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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马尔科夫随机场的

多无人航行体协同一致性方法，用于解决现有多

无人航行体协同一致性难以确定的技术问题。技

术方案是引入邻居系统，基于马尔科夫随机场场

理论，通过邻居之间的协作信息的交互产生全网

参考基准；将节点之间的协作偏差映射为团势

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伊辛模型的能量函

数；最后，采用并行能量最小化的方法实现全网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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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马尔科夫随机场的多无人航行体协同一致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对相邻节点加入本地节点的一跳邻居列表进行初始化，节点的协作变量偏差初始化

为0；

2)设置同步周期计时器；

3)迭代计算直到满足收敛精度；

4)第k次迭代；

5)M个节点在每个同步周期内都以数据报文的方式与邻居进行双向变量数据交换；

6)第k次迭代中，节点将本地第k-1次的发送协作变量以及第k-1次迭代后收到所有邻

居报文的协作变量打包成同步数据包；

7)节点广播同步数据包到一跳邻居，并记录发送的变量；

8)接收到一跳邻居的广播报文，并记录接收的变量；

9)根据接收获得的数据，基于卡尔曼滤波算法计算与单个一跳邻居之间的协作变量的

偏差；

10)判断同步计时器是否超时，若超时则执行第11)步，否则回到第8)步操作；

11)同步计时器超时，同步计时器复位，节点i基于平均场理论计算虚拟参考基准，虚拟

参考基准计算公式如下：

12)基于虚拟参考基准计算能量函数，计算公式为：

13)计算本地协作变量与参考基准的偏差调整量，使能量函数逐渐最小化，从而修正节

点协作变量，计算公式为：

14)检查同步采样定时器是否超时，如果超时，则进行新一轮的设置同步计时器，然后

继续循环一致性算法过程，否则本地循环等待直到计时器超时；

上式中，fi为节点i的本地协作变量，<fR>i为由平均场定义的虚拟参考基准；fi'为节点i

的一跳邻居的协作变量,P(fi')表示节点i的一跳邻居节点i'的协作变量取值为的f概率，由

平均场的吉布斯分布确定，U(f)为能量函数，(fi-<fR>i)2为邻居系统的单节点团C1的团势

能；(fi-fi′)2为双邻居节点团C2的团势能,μ为较小的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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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马尔科夫随机场的多无人航行体协同一致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无人航行体协同一致性方法，特别涉及一种基于马尔科夫随机

场的多无人航行体协同一致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无人航行体，包括无人机、无人飞艇、水下无人航行器等，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越

来越重要。基于多无人航行体的协同作战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成为

世界各军事强国的共识。随着计算及通讯设备的小型化，小型无人航行器机载计算机和通

讯设备的计算能力和功能越来越强，这使得多无人航行体执行协同作战任务成为可能。在

协同作战任务中，协同信息的共享和一致性是保障协同作战任务有效执行的关键。

[0003] 多无人航行体网络中，缺乏网络基础设施，网络拓扑是时变的，通信链路是不可靠

的，并且每个无人航行体节点的对周围节点的局部感知是动态变化的。因此，需要研究新的

一致性算法，使无人航行体编队在执行任务时能够适应无线通信链路的特性、对感知到的

环境变化做出合理响应、对不断变化的各节点状态信息进行统筹规划，逐步达到一致性。多

无人航行体通常采用无线自组织网络进行通信，存在没有网络中心节点、无线链路丢包、时

延不确定、网络拓扑频繁变化等不利因素，多无人航行体的协同一致性算法一直是一个难

题。

[0004] 目前对一致性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固定网络拓扑、无时延的条件设计的一、二阶的

一致性算法，而实际环境中往往的是异步网络、动态拓扑并存在多种时延的非线性系统，在

这种复杂网络环境中想达成一致性往往需要高阶的算法。专利“基于二阶滞后信息的无线

传感器网络一致性方法”(申请公布号：CN  103945534  A)，其特征在于通过节点信息交互建

立一跳和两跳的邻居列表，利用贪婪算法为节点提供定向邻居列表，各节点利用定向邻居

列表获取二阶滞后的信息，利用两跳邻居节点的滞后信息，对当前数据进行更新操作，加速

获取网络一致性的收敛速度。专利“一种卫星导航信号模拟多通道一致性方法及装置”(申

请公布号：CN  102944885  A)，该发明在数字部分加入基带成形环节，该环节对数字基带信

号进行数字滤波，将其频谱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去除了射频调制输出后的带通滤波器，在

DAC输出后加入低通滤波器，加入闭环自校接收机，对最终的射频信号进行接收处理，将不

同通道残余误差输入延迟环节，消除不一致的误差，最终达到所有通道均一致。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多无人航行体协同一致性难以确定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马

尔科夫随机场的多无人航行体协同一致性方法。该方法不维护特殊节点，基于平均场理论，

通过节点之间的共同作用建立虚拟参考基准；将节点之间的协作变量偏差映射为团势能，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伊辛模型能量函数描述的全网一致性平均场模型；最后，采用并行

能量最小化的方法实现全网协同信息一致性。本发明克服了多无人航行体系统中协同变量

难以准确测定和全网参考基准如何确定这两个关键技术难题，实现了从两两节点的协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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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到全网节点的快速收敛的协同一致性。有效降低了网络通信消息量，降低了能耗，在协

