所示，需要在导航之前建立飞行区域的地磁场数据库。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

将INS定位的轨迹和地磁传感器实时测量得到的地磁数据以及地磁场数据库存储的地磁数

据作为输入，使用地磁匹配算法即可得到定位信息，地磁匹配方法采用了迭代最近等值点

(Iterative  Closest  Contour  Point，ICCP)算法，最终确定目标航向。

[0009] (2)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目标感知模块

[0010] 所述的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目标感知模块，模拟鸽子的强视觉认辩

能力和强记忆能力，实现以图像块为匹配单元、对尺度和旋转不变的景象匹配，辅助无人机

定位。该模块主要由摄像机、地标图像数据库和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目标识别算法组

成，需要在飞行之前在地标图像数据库内保存地标的图像数据。其中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

的目标识别算法流程如图3所示。无人机飞行过程中，利用向下安装的摄像机采集的地面场

景图像和地标图像数据库的图像作为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目标识别算法输入，实现主

动目标识别，辅助无人机定位，减少定位误差。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目标识别算法是本

发明创新点之一，受鸽子视网膜中的光感受器单元及视神经细胞在中心高度密集、而在周

边随着离中心距离的增大而逐渐稀疏的变分辨率特性启发，利用对数极坐标变换模拟该特

性，对获取图像和目标区域图像分别做此变换，通过归一化互相关匹配，可实现目标识别。

同时，采用鸽群优化算法(Pigeon-inspired  Optimization,PIO)减少计算量，提高匹配速

度。

[0011] (3)仿鸽子地貌参考导航的自然场景运动估计模块

[0012] 所述的仿鸽子地貌参考导航的自然场景运动估计模块，模拟鸽子依靠单目视觉，

利用地貌场景实现路径积分的能力，实现基于地面场景的无人机运动估计。该模块包括摄

像机、气压高度计和单目运动估计算法等，其中向下的安装在无人机上的摄像机采集连续

的地面场景图像，作为输入给单目运动估计算法，算法采用基于视觉里程计(Visual 

Odometry，VO)的方法，通过解算连续图像帧间位姿，计算相对运动。但此时估计相对运动缺

少尺度，因此需要气压高度计获取无人机高度，用于计算相对尺度，实现无人机的绝对运动

估计。

[0013] (4)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快速导航模块

[0014] 所述的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快速导航模块，模拟鸽子的强化学习视

觉-行为-抉择机制，实现基于特殊地标的拼接地图快速导航。鸽子在靠近鸽房附近区域时，

依赖独立、熟悉的自然地标进行导航，自然地标组成了“拼接地图”，鸽子能够记忆显著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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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鸽房以及相互之间的方向关系。该模块包括摄像机、拼接地图数据集和仿鸽子视觉-行

