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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无人机姿态模糊自适应

预测控制方法及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无人

机姿态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方法及系统，使用离

线数据辨识方法建立系统的Cubic-RBF-ARX非线

性模型，然后在所建立的非线性模型基础上设计

了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器，该预测控制器根据无

人机姿态控制的实时状态在线调整预测控制器

中目标函数的权重系数。该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

器可以保证无人机在姿态控制过程中，所选目标

函数符合姿态调整的动态及稳态规律和趋势，与

一般的无人机预测控制器相比，其目标函数参数

的设定考虑到了控制的整个动态及稳态过程，从

而能起到提高无人机姿态控制动静态响应指标

的作用，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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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无人机姿态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1)建立四旋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

其中：y(t)＝[φ(t) θ(t) ψ(t)]T为t时刻模型预测输出序列，表示t时刻模型预测输出

的四旋翼无人机的姿态角矩阵，矩阵中φ(t)、θ(t)和ψ(t)分别为t时刻模型预测输出四旋

翼无人机的俯仰角、翻转角和巡航角；u(t)＝[u1(t)  u2(t)  u3(t)  u4(t)]T为t时刻模型预测

输入序列，对应主控板输出给四旋翼无人机电子调速器的PWM占空比矩阵，矩阵中u1(t)、u2

(t)、u3(t)和u4(t)分别对应控制四旋翼无人机四个电机的PWM占空比；ny，nu和h分别为四旋

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的输出阶次、输入阶次和Cubic-RBF网络的数目；ξ(t)是系统

白噪声；X(t-1)为四旋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的状态相依变量，选取X(t-1)＝[φ(t) 

θ(t)]T； 和 是线性权重系数；zj,m是Cubic-RBF网络的中心点，

zj,m,1～zj,m,dim(X)为zj,m各维度的值，dim(X)表示维数；其中， 和

和zj,m为需要辨识的参数，均通过SNPOM优化方法离线辨识获得；

2)根据步骤1)中所建立的无人机Cubic-RBF-ARX非线性模型设计预测控制器如下：

权　利　要　求　书 1/3 页

2

CN 107065902 B

2



其中， 和yr(t)分别为t时刻预测输出序列和期望输出序列：

为t时刻模型预测t+l时刻的预测输出；y(t+l|t)T为t时刻给定的t+l时刻的期

望值，取决于控制过程中的参考轨迹；Np和Nc的分别是预测时域和控制时域，l＝1,2,…,Np；

为t时刻模型预测输入序列和预测输入增量序列，Δu(t)＝u(t)-u(t-1)；

Umin、Umax为控制输入量约束序列，ΔUmin和ΔUmax为控制输入增量约束序列；

Umin＝[-100  -100  -100  -100]，Umax＝[100  100  100  100]，ΔUmin＝[-50  -50  -50  -

50]，ΔUmax＝[50  50  50  50]；

Q(t)、R1(t)、R2(t)分别为t时刻的误差加权矩阵、控制加权矩阵和控制增量加权矩阵，

它们都为对角阵并且随着控制状态变化而调整；

3)通过二次规划法求解预测控制器中 的最优值，并将 的最优值中的u(t)作为控

制量传递给主控板，主控板将其按比例转化为输出给四旋翼无人机电子调速器的PWM占空

比矩阵；四旋翼无人机电子调速器根据PWM占空比矩阵调节四旋翼无人机四个电机的转速，

从而改变四个旋翼的转速，控制四旋翼无人机的姿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无人机姿态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方法，其

特征在于，根据以下公式调整Q(t)、R1(t)、R2(t)：

其中：Q(t0)、R1(t0)、R2(t0)为初始时刻误差加权矩阵、初始时刻控制加权矩阵、初始时

刻控制增量加权矩阵；其初始值分别为Q(t0)  ＝diag(0.5  0.5  0.5)  ，R1(t0)＝diag(0.8 

0.8  0.8  0.8)，R2(t0)＝diag(0  0  0  0)，并根据模型误差进行调整；G(t)为权重系数调整矩

阵，它表示控制过程中动态相对于稳态的程度大小，G(t)越大，系统动态程度越大，反之系

统稳态程度越大；E(t) ,ΔE(t)为误差矩阵和误差增量矩阵， 其中，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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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为姿态角的设定值，Y(t)为姿态角的实测值；γQ、 分别为误差加权矩阵、控制加权