同精度、协同时间及偏移误差上达到较高的指标。并具有收敛时间稳定，对拓扑规模变化不

敏感等优点。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一种基于马尔科夫随机场的多无人航

行体协同一致性方法，其特点是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对相邻节点加入本地节点的一跳邻居列表进行初始化，节点的协作变量偏差初

始化为0。

[0008] 2)设置同步周期计时器。

[0009] 3)迭代计算直到满足收敛精度。

[0010] 4)第k次迭代。

[0011] 5)M个节点在每个同步周期内都以数据报文的方式与邻居进行双向变量数据交

换。

[0012] 6)第k次迭代中，节点将本地第k-1次的发送协作变量以及第k-1次迭代后收到所

有邻居报文的协作变量打包成同步数据包。

[0013] 7)节点广播同步数据包到一跳邻居，并记录发送的变量。

[0014] 8)接收到一跳邻居的广播报文，并记录接收的变量。

[0015] 9)根据接收获得的数据，基于卡尔曼滤波算法计算与单个一跳邻居之间的协作变

量的偏差。

[0016] 10)判断同步计时器是否超时，若超时则执行第11)步，否则回到第8)步操作。

[0017] 11)同步计时器超时，同步计时器复位，节点i基于平均场理论计算虚拟参考基准，

虚拟参考基准计算公式如下：

[0018]

[0019] 12)基于虚拟参考基准计算能量函数，计算公式为：

[0020]

[0021] 13)计算本地协作变量与参考基准的偏差调整量，使能量函数逐渐最小化，从而修

正节点协作变量，计算公式为：

[0022]

[0023] 14)检查同步采样定时器是否超时，如果超时，则进行新一轮的设置同步计时器，

然后继续循环一致性算法过程，否则本地循环等待直到计时器超时。

[0024] 上式中，fi为节点i的本地协作变量，<fR>i为由平均场定义的虚拟参考基准；fi'为

节点i的一跳邻居的协作变量,P(fi')表示节点i的一跳邻居节点i'的协作变量取值为的f概

率，由平均场的吉布斯分布确定，U(f)为能量函数，(fi-<fR>i)2为邻居系统的单节点团C1的

团势能；(fi-fi′)2为双邻居节点团C2的团势能,μ为较小的常数。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方法不维护特殊节点，基于平均场理论，通过节点之间的

共同作用建立虚拟参考基准；将节点之间的协作变量偏差映射为团势能，在此基础上建立

了基于伊辛模型能量函数描述的全网一致性平均场模型；最后，采用并行能量最小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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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现全网协同信息一致性。本发明克服了多无人航行体系统中协同变量难以准确测定和

全网参考基准如何确定这两个关键技术难题，实现了从两两节点的协同一致性到全网节点

的快速收敛的协同一致性。有效降低了网络通信消息量，降低了能耗，在协同精度、协同时

间及偏移误差上达到较高的指标。并具有收敛时间稳定，对拓扑规模变化不敏感等优点。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基于马尔科夫随机场的多无人航行体协同一致性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参照图1。本发明基于马尔科夫随机场的多无人航行体协同一致性方法具体步骤

如下：

[0029] 假设多无人航行体网络包含M个节点，基于马尔科夫随机场的多无人航行体一致

性方法可描述如下：

[0030] 1)相邻节点加入本地节点的一跳邻居列表进行初始化，节点的协作变量偏差初始

化为0。

[0031] 2)设置同步周期计时器。

[0032] 3)迭代计算直到满足收敛精度。

[0033] 4)第k次迭代。

[0034] 5)M个节点在每个同步周期内都以数据报文的方式与邻居进行双向变量数据交

换。

[0035] 6)第k次迭代中，节点将本地第k-1次的发送协作变量以及第k-1次迭代后收到所

有邻居报文的协作变量打包成同步数据包。

[0036] 7)节点广播同步数据包到一跳邻居，并记录发送的变量。

[0037] 8)接收到一跳邻居的广播报文，并记录接收的变量。

[0038] 9)根据接收获得的数据，基于卡尔曼滤波算法计算与单个一跳邻居之间的协作变

量的偏差。

[0039] 10)判断同步计时器是否超时，若超时则执行第11)步，否则回到第8)步操作。

[0040] 11)同步计时器超时，同步计时器复位，节点i基于平均场理论计算虚拟参考基准，

虚拟参考基准计算公式如下：

[0041]

[0042] 12)基于虚拟参考基准计算能量函数，计算公式为：

[0043]

[0044] 13)计算本地协作变量与参考基准的偏差调整量，使能量函数逐渐最小化，从而修

正节点协作变量，计算公式为：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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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14)检查同步采样定时器是否超时，如果超时，则进行新一轮的设置同步计时器，

然后继续循环一致性算法过程，否则本地循环等待直到计时器超时。

[0047] 上式中，fi为节点i的本地协作变量，<fR>i为由平均场定义的虚拟参考基准；fi'为

节点i的一跳邻居的协作变量,P(fi')表示节点i的一跳邻居节点i'的协作变量取值为的f概

率，由平均场的吉布斯分布确定，U(f)为能量函数，(fi-<fR>i)2为邻居系统的单节点团C1的

团势能；(fi-fi′)2为双邻居节点团C2的团势能,μ为较小的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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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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