为-抉择机制的目标检测方法等。其中，拼接地图数据集需要预先采集目标点附近的地标图

作为正样本，不包含地标的图像作为负样本，构成数据集。仿鸽子视觉-行为-抉择机制的目

标识别方法，基于深度学习框架，在传统的SSD(Single  Shot  MultiBox  Detector)模型基

础上，在模型训练和检测阶段后加入Label层，Label层可以返回得到地标与目标区域的方

位关系，实现拼接地图导航的目的。仿鸽子视觉-行为-抉择机制的目标识别方法如图4所

示。

[0015] 运行时利用相机获取地面场景图像，通过仿鸽子视觉-行为-抉择机制的目标检测

方法识别图像中的特殊地标，可以直接得到归巢(返航)的方位和距离，实现快速导航。

[0016] 本发明涉及一种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方法，其具体工作步骤如下：

[0017] 步骤一：初始化环境场，制作数据库

[0018] 确定飞行环境场范围，在实际飞行环境对应的是建立无人机飞行区域内的地磁数

据库；采集飞行中特殊地标的图像，组成图像数据集；采集目标区域附近范围内的正负样

本，利用仿鸽子视觉-行为-抉择机制的目标检测方法进行训练，得到拼接地图模型。

[0019] 步骤二：导航“地图”建模

[0020] 导航“地图”模拟鸽子提供了理解梯度值的背景，它包括2个梯度的斜率和方向的

估计，由于鸽子个体的地图是通过观测带噪声的传感器的学习过程建立的，所以假设的梯

度方向和斜率均依赖于其感知的精度，且通常会有误差：带噪声的传感器造成的不准确的

“地图”。然而，当建立地图后，鸽子可以反复读数并取均值，所以该不准确的“地图”中的任

何误差都可以被认为小于单个罗盘或梯度读数的误差。导航“地图”即地磁场数据库，地磁

场数据库本身存在误差，本发明利用式(1)～(4)模拟此误差，它在两个轴上方向误差εA，εB

和梯度误差σA，σB分别表示为：

[0021] εA＝0°+ρ1×COMPNOISE/4           (1)

[0022] εB＝90°+ρ2×COMPNOISE/4          (2)

[0023] σA＝1+ρ3×GRADNOISE/4            (3)

[0024] σB＝1+ρ4×GRADNOISE/4            (4)

[0025] 其中，COMPNOISE为罗盘的感知精度，GRADNOISE为梯度感知精度，二者在步骤三给

出，ρ1,ρ2,ρ3,ρ4为正态分布均值0方差1的随机数。

[0026] 步骤三：罗盘和感知建模

[0027] 地磁传感器罗盘感知模拟了鸽子感知环境场方向的过程，这一过程存在感知误

差，即仿鸽子地磁导航定向模块读取本地地磁场数据时会产生误差。本发明将罗盘的感知

精度设为COMPNOISE，其计算方式为：

[0028]

[0029] 其中，为罗盘读数， 为真罗盘航向，ρi为均值0标准差1随机数。同时，鸽子测量

环境场梯度大小的过程即梯度感知也存在误差，本发明梯度感知精度用GRADNOISE表示，可

用下式计算：

[0030] α＝αtrue+ρi×GRADNOISE             (6)

[0031] 其中，α为梯度读数，αtrue为真值，ρi为均值0标准差1随机数。

[0032] 步骤四：仿鸽子地貌参考导航的自然场景运动估计模块计算无人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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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仿鸽子地貌参考导航的自然场景运动估计模块启动，摄像机采集连续图像，用单

目相机获取连续地面场景图像，然后对序列图像利用VO计算相对运动，VO运动估计原理可

表示为下式：

[0034] xi+1＝Rxi+t＝Ti+1,ixi            (7)

[0035] 其中R表示旋转矩阵，t为平移向量，xi表示位姿节点即无人机在不同时刻的位姿。

同时，气压高度计读取当前高度，与起飞高度比较相对尺度，用于计算绝对运动，尺度计算

公式为：

[0036]

[0037] 其中fx  fy表示相机内参，d为气压高度，d0为起飞高度，sxsy分别是x和y方向上的相

对尺度。

[0038] 步骤五：无人机位置估计，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目标感知模块使能判

断

[0039] 通过步骤四计算无人机相对运动，通过坐标系转换转到惯性系，并结合初始位置

估计无人机的位置，判断是否进入特殊地标可视范围。若进入该特殊地标可视范围，则仿鸽

子智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目标感知模块使能，执行步骤七～八；

[0040] 步骤六：判断是否达到LEG  LENGTH距离

[0041] 利用步骤四计算无人机相对运动，若运动距离达到LEG  LENGTH，则返回步骤二，重

新校正航向；否则，继续步骤四。

[0042] 步骤七：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目标识别算法使能，图像对数极坐标变换

[0043] 对摄像机采集的实时图像去噪处理，然后分别对实时图像和地标图像作对数极坐

标变换，得到变换后的图像。对数极坐标变换以图像中心为变换中心，由笛卡尔坐标系到对

数极坐标系的变换公式如下：

[0044]

[0045]

