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782126.4

(22)申请日 2020.08.06

(71)申请人 中南大学

地址 410083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

路932号

(72)发明人 伍国华　刘欢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正奇专利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 43113

代理人 马强　王娟

(51)Int.Cl.

G06Q 10/06(2012.01)

G06K 9/62(2006.01)

 

(54)发明名称

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法、系统及存储介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法、

系统及存储介质，第一阶段是多无人机任务分配

阶段，将多无人机任务调度问题划分为多个单无

人机调度子问题，并提出嵌入禁忌表的模拟退火

算法实现多无人机任务分配；第二阶段是单无人

机任务调度阶段，根据第一阶段的任务分配方

案，考虑无人机平台的观测能力和任务的需求，

设计变邻域搜索下降算法，提供有效可行的任务

调度方案。第一阶段再根据第二阶段的反馈结

果，结合禁忌因子、转移因子与交换因子，对任务

分配方案进行迭代调整和更新，直到满足停止准

则。综上所述，针对多无人机协同任务调度问题，

提出了一种两阶段迭代优化方法。仿真实验验证

了本发明的优越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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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初始化多个无人机的任务分配方案A，A＝{a1,…,ak,…,am}；a1,…,ak,…,am分别对

应第1～第m个无人机的任务分配方案；k∈[1,m]；

S2、根据第k个无人机的任务分配方案ak，生成第k个无人机的调度方案sk；

S3、合并第1～第m个无人机的调度方案s1 ,s2,…,sm，获得完整的调度方案S，计算调度

方案S的总收益值；

S4、根据所述调度方案S，重新分配不可调度任务，生成新的任务分配方案A′，A′＝

{a′1,…,a′k,…,a′m}；

S5、根据第k个无人机的新的任务分配方案a′k，生成新的调度方案s′k；

S6、合并第1～第m个无人机的新的调度方案，获得新的调度方案S′，并计算新的调度方

案S′的总收益值；

S7、判断新的调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是否大于调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若大于，则用新

的调度方案S′替代调度方案S；

S8、返回步骤S4，直至达到设定的停止条件，输出最终的调度方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的具体实现过程

包括：

1)随机初始化隶属度βk,j,j∈T，T为任务集；T＝{1,2,...,n}，n为任务数量；

2)利用下式计算第k个无人机的聚类中心μk，并利用所述聚类中心μk评估每次聚类的质

量E，更新隶属度：

其中，b是平滑因子；xj是任务j的坐标；μs是簇s的中心坐标，即簇s的聚类中心；簇s即第s个

无人机；

3)判断聚类质量E是否满足精度误差要求，若满足，则进入步骤4)；否则，返回步骤2)；

4)初始化k＝1，将第k个无人机的任务调度方案ak设置为空集，被选择的任务数γ设置

为大于或等于|T|/m的最小整数，集合AT初始化为T；

5)根据任务与第k个无人机的隶属度，将集合AT的任务按降序进行排列；

6)将进行降序排列后的前γ个任务添加到ak，并从AT中删除这前γ个任务；令γ＝min

{ceil(|T|/m) ,|AT|}，k的值加1；其中，ceil( )表示返回大于或等于指定表达式的最小整

数；|T|、|AT|分别指集合T、AT中元素的个数；

7)判断集合AT是否为空集，若是，则执行步骤8)；否则，返回步骤5)；

8)合并a1,…,ak,…,am，得到任务分配方案A。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的具体实现过程

包括：

I)初始化调度任务集合zk和未调度任务集合uk为空集；

II)对每一个任务的下列指标：任务到基地的距离、时间窗持续时间、任务紧迫程度、任

务地理位置以及收益值进行评估，采用公式 得到每个任务的得分，得到所

权　利　要　求　书 1/4 页

2

CN 112016812 A

2



有任务的得分情况r；αq是 的权重， q＝1,2,…,5,i∈T， 表示任务i到基地

的距离， 表示任务i的时间窗持续时间， 表示任务i的紧迫程度， 表示任务i的

地理位置优势， 评估任务i的收益值；gi表示任务i的得分；

III)从r中选择得分最高的任务c；判断得分最高的任务c是否满足无人机任务调度模

型约束条件，若满足，则将该任务c加入到调度任务集合zk中；否则，将任务c添加到未调度

任务集合uk；

IV)从r中去除任务c；

V)返回步骤III)，直至r为空集，得到更新后的调度任务集合和未调度任务集合；

VI)合并更新后的调度任务集合和未调度任务集合，得到第k个无人机的调度方案sk。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之后，步骤S3之

前，还对第k个无人机的调度方案sk进行优化，具体优化步骤包括：

A)对第k个无人机的调度方案sk采用插入算子 进行优化，若找到比调度方案sk更优

的方案，则更新任务方案sk，转到步骤C)；否则，转入步骤B)；其中，插入算子 是指：选择

具有最高收益值的未调度任务，判断任务调度方案中是否存在最早开始时间晚于所选未调

度任务的最早开始时间的任务，若有，则将最早开始时间晚于所选未调度任务的最早开始

时间的任务筛选出来，放入插入位置候选集；从所述插入位置候选集中随机选择插入位置，

并判断插入筛选出来的任务之后的调度方案是否满足无人机任务调度模型约束条件，若满

足，则认为插入筛选出来的任务之后的调度方案优于所述任务调度方案；

B)对调度方案sk采用交换算子 进行优化，若找到比调度方案sk更优的方案，则更新

调度方案sk，转到步骤C)；否则，直接转到步骤C)；其中，交换算子 是指：选择一个收益值

最高的未调度任务，确定收益值低于所选任务收益值的调度任务，考虑约束条件和总调度

收益值最大化，选择满足无人机任务调度模型约束条件的调度任务作为更新后的调度方

案；

C)返回步骤A)，直到满足设定的最大迭代次数，得到优化后的无人机调度任务方案sk。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的具体实现过程