矩阵和控制增量加权矩阵的调节系数；

记G(t)＝[gφ  gθ  gψ]，E(t)＝[eφ  eθ  eψ]T，ΔE(t)＝[Δeφ  Δeθ  Δeψ]T；gz＝fuzzy

(Kcez,KecΔez)为模糊函数，z＝φ,θ,ψ，Kc和Kec为量化因子，其模糊规则如下表：

其中，模糊状态NB、NM、NS、ZO、PS、PM和PB分别表示负大、负中、负小、零、正小、正中和正

大，分别取值为-3、-2、-1、0、1、2和3；g0、g1、g2、g3、g4、g5和g6取值分别为0、1、2、3、4、5和6；各

模糊状态的隶属函数为三角形隶属度函数。

3.一种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无人机姿态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无

刷电机、螺旋桨、飞控系统的主控板、测量单元、协处理器模块和四个电子调速器；

其控制过程为：首先，无人机系统在遥控或者地面站的监控之下，对无人机发出指令，

控制无人机进行运动；然后，主控板根据该指令求出位置设定值，将位置设定值和测量单元

测出的实际位置经位置PI控制器求出姿态控制环的姿态角的设定值Ys(t)，并将Ys(t)与测

量单元测出的姿态角的实测值Y(t)传递给协处理器模块；协处理器模块采用权利要求1或2

所述的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无人机姿态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方法，求出控制量u(t)，然后将u

(t)传递给主控板，主控板将控制量u(t)按比例转化为PWM占空比并输出给对应的四个电子

调速器，电子调速器驱动无刷电机带动螺旋桨旋转，实现无人机的姿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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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无人机姿态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方法及

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中机器人自动控制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无人机姿

态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四旋翼无人机具有结构简单、动力装置效率高、成本低等优点，其优势具体可以体

现在搜救、监控、航拍等军事和民用上。鉴于其广阔的用途和价值，目前四旋翼无人机正在

众多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人机飞控是指能够稳定无人机飞行姿态，并能控

制无人机自主或半自主飞行的控制系统，是无人机的大脑，因此飞控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无

人机的性能，而飞控的核心就是控制无人机飞行的控制算法。所以，无人机飞行的稳定精确

控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0003] 如图1所示，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可以看成一个以位置控制环为外环，以姿态控制

环为内环的串级控制系统。其姿态环的控制算法好坏直接决定了姿态调整的品质好坏，进

而直接影响到四旋翼无人机控制的稳定性。由于四旋翼无人机控制系统存在非线性、欠驱

动等特点，常规控制算法如PID控制算法虽然能实现无人机的悬停、运动等控制，但是只能

保证四旋翼无人机在局部动作的控制效果，在一些高难度动作的飞行模式中则难以保证良

好的控制品质，并且抗干扰能力也是有限的。而基于模型的预测控制算法则体现出了它的

优越性，利用预测模型得出系统的输出预测轨迹，可以为实现被控对象的最优性能指标这

一目的，选择最佳的控制策略。在进行预测控制设计时，控制器的目标函数反映了控制器的

优化性能指标，它选取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控制效果的好坏。常规的预测控制算法往往通过

调整目标函数中的权重系数，即Q,R1,R2矩阵，以使系统取得最佳控制效果。但是这种方式的

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因为系统在不同的控制状态下其最佳的目标函数也是不一样的，

很难找到一组合适的Q,R1,R2保证系统在动态和稳态的过程中都能取得非常好的控制效果，

将预测控制效果发挥到最优。

[0004] 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控制效果更好的无人机姿态改进型预测控制算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四旋翼无人机姿态预测算法中的不足，

提供一种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无人机姿态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方法及系统，旨在提高四旋翼

无人机控制的稳定性。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无人

机姿态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建立四旋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使用三次函数作为基函数的RBF神经网