[0046] 其中，式(9)(10)分别是幅值映射和角度映射，(x0,y0)为图像中心，r为图像上某点

(x,y)到图像中心的距离，ρ为幅值的对数，θ为映射角度。

[0047] 对数极坐标变换将笛卡尔坐标系的尺度和角度变化转为对数极坐标系下的平移

变化，因此对于尺度和角度变化具有不变性。在下一步中将进行变换后的图像模板匹配。

[0048] 步骤八：利用鸽群优化算法(Pigeon-inspired  Optimization，PIO)优化的归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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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关模板匹配识别目标

[0049] 在步骤七的基础上，通过图像模板匹配识别表。单纯的模板匹配十分耗时，因此在

对图像模板匹配时，利用鸽群优化算法减少计算量，加速计算。PIO包括两个算子：地图罗盘

算子和地标算子，如下式所示：

[0050]

[0051]

[0052] 其中，Xi(t)Vi(t)表示第i只鸽子在第t代的位置和速度，R表示地图罗盘算子，rand

为随机数，Xg表示当前的全局最佳位置。Np表示第t代鸽子数目，Xc(t)表示求所有鸽子的中

心位置，fitness表示匹配度。算法最大匹配度的点即目标位置。

[0053] 步骤九：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导航

[0054] 当无人机靠近目标时，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导航模块启动，利用仿鸽

子视觉-行为-抉择机制的目标识别方法训练好的深度学习模型检测图像中是否存在特殊

地标。若存在，则可以直接得到目标的方位，然后就可以按照最优路径飞行；若未检测到，则

继续步骤二～六。

[0055] 步骤十：无人机成功到达目标点，并输出无人机飞行轨迹。

[0056] 本发明一种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及方法，优点及功效在于：仿鸽子

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方法，模拟鸽子的归巢过程中涌现出的智能导航机制，可以实现基

于地磁场导航定向，尺度、旋转不变的目标识别，基于自然场景的运动估计和基于特殊地标

的拼接地图快速导航。将所述方法集成为一个自主导航系统，充分模拟了鸽子导航行为机

制，并可以实现无人机自主导航，具备不依赖卫星导航系统、高性能、高自主、抗干扰等优

势。

【附图说明】

[0057] 图1为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示意图。

[0058] 图2为仿鸽子地磁导航定向模块示意图。

[0059] 图3为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目标感知算法流程图。

[0060] 图4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导航算法流程图。

[0061] 图中序号、标号、代号说明如下：

[0062] 1、英特尔微型计算机NUC(Next  Unit  Computing)模块    2、摄像机

[0063] 3、霍尔电磁传感器                                  4、Pixhawk飞控内置加

速度计

[0064] 5、Pixhawk飞控陀螺仪                               6、Pixhawk飞控气压高

度计

[0065] 7、PixHawk飞控模块                                 8、GPS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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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66] 请参阅图1-4所示，本发明是一种仿鸽子智能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及方法，它分