包括：

i)设定最高温度Tf、最大迭代次数lmax，初始化禁忌表为空集，初始化最优解连续保持不

变的迭代次数q、温度Tl；

ii)判断Tl＞Tf以及q＜lmax是否同时成立，若是，执行步骤iii)；否则，结束；

iii)将不可调度任务通过禁忌表重新分配给无人机，随机使用转移因子或者交换因子

扰乱调度方案S，生成新的任务分配方案A′。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7的具体实现过程

包括；

iv)初始化全局最优方案Sg，即用调度方案S替换全局最优方案Sg；若Δf≥0，则用新的

调度方案S′替代调度方案S；若当前方案优于全局最优方案Sg，则用新的调度方案S′替代全

局最优方案Sg；否则，判断exp(Δf/Tl)＞ξ是否成立，若是，则用新的调度方案S′替代调度方

权　利　要　求　书 2/4 页

3

CN 112016812 A

3



案S；其中，Δf为新的调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与调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的差值。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8的具体实现过程

包括：

v)记录未调度任务与无人机之间的对应关系，即若某一架无人机不能执行某个任务，

则在禁忌表相应的位置进行禁忌，同时将同一温度下的迭代次数h的值加1；其中，同一温度

下的迭代次数h的初始值为1；

vi)判断h≤hmax是否成立，若成立，则返回步骤iii)；否则，将迭代次数l的值加1，将温

度Tl更新为Tl×σ，返回步骤ii)；其中，hmax为马尔科夫链长度；σ为衰减因子；

当满足以下停止条件之一时，输出最终的调度方案；所述停止条件包括：更新后的温度

低于初始温度To；或者，最优解连续保持不变的迭代次数q等于最大迭代次数lmax；其中，所

述最优解是指步骤iv)输出的调度方案。

8.根据权利要求1～7之一所述的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多无人机

任务调度模型计算各调度方案的收益值；其中，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模型表达式为：

C1:

C2:

C3:

C4:

sti≤atik≤eti,k∈U；

C5:

C6:

C7:

其中，f表示调度任务的总收益；U为无人机集合，U＝{1,2,...,m}；ωi为任务i的收益

值；[sti ,eti]表示任务i所允许的最早开始时间和最晚结束时间；dti表示任务i的服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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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ti,j表示任务i到任务j的飞行时间；di,j表示任务i到任务j的距离；Lk,Ek,Nk分别表示第k

个无人机的最大航程，能量约束和内存容量；M为常数； 为二进制变量，表示第k个无人机

是否从任务i飞到任务j；atik表示第k个无人机到达任务i的时间；0，n+1分别表示每个无人

机的第一个虚拟任务和最后一个虚拟任务；i,j表示任务索引。

9.一种多无人机任务调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计算机设备；所述计算机设备被配置

或编程为用于执行权利要求1～8之一所述方法的步骤。

10.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特征在于，其存储有程序；所述程序被配置为用于执

行权利要求1～8之一所述方法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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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法、系统及存储介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人机任务调度技术，特别是一种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法、系统

及存储介质。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无人机(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广泛应

用于多个领域，比如交通巡查[1,2]、抗震救灾[3]、物流配送[4,5]、目标侦察[6]等。其中，无人机

交通数据采集[7]是一种新兴应用，是本发明研究的重点。交通数据采集是指获取不同时间

段的城市各道路交通流数据。传统的人工数据采集无疑会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车辆资源。更

糟糕的是，在高峰时段，交通拥堵会导致收集的数据存在严重的偏差。相比之下，无人机具

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可快速到达目的地。当前需要数据采集的路口分布在不同的区

域，且任务具有时效性，而多无人机执行能力强、工作效率高，因此多无人机交通数据采集

成为一种有潜力的数据采集方式。

[0003] 多无人机交通数据采集的核心在于多无人机协同任务调度，即如何在合理的时间

内，考虑无人机平台的观测能力和任务需求等约束条件下，规划出一个有效的多无人机协

同任务调度方案。多无人机协同任务调度本质上是一个NP-难组合优化问题[8]。精确算法很

难在合理时间内解决多无人机大规模问题，因此，为多无人机大规模任务调度问题设计有

效、切实可行的启发式算法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0004] 当前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面的研究主要采用智能优化算法。为提高方案的质量，

Jia[9]等人和Bai[10]等人在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GA)中嵌入禁忌搜索机制或改进

交叉变异因子。Zhen [1 1 ]等人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分布式蚁群搜索算法(ant  colony 

optimization，ACO)，实现察打一体集群无人机的任务调度，大量仿真实验验证了该算法的

鲁棒性。Zhu[12]等人将多无人机任务调度问题看作是团队定向运动问题的一种变形，提出

了一种高效的结合模拟退火算法(simulated  annealing，SA)的混合粒子群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HPSO-SA)来解决该问题。Chen[13]等人提出了一种改进的两阶

段狼群搜索算法，解决不确定条件下的多无人机任务调度问题。Wang[14]等人为改进任务调

度方案，设计了多目标约简变邻域搜索算法。在多无人机任务调度中，基于自组织映射

(self-organising  maps，SOM)的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15]也