络型系数的带外部输入变量的自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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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0009] 其中：y(t)＝[φ(t) θ(t) ψ(t)]T为t时刻模型预测输出序列，表示t时刻模型预

测输出的四旋翼无人机的姿态角矩阵，矩阵中φ(t)、θ(t)和ψ(t)分别为t时刻模型预测输

出的四旋翼无人机的俯仰角、翻转角和巡航角；u(t)＝[u1(t)  u2(t)  u3(t)  u4(t)]T为t时刻

模型预测输入序列，对应t时刻主控板输出给四旋翼无人机电子调速器的PWM占空比矩阵，

矩阵中u1(t)、u2(t)、u3(t)和u4(t)分别对应控制四旋翼无人机四个电机的PWM占空比；电子

调速器根据PWM占空比调节四旋翼无人机四个电机的转速，从而改变四个旋翼的转速；ny，nu

和h分别为四旋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的输出阶次、输入阶次和Cubic-RBF网络的数

目；ξ(t)是系统白噪声；X(t-1)为四旋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的状态相依变量，选取X

(t-1)＝[φ(t) θ(t)]T； 和 是线性权重系数；zj,m是Cubic-RBF网

络的中心点，z j ,m ,1～z j ,m ,d i m ( X )为z j ,m各维度的值，dim (X)表示维数；其中，

和 和zj,m为需要辨识的参数，均通过SNPOM优化方法(结构化非

线性优化方法)离线辨识获得；

[0010] 所述通过SNPOM优化方法离线辨识获得需要辨识的参数的步骤为：使用现有控制

算法对无人机进行控制，保证无人机能够实现俯仰、横滚、偏航等基本运动，并采集u(t)和y

(t)的实际数据；将需要辨识的参数分为非线性参数和线性参数，非线性参数包括RBF网络

的中心点zj ,m，线性参数包括线性权重系数 和 然后基于u(t)和y(t)的实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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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通过LMM(Leven  berg-Marquardt  method)来优化非线性参数，通过最小二乘法优化

线性参数；

[0011] 由于Cubic-RBF-ARX模型是离线辨识模型，不需要在线辨识，进行实物控制时，有

效地减少了计算量。Cubic-RBF-ARX模型是全局非线性、局部线性化，因而可以用于对四旋

翼飞行器这一非线性对象的控制。

[0012] 2)根据步骤1)中所建立的无人机Cubic-RBF-ARX非线性模型设计预测控制器如

下：

[0013]

[0014] 其中， 和yr(t)分别为t时刻预测输出序列和期望输出序列：

[0015]

[0016] 为t时刻模型预测t+l时刻的预测输出；y(t+l|t)T为t时刻给定的t+l时

刻的期望值，取决于控制过程中的参考轨迹；Np和Nc的分别是预测时域和控制时域，l＝1,

2,…,Np；

[0017] 为t时刻模型预测输入序列和预测输入增量序列，Δu(t)＝u(t)-u(t-

1)；Umin、Umax为控制输入量约束序列，ΔUmin和ΔUmax为控制输入增量约束序列；Umin＝[-100 

-100  -100  -100]，Umax＝[100  100  100  100]，ΔUmin＝[-50  -50  -50  -50]，ΔUmax＝[50  50 

50  50]；

[0018] Q(t)、R1(t)、R2(t)分别为t时刻的误差加权矩阵、控制加权矩阵和控制增量加权矩

阵，它们都为对角阵并且随着控制状态变化而调整； Q(t) ,R1(t) ,R2(t)调整规

则为：

[0019]

[0020] 基于四旋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的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算法通过模糊数学

模型在线调整Q(t)、R1(t)、R2(t)矩阵从而调整目标函数的参数，最终达到提高无人机姿态

控制动静态响应指标目的。

[0021] 3)通过二次规划法(QP)求解预测控制器中 的最优值，并将 的最优值中的u

(t)作为控制量输出给主控板，主控板将其按比例转化为输出给四旋翼无人机电子调速器

的PWM占空比矩阵；四旋翼无人机电子调速器根据PWM占空比矩阵调节四旋翼无人机四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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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转速，从而改变四个旋翼的转速，控制四旋翼无人机的姿态。