为四个模块：仿鸽子地磁导航定向模块、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目标感知模块、

仿鸽子地貌参考导航的自然场景运动估计模块、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导航模

块，分别使无人机具备地磁定向、目标感知、运动估计和特殊地标快速导航功能。其中，

Pixhawk飞控内置加速度计4、Pixhawk飞控陀螺仪5、Pixhawk飞控气压高度计6集成在

PixHawk飞控模块7内，摄像机2和霍尔电磁传感器3以及PixHawk飞控模块与NUC模块1直接

连接实现数据交互，所有算法均在NUC模块内实现。为了说明该系统的可行性，下面通过一

个具体的仿真测试实例来验证本发明所提出的系统及其方法的有效性。

[0067] 具体步骤如下：

[0068] 步骤一：初始化环境场

[0069] 仿真环境为一个1000x1000的环境场，认为它代表一个500x500km范围的区域。X轴

表示西到东，Y轴南到北。有2个梯度场A、B，在整个1000x1000的仿真场有250个不同的值。这

意味着每2公里坡度的数值加1。梯度场是静态的。

[0070] 步骤二：导航“地图”建模

[0071] 导航“地图”模拟鸽子提供了理解梯度值的背景，即地磁场数据本身的误差，它包

括2个梯度的斜率和方向的估计，由于鸽子个体的地图是通过观测带噪声的传感器的学习

过程建立的，所以假设的梯度方向和斜率均依赖于其感知的精度，且通常会有误差：带噪声

的传感器造成的不准确的“地图”。然而，当建立地图后，鸽子可以反复读数并取均值，所以

“地图”中的任何误差都可以被认为小于单个罗盘或梯度读数的误差。如式(1)～(4)所示建

立导航“地图”模型。

[0072] 步骤三：罗盘和感知精度建模

[0073] 罗盘感知精度模拟了鸽子感知环境场方向的误差，即地磁传感器测量磁场时存在

误差，罗盘的感知精度设为COMPNOISE，其计算方式为式(5)。生物学家估计鸟的罗盘精度均

值约15°，因此我们将COMPNOISE设为15°。

[0074] 梯度感知模拟了鸽子测量环境场梯度大小的过程，梯度感知精度用GRADNOISE表

示，如式(6)，磨砂透镜的实验表明，鸽子基于梯度的定位的准确性优于3公里，设为1.5。

[0075] 步骤四：仿鸽子地貌参考导航的自然场景运动估计模块计算相对运动摄像机采集

连续图像，用单目相机获取连续地面场景图像，然后对序列图像利用VO计算相对运动，VO运

动估计原理可表示为式(7)。每次计算完相对运动，气压高度计读取当前高度，与起飞高度

比较相对尺度，用于计算绝对运动。尺度计算公式为：

[0076]

[0077] 其中fx  fy表示相机内参，d为气压高度，d0为起飞高度，sxsy分别是x和y方向上的相

对尺度。

[0078] 步骤五：无人机位置估计，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目标感知模块使能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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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通过步骤四计算无人机相对运动，通过坐标系转换转到惯性系，并结合初始位置

估计无人机的位置，判断是否进入特殊地标可视范围。若进入该特殊地标可视范围，则仿鸽

子智能行为-认知的主动视觉目标感知模块使能，执行步骤七～八。

[0080] 步骤六：判断是否达到LEG  LENGTH距离

[0081] 利用步骤四计算无人机相对运动，若运动距离达到LEG  LENGTH，则返回步骤二，重

新校正航向；否则，继续步骤四。

[0082] 步骤七：仿鸽子智能行为-认知的目标识别算法使能，图像对数极坐标变换

[0083] 对摄像机采集的实时图像去噪处理，然后分别对实时图像和地标图像作对数极坐

标变换，得到变换后的图像。对数极坐标变换以图像中心为变换中心，变换方程如式(9)～

(10)所示，然后执行步骤八。

[0084] 步骤八：利用鸽群优化算法(Pigeon-inspired  Optimization，PIO)优化的模板匹

配识别目标

[0085] 在步骤七的基础上，通过图像模板匹配识别表。单纯的模板匹配十分耗时，因此在

对图像模板匹配时，利用鸽群优化算法减少计算量，加速计算。PIO算法初始化时，设置初始

参数为：

[0086] 优化维数：Dim＝2

[0087] 鸽子数：Np＝100

[0088] 罗盘因子：R＝0.02

[0089] 罗盘算子迭代次数：Nc1＝40

[0090] 地标算子迭代次数：Nc2＝10

[0091] 初始化完毕后，按照式(10)～(11)迭代PIO算法，执行目标图像和实时图像的模板

匹配寻找目标。

[0092] 步骤九：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导航

[0093] 当无人机靠近目标时，仿鸽子即时归巢机制的拼接地图导航模块启动，利用仿鸽

子视觉-行为-抉择机制的目标识别方法训练好的深度学习模型和识别算法检测图像中是

否存在特殊地标。若存在，则可直接得到目标的方位，然后按照最优路径飞行；若未检测到，

则继续步骤二～六。

[0094] 步骤十：无人机成功到达目标点，并输出无人机飞行轨迹

[0095] 在本次仿真中，模拟无人机的最终飞行估计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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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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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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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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