成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除此之外，凭借着良好的灵活性、较强的容错能力和快速响应能

力，基于市场机制的分布式算法也被应用于多无人机的动态任务调度中，如拍卖算

法[16,17]，合同网[18]。

[0005] 根据当前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研究将多无人机任务调度问题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求解，导致求解效率低，特别是在解决大规模任务调度问题时，很有可能出现得

不到可行方案。目前，在解决大规模任务调度问题上，一些学者努力在解决框架上创新。

Deng[19]等人提出了一种异构对地观测资源的两阶段优化调度方法，包括区域目标分解阶

段和任务分配阶段。Ren[20]等人建立了一个由底层的单机器人和高层的规划中心组成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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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框架，并通过对比实验验证了其有效性。同样，少数学者[21][22]等人将分层思想应用于多

无人机任务调度中，实验结果表明分层思想可以有效平衡时效性和最优性。但是，目前基于

分层思想的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框架主要强调分而治之的想法，每层之间的联系并不强，缺

乏层层反馈、迭代优化的思想，这会导致在面临大规模任务调度问题时求解速率大大减缓，

求解质量大大降低。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提供一种多无人机任务调度

方法、系统及存储介质，有效地降低多无人机大规模任务调度问题的复杂性，保障调度方案

的质量。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初始化多个无人机的任务分配方案A，A＝{a1,…,ak,…,am}；a1,…,ak,…,am分

别对应第1～第m个无人机的任务分配方案；k∈[1,m]；

[0009] S2、根据第k个无人机的任务分配方案ak，生成第k个无人机的调度方案sk；

[0010] S3、合并第1～第m个无人机的调度方案s1,s2,…,sm，获得完整的调度方案S，计算

调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

[0011] S4、根据所述调度方案S，重新分配不可调度任务，生成新的任务分配方案A′，A′＝

{a′1,…,a′k,…,a′m}；

[0012] S5、根据第k个无人机的新的任务分配方案a′k，生成新的调度方案s′k；

[0013] S6、合并第1～第m个无人机的新的调度方案，获得新的调度方案S′，并计算新的调

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

[0014] S7、判断新的调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是否大于调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若大于，则

用新的调度方案S′替代调度方案S；

[0015] S8、返回步骤S4，直至达到设定的停止条件，输出最终的调度方案。

[0016] 本发明将多无人机任务调度问题划分成多个单无人机任务调度子问题，包含多无

人机任务分配阶段和单无人机任务调度阶段，两阶段迭代优化方法(即对任务分配方案和

任务调度方案进行迭代优化)能实现整体收益最大化，解决了现有技术大规模任务调度问

题时求解速率慢，求解质量低的问题。

[0017] 步骤S1的具体实现过程包括：

[0018] 1)随机初始化隶属度βk,j,j∈T，T为任务集；T＝{1,2,...,n}，n为任务数量；

[0019] 2)利用下式计算第k个无人机的聚类中心μk，并利用所述聚类中心μk评估每次聚类

的质量E，更新隶属度：

其中，b是平滑因子；xj是任务j的坐标；μs是簇s的中心坐标，即簇s的聚类中心；簇s即第s个

无人机；

[0020] 3)判断聚类质量E是否满足精度误差要求，若满足，则进入步骤4)；否则，返回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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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4)初始化k＝1，将第k个无人机的任务调度方案ak设置为空集，被选择的任务数γ

设置为大于或等于|T|/m的最小整数，集合AT初始化为T；

[0022] 5)根据任务与第k个无人机的的隶属度，将集合AT的任务按降序进行排列；

[0023] 6)将降序排序后的前γ个任务添加到ak，并从AT中删除这前γ个任务；令γ＝min

{ceil(|T|/m) ,|AT|}，k的值加1；其中，ceil( )表示返回大于或等于指定表达式的最小整

数；|T|、|AT|分别指集合T、AT中元素的个数；

[0024] 7)判断集合AT是否为空集，若是，则执行步骤8)；否则，返回步骤5)；

[0025] 8)合并a1,…,ak,…,am，得到任务分配方案A。

[0026] 本发明能快速生成初始多无人机任务分配方案，实现无人机之间的任务数量差距

尽可能小，从而有效缩减后期的迭代优化所消耗的时间。

[0027] 步骤S2的具体实现过程包括：

[0028] I)初始化调度任务集合zk和未调度任务集合uk为空集；

[0029] II)对每一个任务的下列指标：任务到基地的距离、时间窗持续时间、任务紧迫程

度、任务地理位置以及收益值进行评估，采用公式 得到每个任务的得分，得

到所有任务的得分情况r；αq是 的权重， 表示任务i

到基地的距离， 表示任务i的时间窗持续时间， 表示任务i的紧迫程度， 表示任

务i的地理位置优势， 评估任务i的收益值；gi表示任务i的得分；

[0030] III)从r中选择得分最高的任务c；判断最高的任务c是否满足无人机任务调度模

型约束条件；若满足，则将该任务c加入到调度任务集合zk中；否则，将任务c添加到未调度

任务集合uk；

[0031] IV)从r中去除任务c；

[0032] V)返回步骤III)，直至r为空集，得到更新后的调度任务集合和未调度任务集合；

[0033] VI)合并更新后的调度任务集合和未调度任务集合，得到第k个无人机的调度方案

sk。

[0034] 通过以上过程，可以快速得到初始可行的单无人机调度方案，为后期的单机调度

方案优化提供初始可行解。

[0035] 步骤S2之后，步骤S3之前，还对第k个无人机的调度方案sk进行优化，具体优化步

骤包括：

[0036] A)对第k个无人机的调度方案sk采用插入算子 进行优化，若找到比调度方案sk

更优的方案，则更新任务方案sk，转到步骤C)；否则，转入步骤

[0037] B)；其中，插入算子 是指：选择具有最高收益值的未调度任务，判断任务调度方

案中是否存在最早开始时间晚于所选未调度任务的最早开始时间的任务，若有，则将最早

开始时间晚于所选未调度任务的最早开始时间的任务筛选出来，放入插入位置候选集；从

所述插入位置候选集中随机选择插入位置，并判断插入筛选出来的任务之后的调度方案是

否满足无人机任务调度模型约束条件，若满足，则认为插入筛选出来的任务之后的调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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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优于所述任务调度方案；