[0022] 步骤2)中Q(t)、R1(t)、R2(t)的调整方法为根据步骤2)中的设计的预测控制器分析

权重系数对控制效果影响：误差加权矩阵Q(t)的作用是调整输出误差在目标函数中占的比

重，如果模型精度不高，或者模型失配导致输出偏差时，调节Q(t)的系数能起很好的补偿控

制作用。R1(t)是对控制量u的变化进行调节的加权矩阵，当u变化太大时，适当加大R1(t)，抑

制u的变化；反之，则适当减小R1(t)的值，增强u的变化。R2(t)是对控制增量Δu的变化进行

调节的加权矩阵，当Δu变化太大时，适当加大R2(t)，以抑制Δu的变化；反之，则适当减小R2

(t)的值，增强Δu的变化。因此，从控制原理上讲，在控制过程中，如果动态相比稳态程度越

大则Q(t)应越大、R1(t)、R2(t)越小；反之，则Q(t)应越小、R1(t)、R2(t)越大。基于该原理，根

据下面的公式调整Q(t)、R1(t)、R2(t)：

[0023]

[0024] 其中：Q(t0)、R1(t0)、R2(t0)为初始时刻误差加权矩阵、初始时刻控制加权矩阵、初

始时刻控制增量加权矩阵；其初始值分别为Q(t0)＝diag(0.5  0.5  0.5)，R1(t0)＝diag(0.8 

0.8  0.8  0.8)，R2(t0)＝diag(0  0  0  0)，并根据模型误差进行调整；G(t)为权重系数调整矩

阵，它表示控制过程中动态相对于稳态的程度大小，G(t)越大，系统动态程度越大，反之系

统稳态程度越大；E(t) ,ΔE(t)为误差矩阵和误差增量矩阵， 其中，Ys

(t)为姿态角的设定值、Y(t)为姿态角的实测值(通过IMU测量得到)；γQ、 分别为误

差加权矩阵、控制加权矩阵和控制增量加权矩阵的调节系数(通过人为设定)；本发明选取

模糊函数G(t)＝[gφ  gθ  gψ]＝f(E(t) ,ΔE(t))＝diag(fuzzy(Kceφ,KecΔeφ)fuzzy(Kceθ,Kec

Δeθ)fuzzy(Kceψ,KecΔeψ))，E(t)＝[eφ  eθ  eψ]T，ΔE(t)＝[Δeφ  Δeθ  Δeψ]T，通过E(t) ,Δ

E(t)求取G(t)，Kc和Kec为量化因子，Kc＝0.15，Kec＝0.1；式中gz＝fuzzy(Kcez,KecΔez)为模

糊函数，z＝φ,θ,ψ，其模糊规则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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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其中，模糊状态NB、NM、NS、ZO、PS、PM和PB分别表示负大、负中、负小、零、正小、正中

和正大，分别取值为-3、-2、-1、0、1、2和3；g0、g1、g2、g3、g4、g5和g6取值分别为0、1、2、3、4、5和

6；各模糊状态的隶属函数为三角形隶属度函数。

[0027] 在实际设计模糊模型函数过程中，模糊规则应当根据每个姿态角的控制规律作出

一定的调整，以保证模糊模型能够准确的描述姿态控制的动稳态程度。

[0028] 步骤2)中预测控制器的设计步骤：

[0029] 将步骤1)建立的模型转化为状态空间表达式：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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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0032] Ξ(t+1)表示噪声信号，跟系统有关，相当于四旋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中的

ξ(t)；

[0033] 公式中：

[0034]

[0035] 在此状态空间模型中，选取的状态变量都是过去的测量值的组合，因而可直接用

于计算；

[0036] 定义变量：

[0037]

[0038] t时刻四旋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的j(j＝1,2,...,Ny)步预测输出可以表

说　明　书 6/13 页

10

CN 107065902 B

10



示成如下的形式：

[0039]

[0040] 其中：

[0041]

[0042]

[0043]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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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对于 和 的计算，需要预测状态相依变量未来的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一般很难获得，因此这里用X(t)代替 来计算 和 公式

同样可以转变为以下形式：

[0047]

[0048] 一种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无人机姿态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系统，包括无刷电机和螺

旋桨构成、飞控系统的主控板、测量单元、协处理器模块和四个电子调速器；

[0049] 其控制过程为：首先，无人机系统在遥控或者地面站的监控之下，对无人机发出指

令，控制无人机进行运动；然后，主控板根据该指令求出位置设定值，将位置设定值和测量

单元测出的实际位置经位置PI控制器求出姿态控制环的姿态角的设定值Ys(t)，并将Ys(t)

与测量单元测出的姿态角的实测值Y(t)传递给协处理器模块；协处理器模块基于步骤1或2

所述的非线性模型的无人机姿态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方法，求出控制量u(t)，然后将u(t)

传递给主控板，主控板将控制量u(t)按比例转化为PWM占空比并输出给对应的四个电子调

速器，电子调速器驱动无刷电机带动螺旋桨旋转，实现无人机的姿态调整。

[0050] 有益效果：

[0051] 本发明所采用的Cubic-RBF-ARX非线性模型具有局部线性全局非线性的特点，能

够很好地描述系统的非线性特性，本发明设计的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器能够根据无人机姿

态控制的实时状态在线调整预测控制器中目标函数的权重系数。该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器

可以保证无人机在姿态控制过程中，所选目标函数符合姿态调整的动态及稳态规律和趋

势，与一般的无人机预测控制器相比，其目标函数参数的设定考虑到了控制的整个动态及

稳态过程，从而能起到提高无人机姿态控制动静态响应指标的作用，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和应用前景。

[0052] 考虑到目标函数的选取对预测控制器设计的重要性，而目标函数同一组参数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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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过程中起到的优化作用是不一样的，本发明通过动态调整目标函数中的误差、控制以及

控制增量矩阵的权重，以使无人机在动稳态整个控制过程中具有更好的控制性能。与常规

的无人机预测控制相比，一方面解决了整定目标函数中Q、R1、R2参数的难度，另一方面保证

无论是动态响应过程还是稳态过程，目标函数中Q、R1、R2参数都是尽可能合理的，这很好地

提高了控制效果。本发明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无人机姿态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方法，巧妙利

用模糊模型优化目标函数中的权重系数分别在动稳态中的设定，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很

好的应用前景，该方法对其它最优控制方法也有借鉴作用。

附图说明

[0053] 图1为四旋翼无人机控制系统框图。

[0054] 图2为带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器的四旋翼无人机控制系统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本发明所述被控对象-带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器的四旋翼无人机控制系统结构如

图2所示，其中：1是机体，2是动力装置，主要由电子调速器、无刷电机和螺旋桨构成，3是飞

控系统的主控板，4是加载了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算法的协处理器模块，它与主控板主控板

3通过串口全双工通信。本发明所采用的带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器的四旋翼无人机控制系

统工作过程为：首先无人机系统在遥控或者地面站的监控之下，对无人机发出指令，即控制

无人机做前、后、左、右、偏航等运动，主控板3根据该指令求出位置设定值，将设定值和GPS、

气压计等传感器测出的实际位置经位置PI控制器求出姿态控制环的姿态角设定值Ys(t)，

并将Ys(t)与惯性测量单元(IMU)模块测出的无人机实际姿态角Y(t)传递给协处理器模块

4，协处理器运算基于模型的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算法，求出四个电机的控制量u(t)，然后

协处理器将u(t)传递给主控板3，主控板3将控制量按比例转化为PWM占空比并输出给对应

的四个电子调速器，电子调速器驱动无刷电机带动螺旋桨旋转，实现无人机的最优化姿态

调整。

[0056] 为了使本发明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工作流程、使用方法、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

明白了解，下面结合无人机系统的软硬件设计，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57] 1.考虑到本发明中使用的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算法复杂度较大，需要的处理器配