[0038] B)对调度方案sk采用交换算子 进行优化，若找到比调度方案sk更优的方案，则

更新调度方案sk，转到步骤C)；否则，直接转到步骤C)；其中，交换算子 是指：选择一个收

益值最高的未调度任务，确定收益值低于所选任务收益值的调度任务，考虑约束条件和总

调度收益值最大化，选择满足无人机任务调度模型约束条件的调度任务作为更新后的调度

方案；

[0039] C)返回步骤A)，直到满足设定的最大迭代次数，得到优化后的无人机调度任务方

案sk。

[0040] 基于步骤S2的单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案，采用变邻域搜索下降算法进行优化，能够

实现单无人机执行任务的收益值最大化。

[0041] 步骤S4的具体实现过程包括：

[0042] i)设定最高温度Tf、最大迭代次数lmax，初始化禁忌表为空集，初始化最优解连续

保持不变的迭代次数q、温度Tl；

[0043] ii)判断Tl＞Tf以及q＜lmax是否同时成立，若是，执行步骤iii)；否则，结束；

[0044] iii)将不可调度任务通过禁忌表重新分配给无人机，随机使用转移因子或者交换

因子扰乱调度方案S，生成新的任务分配方案A′。步骤S7的具体实现过程包括；

[0045] iv)初始化全局最优方案Sg，即用调度方案S替换全局最优方案Sg；若Δf≥0，则用

新的调度方案S′替代调度方案S；若当前方案优于全局最优方案Sg，则用新的调度方案S′替

代全局最优方案Sg；否则，判断exp(Δf/Tl)＞ξ是否成立，若是，则用新的调度方案S′替代调

度方案S；其中，Δf为新的调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与调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的差值。

[0046] 本发明采用Metropolis准则接受恶化解，有助于算法跳出局部最优解，提升了算

法的寻优能力和勘探能力。

[0047] 步骤S8的具体实现过程包括：

[0048] v)记录未调度任务与无人机之间的对应关系，即若某一架无人机不能执行某个任

务，则在禁忌表相应的位置进行禁忌，以避免在短时间内未调度任务重复分配给同一无人

机，同时将同一温度下的迭代次数h的值加1；其中，同一温度下的迭代次数h的初始值为1；

[0049] vi)判断h≤hmax是否成立，若成立，则返回步骤iii)；否则，将迭代次数l的值加1，

将温度Tl更新为Tl×σ，返回步骤ii)；其中，hmax为马尔科夫链长度；σ为衰减因子；

[0050] 当满足以下停止条件之一时，输出最终的调度方案；所述停止条件包括：更新后的

温度低于初始温度To；或者，最优解连续保持不变的迭代次数q等于最大迭代次数lmax；其

中，所述最优解是指步骤iv)输出的调度方案。

[0051] 通过步骤S8对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案不断迭代优化，能有效降低原始大规模任务

调度问题的复杂性，并且提高任务调度方案的质量。

[0052] 利用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模型计算各调度方案的收益值；其中，多无人机任务调度

模型表达式为：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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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C1:

[0055]

[0056] C2:

[0057]

[0058] C3:

[0059] C4:

[0060] sti≤atik≤eti,k∈U；

[0061] C5:

[0062] C6:

[0063] C7:

[0064] 其中，f表示调度任务的总收益；U为无人机集合，U＝{1,2,...,m}；ωi为任务i的

收益值；[sti,eti]表示任务i所允许的最早开始时间和最晚结束时间；dti表示任务i的服务

时间；ti,j表示任务i到任务j的飞行时间；di,j表示任务i到任务j的距离；Lk,Ek,Nk分别表示

第k个无人机的最大航程，能量约束和内存容量；M为常数； 为二进制变量，表示第k个无

人机是否从任务i飞到任务j；atik表示第k个无人机到达任务i的时间；0，n+1分别表示每个

无人机的第一个虚拟任务和最后一个虚拟任务；i,j表示任务索引。

[0065] 构建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模型，是对大规模多无人机任务调度问题的深度剖析，能

够更加直观地表明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大规模多无人机任务调度问题，确保问题的解析方向

准确，更好地解决无人机任务调度问题。

[006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多无人机任务调度系统，其包括计算机设备；所述计算机设

备被配置或编程为用于执行上述方法的步骤。

[0067] 作为一个发明构思，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存储有程序；所

述程序被配置为用于执行上述方法的步骤。

[006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具有的有益效果为：

[0069] 1、本发明将多无人机任务调度问题划分成多个单无人机任务调度子问题，包含多

无人机任务分配阶段和单无人机任务调度阶段，两阶段迭代优化方法(即对任务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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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务调度方案进行迭代优化)能实现整体收益最大化；