置较高，而常规主控板中使用的控制器则运算能力有限，如STM32F4等系列的芯片。因此需

要首先为四旋翼无人机控制系统增加高配置的协处理器模块用于加载模糊自适应预测控

制算法，并保证主控板和协处理器实现全双工通信，以保证系统实时性。

[0058] 2.建立四旋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步骤如下：

[0059] 1)在软硬件平台上设计出位置、姿态双闭环PID控制器，保证无人机能够实现俯

仰、横滚、偏航等基本运动，然后采集建模所需要的实验数据，即能够反映四旋翼无人机

Cubic-RBF-ARX模型特征的u(t)和y(t)序列。

[0060] 2)设计出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

[0061] a)建立四旋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使用三次函数作为基函数的RBF神经网

络型系数的带外部输入变量的自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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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其中：y(t)＝[φ(t) θ(t) ψ(t)]T为t时刻模型预测输出序列，表示t时刻模型预

测输出的四旋翼无人机的姿态角矩阵，矩阵中φ(t)、θ(t)和ψ(t)分别为t时刻模型预测输

出的四旋翼无人机的俯仰角、翻转角和巡航角；u(t)＝[u1(t)  u2(t)  u3(t)  u4(t)]T为t时刻

模型预测输入序列，对应t时刻主控板输出给四旋翼无人机电子调速器的PWM占空比矩阵，

矩阵中u1(t)、u2(t)、u3(t)和u4(t)分别对应控制四旋翼无人机四个电机的PWM占空比；电子

调速器根据PWM占空比调节四旋翼无人机四个电机的转速，从而改变四个旋翼的转速；ny，nu

和h分别为四旋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的输出阶次、输入阶次和Cubic-RBF网络的数

目；ξ(t)是系统白噪声；X(t-1)为四旋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的状态相依变量，选取X

(t-1)＝[φ(t) θ(t)]T； 和 是线性权重系数；zj,m是Cubic-RBF网络的

中心点，zj,m,1～zj,m,dim(X)为zj,m各维度的值，dim(X)表示维数；其中，

和 和zj,m为需要辨识的参数，均通过SNPOM优化方法(结构化非线性优化方法)离线辨识

获得；

[0064] 所述通过SNPOM优化方法离线辨识获得需要辨识的参数的步骤为：使用现有控制

算法对无人机进行控制，保证无人机能够实现俯仰、横滚、偏航等基本运动，并采集U(t)和Y

(t)的实际数据；将需要辨识的参数分为非线性参数和线性参数，非线性参数包括RBF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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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点zj ,m，线性参数包括线性权重系数 和 然后基于U(t)和Y(t)的实际数

据，并通过LMM(Leven  berg-Marquardt  method)来优化非线性参数，通过最小二乘法优化

线性参数；

[0065] 由于Cubic-RBF-ARX模型是离线辨识模型，不需要在线辨识，进行实物控制时，有

效地减少了计算量。Cubic-RBF-ARX模型是全局非线性、局部线性化，因而可以用于对四旋

翼飞行器这一非线性对象的控制。

[0066] b)根据步骤a)中所建立的无人机Cubic-RBF-ARX非线性模型设计预测控制器如

下：

[0067]

[0068] 其中， 和yr(t)分别为t时刻预测输出序列和期望输出序列：

[0069]

[0070] 为t时刻模型预测t+l时刻的预测输出；y(t+l|t)T为t时刻给定的t+l时刻

的期望值，取决于控制过程中的参考轨迹；Np和Nc的分别是预测时域和控制时域，l＝1 ,

2,…,Np；

[0071] 为t时刻模型预测输入序列和预测输入增量序列，Δu(t)＝u(t)-u(t-

1)；Umin、Umax为控制输入量约束序列，ΔUmin和ΔUmax为控制输入增量约束序列；Umin＝[-100 

-100  -100  -100]，Umax＝[100  100  100  100]，ΔUmin＝[-50  -50  -50  -50]，ΔUmax＝[50  50 

50  50]；

[0072] Q(t)、R1(t)、R2(t)分别为t时刻的误差加权矩阵、控制加权矩阵和控制增量加权矩

阵，它们都为对角阵并且随着控制状态变化而调整； Q(t) ,R1(t) ,R2(t)可表示

为：

[0073]