[0070] 2、本发明的方法能有效平衡时效性和最优性，仅耗时2.36s可获得较优的调度方

案，收益率高达84.5％。

附图说明

[0071] 图1为本发明方法流程图；

[0072] 图2(a)为VND算法邻域结构中插入算子 的原理图；图2(b)为VND算法邻域结构

中交换算子 的原理图；

[007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仿真场景图；

[0074] 图4(a)为本发明实施例不同案例的收益率；图4(b)本发明实施例不同案例的调度

任务数；

[0075] 图5为本发明仿真实验中SATL-VND收敛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76] 多无人机协同任务调度的状态空间随着无人机、任务数量呈指数增长，这使得该

问题的解空间面临严重的组合爆炸问题。而传统的任务调度算法很难在合理的运行时间内

生成高质量的方案。为解决这个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分而治之策略的集群无人机

任务调度框架(a  multi-UAV  task  scheduling  framework  based  on  divide  and 

conquer,DCF)。该框架将复杂问题简化为多个单机调度子问题，每个子问题将会被独立解

决。考虑到问题的分解可能会影响最终求解结果的全局最优性，因此在求解多无人机协同

任务调度问题过程中，复杂问题的分解与子问题的求解结果这两个过程会交互地进行。该

框架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多无人机任务分配阶段，实现原始问题划分；第二阶段是单

个无人机的任务调度阶段，是子问题的求解过程。基于分而治之策略的调度框架如图1所

示。

[0077] 在任务分配阶段，只考虑任务的地理位置，采用基于均衡原理的模糊C均值聚类算

法来实现任务分配方案的初始化。因此，分配方案中的任务是没有执行任务顺序的，无人机

也不能确定是否能完成该任务。根据每个无人机的调度结果，设计三种调整因子(禁忌因

子，转移因子，交换因子)来调整和改进分配方案，从而获得更好的调度方案。其中，禁忌因

子是采用禁忌表来记录未调度任务和多个无人机之间的分配关系，能有效避免在短期内将

相同的未调度任务分配给同一架UAV(无人机)。转移因子是指一架UAV将其调度方案中的一

个调度任务转移到另一架UAV。交换因子是指两架UAV彼此交换一项调度方案中的任务。

[0078] 在单个UAV调度阶段，根据单个UAV的任务分配方案，设计一种VND算法来实现每个

UAV的调度任务方案。调度方案中的任务是遵循执行顺序并一定能被无人机执行完成的。其

中，单个UAV的调度结果可以视为调度子方案。通过合并所有子方案可以获得所有无人机的

总体调度方案。

[0079] 在多无人机任务调度过程中，上述两个阶段迭代交互进行，直到满足停止准则为

止。停止准则有两种：(1)模拟退火算法的最低温度，(2)解连续保持不变的最大迭代次数。

在每次迭代中，第二阶段中的未调度任务将通过禁忌因子在下一个第一阶段中被重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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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为了能够跳出局部最优，该算法在某些迭代中通过转移因子或交换因子破坏某两个单

无人机可行的调度方案。分而治之调度框架将多UAV任务调度问题转换为多个单UAV调度问

题，有效降低了原始问题的复杂性。基于分而治之策略的调度框架主要步骤如下：

[0080] Step  1：构建以最大化任务收益为目标函数的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模型；

[0081] Step  2：采用基于均衡原理的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FCME)初始化任务分配方案A，A

＝{a1,…,ak,…,am}；

[0082] Step  3：基于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模型，根据无人机k的任务分配方案ak，采用VND算

法生成无人机k的调度方案sk；

[0083] Step  4：合并所有的单机调度方案s1,s2,…,sm，从而获得多无人机调度方案S，将

调度方案中的调度任务收益值一一累加起来，得到多无人机调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

[0084] Step  5：根据多无人机调度方案S，将不可调度任务通过SATL(基于禁忌表的模拟

退火算法)算法重新分配，生成新的任务分配方案A′，A′＝{a′1,…,a′k,…,a′m}；

[0085] Step  6：根据无人机k的新任务分配方案a′k，采用VND算法生成调度方案s′k；

[0086] Step  7：合并所有的单机调度方案s′1,…,s′m，从而获得多无人机调度方案S′，将

调度方案中的调度任务收益值一一累加起来，得到多无人机调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

[0087] Step  8：判断方案S′的总收益值是否大于S的总收益值，若大于，则方案S′替换方

案S，S←S′；

[0088] Step  9：返回Step  5，重复上述步骤直到满足停止准则，停止准则有两种：(1)模拟

退火算法的最低温度，(2)解连续保持不变的最大迭代次数。最终实现收益值最大化，完成

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模型的求解。

[0089] 多无人机任务调度问题可以近似地视为带有时间窗的车辆路径问题(VRPTW

)[23,24]。参考经典的VRPTW模型以及结合多无人机调度问题的独特特征，构建多无人机协同

任务调度模型。假设任务是互相独立的且被赋予特定的收益值、最早开始时间和最晚结束

时间。表1列出任务调度模型中使用的所有符号。

[0090] 表1符号定义

[0091]

[0092] 假设0，n+1分别表示每个UAV的第一个虚拟任务和最后一个虚拟任务。定义两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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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决策变量。一个表示无人机k是否从任务i飞到任务j，它由一个二进制变量定义 如

果无人机k从任务i飞到任务j，则 否则， atik表示无人机到达任务的时间。如

果无人机不执行任务，则atik等于无穷大；否则，atik等于实际到达时间。多无人机任务调度

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0093]

[0094] C1:

[0095]

[0096] C2:

[0097]

[0098] C3:

[0099] C4:

[0100] sti≤atik≤eti,k∈U    (8)

[0101] C5:

[0102] C6:

[0103] C7:

[0104] 在调度模型中，目标函数f是最大化调度任务的总收益。约束C1表示每个无人机必

须从基地(即任务0)开始，完成任务后返回基地(即任务n+1)。约束C2表示每个真实任务最

多具有一个前序任务和一个后继任务。C3指对于每个实际任务和每个UAV，前序任务的数量

等于后继任务的数量。约束C4-C7分别表示时间窗约束、最大航程约束、能量约束和内存容

量约束。C1-C7即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模型的约束条件。

[0105] 大规模任务调度问题面临着计算复杂性的挑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发明采用

FCME聚类算法[26]将大规模任务划分成几个簇，从而得到每个无人机的初始任务分配方案。

与传统的基于划分的聚类算法不同的是，FCME设定隶属度这一指标βk,j来表示无人机k和任

务j之间的关系。隶属度βk ,j越大表示无人机k和任务j的关系越密切。首先随机初始化隶属

说　明　书 8/20 页

13

CN 112016812 A

13



度，接着利用相关公式不断计算聚类中心，评估每次聚类的质量E以及更新隶属度，直到E满

足误差要求。为了降低分配给不同无人机的任务数量的方差，本发明设定分配给每个无人

机的最大任务数量。最后，根据隶属度和最大任务数分配任务。

[0106] FCME聚类算法的主要步骤如下：

[0107] Step  1：随机初始化隶属度βk,j,k∈[1,m],j∈T(任务集T，无人机数量m)；

[0108] Step  2：根据以下公式，不断计算聚类中心μk，评估每次聚类的质量E以及更新隶

属度。

[0109]

[0110]

[0111]

[0112] 其中，b是平滑因子，一般是设定为2；xj是任务j的坐标。

[0113] Step  3：判断E是否满足精度误差要求(误差要求可根据实际使用需要设定)，若满

足，则转到Step  4；否则，转到Step  2；

[0114] Step  4：将初始无人机k的任务调度方案ak设置为空集，即 被选择的任务

数γ设置为大于或等于|T|/m的最小整数；集合AT初始化为T；无人机索引k←1；

[0115] Step  5：根据任务与簇k的隶属度，集合AT的任务按照降序进行排列；

[0116] Step  6：将降序排列后的前γ个任务添加到ak，并从AT中删除这些任务；

[0117] Step  7：γ←min{ceil(|T|/m) ,|AT|},k←k+1；

[0118] Step  8：判断集合AT是不是空集，若不是空集，则转到Step  5；否则，执行Step9；

[0119] Step  9：A←{a1,a2,…,am}，获得初始任务调度方案A。

[0120] 变邻域下降(variable  neighborhood  descent,VND)是一种元启发式算法，最初

由Mladenovic和Hansen[25]提出来解决组合优化问题。给定一个初始解x，VND算法通过依次

使用多个邻域结构来优化初始解。 表示初始解x的第p个邻域结构。如果在第p个邻域

结构中可以找到更好解，则VND算法接收更好解，并重新返回到第一个邻域结构，进行进一

步搜索。否则，VND算法对当前解使用第p+1个邻域结构进行解的搜索。值得注意的是，只有

改进的解才会进行被接受。

[0121] (1)初始解生成

[0122] 为了产生初始可行的调度方案，提出一种贪婪算法，即最高得分优先分配算法

(highest-score-first-assigned  algorithm,HSFA)。所有任务均根据评估指标进行评分，

并且每次都优先分配得分最高的任务。在HSFA算法中，本发明选用5个指标来评价每个任务

的价值，即 表示任务i到基地的距离， 表示任务i的时间窗

持续时间， 表示任务i的紧迫程度， 表示任务i的地理位置优势， 评估任务i的

收益值。所有的指标将会归一化，则任务i的得分(gi)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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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0124] 其中，αq是 的权重，