[0074] 基于四旋翼无人机Cubic-RBF-ARX模型的模糊自适应预测控制算法通过模糊数学

模型在线调整Q(t)、R1(t)、R2(t)矩阵从而调整目标函数的参数，最终达到提高无人机姿态

控制动静态响应指标目的。

[0075] c)通过二次规划法(QP)求解预测控制器中 的最优值，并将 的最优值中的u

(t)作为控制量输出给主控板，主控板将其按比例转化为输出给四旋翼无人机电子调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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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WM占空比矩阵；四旋翼无人机电子调速器根据PWM占空比矩阵调节四旋翼无人机四个电

机的转速，从而改变四个旋翼的转速，控制四旋翼无人机的姿态。

[0076] 步骤b)中Q(t)、R1(t)、R2(t)的调整方法为根据步骤b)中设计的预测控制器分析权

重系数对控制效果影响：误差加权矩阵Q(t)的作用是调整输出误差在目标函数中占的比

重，如果模型精度不高，或者模型失配导致输出偏差时，调节Q(t)的系数能起很好的补偿控

制作用。R1(t)是对控制量u的变化进行调节的加权矩阵，当u变化太大时，适当加大R1(t)，抑

制u的变化；反之，则适当减小R1(t)的值，增强u的变化。R2(t)是对控制增量Δu的变化进行

调节的加权矩阵，当Δu变化太大时，适当加大R2(t)，以抑制Δu的变化；反之，则适当减小R2

(t)的值，增强Δu的变化。因此，从控制原理上讲，在控制过程中，如果动态相比稳态程度越

大则Q(t)应越大、R1(t)、R2(t)越小；反之，则Q(t)应越小、R1(t)、R2(t)越大。基于该原理，根

据下面的公式调整Q(t)、R1(t)、R2(t)：

[0077]

[0078] 其中：Q(t0)、R1(t0)、R2(t0)为初始时刻误差加权矩阵、初始时刻控制加权矩阵、初

始时刻控制增量加权矩阵；其初始值分别为Q(t0)＝diag(0.5  0.5  0.5)，R1(t0)＝diag(0.8 

0.8  0.8  0.8)，R2(t0)＝diag(0  0  0  0)，并根据模型误差进行调整；G(t)为权重系数调整矩

阵，它表示控制过程中动态相对于稳态的程度大小，G(t)越大，系统动态程度越大，反之系

统稳态程度越大；E(t) ,ΔE(t)为误差矩阵和误差增量矩阵， 其中，Ys

(t)为姿态角的设定值、Y(t)为姿态角的实测值(通过IMU测量得到)；γQ、 分别为误

差加权矩阵、控制加权矩阵和控制增量加权矩阵的调节系数(通过人为设定)；本发明选取

模糊函数G(t)＝[gφ  gθ  gψ]＝f(E(t) ,ΔE(t))＝diag(fuzzy(Kceφ,KecΔeφ)fuzzy(Kceθ,Kec

Δeθ)fuzzy(Kceψ,KecΔeψ))，E(t)＝[eφ  eθ  eψ]T，ΔE(t)＝[Δeφ  Δeθ  Δeψ]T，通过E(t) ,Δ

E(t)求取G(t)，Kc和Kec为量化因子，Kc＝0.15，Kec＝0.1；式中gz＝fuzzy(Kcez,KecΔez)为模

糊函数，z＝φ,θ,ψ，其模糊规则如下表：

[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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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0081] 其中，模糊状态NB、NM、NS、ZO、PS、PM和PB分别表示负大、负中、负小、零、正小、正中

和正大，分别取值为-3、-2、-1、0、1、2和3；g0、g1、g2、g3、g4、g5和g6取值分别为0、1、2、3、4、5和

6；各模糊状态的隶属函数为三角形隶属度函数。

[0082] 在实际设计模糊模型函数过程中，模糊规则应当根据每个姿态角的控制规律作出

一定的调整，以保证模糊模型能够准确地描述姿态控制的动稳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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