[0125] 所有任务均按照其相关得分按降序排列，并且每次优先调度分数最高的任务。

HSFA算法主要步骤如下：

[0126] Step  1：初始化调度任务集合和未调度任务集合

[0127] Step  2：对每一个任务到基地距离、时间窗持续时间、任务紧迫程度、任务地理位

置以及收益值这5个指标进行评估，采用公式(12)对这些指标进行加权，得到每个任务的得

分，得到所有任务的得分情况r；

[0128] Step  3：从r中选择得分最高的任务c；

[0129] Step  4：判断选出来得分最高的任务c是否满足多无人机任务调度模型中的所有

约束条件C1-C7，如果满足约束条件，则将该任务c加入到调度任务集合zk中；

[0130] 否则，将任务c添加到未调度任务集合uk；

[0131] Step  5：从r中去除任务c；

[0132] Step  6：转到Step  3，重复上述步骤，直到r为空集。

[0133] Step  7：合并zk和uk，得到无人机的初始调度任务方案sk。

[0134] (2)邻域结构

[0135] 待分配任务被分为调度任务和未调度任务。VND算法中的邻域结构是为未调度任

务设计的。在进行解改进之前，未调度任务将根据其收益值进行排序，尽可能优先调度收益

值高的任务。本发明构建了两种邻域结构，如下所示：

[0136] 1)插入算子 选择一个未调度任务，将其插入到一个完整的任务调度方案中。

更具体地说，该算子可以描述为：首先，选择具有最高收益值的未调度任务。然后，判断任务

调度方案中是否存在任务的最早开始时间晚于所选未调度任务的最早开始时间，并将满足

要求的调度任务筛选出来作为插入位置候选集。最后，从候选集中随机选择插入位置并判

断是否满足所有的约束条件。该算子的具体含义如图2(a)所示。

[0137] 2)交换算子 选择一个未调度任务，在满足约束条件的前提下，与任务调度方

案中的一个任务进行交换。

[0138] 如图2(b)所示，首先，选择一个收益值最高的未调度任务。然后，确定收益值低于

所选任务收益值的调度任务。最后，考虑约束条件和总调度收益值最大化，选择被交换的调

度任务。

[0139] 具体步骤如下：

[0140] Step  1：对无人机k的初始调度任务方案sk采用插入算子 进行优化，若能找到

比初始任务方案更优的方案，则更新任务方案sk，转到Step  3；否则，转Step  2；

[0141] Step  2：对方案sk采用交换算子 进行优化，若能找到比初始任务方案更优的方

案，则更新任务方案sk，并转到Step  3；否则，直接转到Step  3；

[0142] Step  3：转到Step  1，直到满足最大迭代次数为止，最终得到优化后的无人机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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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方案sk。

[0143] 基于分而治之的调度框架，本发明提出嵌入禁忌表的模拟退火算法(SATL)来完成

多架无人机之间的任务重新分配。完成任务重分配之后，VND算法为每架无人机生成一个任

务调度方案。综上所述，针对多无人机任务调度问题，提出一种基于VND算法的SATL算法

(SATL-VND)。SATL-VND算法的主要步骤如下：

[0144] Step  1：根据初始任务分配方案A，A＝{a1,…,ak,…,am}，采用VND算法得到每个无

人机的单机调度方案sk,k∈[1,m]；

[0145] Step  2：合并单机调度方案s1,s2,…,sm，获得完整的调度方案S，将调度方案中的

调度任务收益值一一累加起来，得到多无人机调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

[0146] Step  3：人为设定初始温度To、最高温度Tf、最大迭代次数lmax、马尔科夫链长度

hmax、衰减因子σ，初始化禁忌表为空集，初始化迭代次数计数l、全局最优方案Sg、最优解连

续保持不变的迭代次数q以及温度Tl，l←1,Sg←S,q←1,Tl←To；

[0147] Step  4：判断是否满足Tl＞Tf且q＜lmax，若满足，执行Step  5；否则，结束进程。

[0148] Step  5：h←1；

[0149] Step  6：将不可调度任务通过禁忌因子(禁忌表)重新分配给其他无人机，随机使

用转移因子或者交换因子扰乱单机调度方案，最终生成新的任务分配方案A′；

[0150] Step  7：根据初始任务分配方案A′，A′＝{a′1,…,a′k,…,a′m}，采用VND算法得到

所有无人机的单机调度方案s′k,k＝1,2,…,m,；

[0151] Step  8：合并所有的单机调度方案s′1,…,s′m，获得完整的调度方案S′，将调度方

案中的调度任务收益值一一累加起来，得到多无人机调度方案S′的总收益值；

[0152] Step  9：计算收益值差值，Δf＝F(S′)-F(S)；

[0153] Step  10：如果Δf≥0，则用方案S′替代S，S←S′，若当前方案优于全局最优方案，

则Sg←S′；否则，判断exp(Δf/Tl)＞ξ(ξ是0到1之间的随意值)若满足，则S←S′；

[0154] Step  11：更新禁忌表，h←h+1；

[0155] Step  12：判断h≤hmax，若满足，则转到Step  6；否则，l←l+1，Tl←Tl×σ，转到Step 

4，最终得到收益值最大化的多无人机调度任务方案S。

[0156] 在任务重分配阶段中，设计了三种调整因子来指导任务分配过程，包括禁忌因子、

转移因子和交换因子，如图1所示。所有未调度任务都会根据禁忌因子随机分配给多个无人

机。禁忌因子是指禁忌表，用于记录最近的任务分配操作以确定哪些任务分配给哪架无人

机，从而避免在每次迭代中将相同的未调度任务频繁地分配给相同的无人机，进而防止SA

算法过早收敛。转移因子和交换因子对两个可行的调度方案之间进行任务重分配来使调度

方案多样化。转移因子和交换因子将在某些特定的迭代中随机选择操作。其中，转移因子是

指一架无人机将调度方案中的一项任务转移到另一架无人机。交换因子意味着两架无人机

彼此交换一项调度方案中的任务。

[0157] 本发明实施例仿真实验将本发明方法与其他三种聚类算法进行比较，验证FCME对

于初始任务分配方案的有效性。除此之外，为了有效评估SATL-VND算法的性能，与分支定界

算法、7种启发式算法进行对比仿真实验。实验主要在一台Dell  PC上进行，其配置为Core 

i5-8400  2 .80GHz  CPU，8G内存，以下算法均采用MatlabR2016b软件编程实现，选用

CPLEX12.5作为精确的MIP求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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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8] 如图3所示，仿真场景应用范围为100km×100km，椭圆和五角星分别代表障碍物和

无人机基地。场景中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可以通过APPATT算法[27]获得。任务是随机分布在

仿真场景中，调度时段是上班早高峰，从早上7点到9点，任务的时间窗持续时间是10s到45s

之间任意一个时间段。本发明假设所有无人机都是同一类型的。无人机的相关参数和SATL-

VND算的参数分别如表2、表3所示。

[0159] 指标λ表示当迭代次数是λ的倍数时，采用转移因子或者交换因子来多样化分配方

案。最大迭代次数lmax表示最优解连续保持不变的迭代次数。本发明通过反复实验的方法确

定禁忌长度τ：利用6种案例(任务数量是40、60、80、100、200和300)，通过实验探讨禁忌表对

算法性能的影响。根据实验，当任务数量低于100时，禁忌表的长度为2，SATL-VND算法能达

到最佳性能；当任务数量超过100时，禁忌表的长度为4，SATL-VND算法能达到最佳性能。

SATL-VND的其他参数的配置方法，也是基于上述方法，通过大量仿真实验分析得到的。

[0160] 表2无人机参数

[0161]

[0162] 表3  SATL-VND的参数设置

[0163]

[0164] 为了体现FCME算法的优越性，本实施例选择K-means算法、FCM算法和CURE算法作

为对比算法。现有10组观测任务，其中8组(C1-C8)的观测任务是随机分布的，而剩余2组

(C9，C10)的观测任务分布是非凸的。由于评价初始任务分配方案存在难点，本发明实施例

从最终的调度结果、运行时间两个方面评价上述聚类算法的性能。对比实验结果如表4所

示。其中，Num_T和Num_U分别表示任务数量和无人机数量。收益率是指调度任务所获得的收

益值与总任务收益值之间的比值。从表4中可以发现，与K-means、FCM和CURE算法相比，FCME

为C1-C8都生成最好的目标函数值。在求解C9、C10时，基于划分的聚类算法(K-means、FCM和

FCME)的求解性能不如基于层次的聚类算法CURE，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相对较差的初始分配

方案通过不断迭代优化仍能得到较优的调度方案。而且，这三种初始分配方案通过迭代优

化得到的调度方案相差不大，运行时间也相近，这表明常规的基于划分的聚类算法基本能

满足初始任务分配方案的要求。

[0165] 表4各聚类算法对各案例的求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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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6]

[0167] 为了测试SATL-VND算法的有效性，首先选择CPLEX求解器中的精确算法——分支

定界算法作为对比算法，可直观地感受SATL-VND算法所求解与最优解之间的差距。本发明

实施例设计9组案例，其任务数量分别是40、60、80、100、120、140、160、180和200。9组案例的

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包括运行时间、收益率、调度任务数以及与最优解的差距。SATL-VND算

法是随机算法，在求解任务分配问题时，运行SATL-VND20次。

[0168] 表5与分支定界算法的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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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9]

[0170] 从表5中可以发现，CPLEX为每一个案例都生成了最优的平均目标函数值，但是不

予否认的是消耗了大量的计算资源。例如，在求解案例C16时，CPLEX需要运行超过4个小时

才能获得最优解，因此，CPLEX不适合求解大规模任务调度问题。然而，SATL-VND却能在短时

间内获得次优解。在求解案例C17-C19时，SATL-VND所获得的解与最优解仅相差4％，然而运

行时间却不超过6s。此外可以发现，与收益率相比，两种算法求得的方案中的调度任务数量

相差有点大，这表明在能力有限的条件下，SATL-VND优先选择高收益值的任务。

[0171] 由于CPLEX在求解大规模任务调度问题上非常耗时，无法进一步验证SATL-VND算

法在求解大规模任务调度问题上的性能。因此，本发明选用了7种启发式算法作为求解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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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任务调度问题上的对比算法。实验目的主要有两点：

[0172] (1)验证分而治之调度框架的有效性。(2)验证SATL-VND算法中禁忌因子、转移因

子与交换因子的可行性。

[0173] 目前，针对最大化收益的多无人机调度研究较少，因此，参考传统多无人机调度方

法以及将多无人机大规模任务调度问题看作一个整体的思想，本发明设计了四种对比算

法，即禁忌搜索算法(tabu  search ,TS) [28]、基于自适应惯性权重的离散粒子群算法

(discret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with  self-adaptive  weight,

ADPSO)[29]、大规模邻域搜索算法(large  neighborhood  search  LNS)[30]和HSFA算法。

[0174] 除此之外，基于分而治之框架的不同调度算法也作为对比算法，包括SATL-H算法、

SA-VND算法和没有转移因子以及交换因子的SATL-VNDI算法，这一系列算法统一称为SA系

列算法。HSFA是确定性算法，因此只需运行HSFA一次求解每个案例对应的任务分配问题。而

其余7个算法是随机性算法，在求解任务调度问题时，运行这7个算法各20次。仿真实验结果

如表6、图4(a)、图4(b)所示。表6中的最后一列表示收益值的变异系数，即调度任务收益值

的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

[0175] 从图4(a)中可以发现，在传统的四种任务调度算法中，LNS算法优于其他三种算

法，但不及SA系列算法有效。LNS和SA系列算法均采用破坏和修复策略来跳出最优解，同时

通过反复迭代方式调整当前解来搜索该问题的优化解。但是，他们在框架和解搜索策略上

存在差异。在框架方面，SA系列算法都是采用分而治之的框架，即将多无人机大规模任务调

度问题划分成多个单机小规模任务调度子问题。然而LNS算法却是将多无人机大规模任务

调度问题看作一个整体。与LNS算法随机选择移除任务的解搜索策略不同，SA系列算法每一

次重规划不可调度任务并且在某些迭代中破坏可行方案。此外，与SATL-VNDI算法相比，

SATL-VND算法凭借转移因子和交换因子多样化方案，从而获得更优质的方案。从表6中可以

发现，由于HSFA采用了简单的贪婪规则，它求解时间低至毫秒级。SATL-VNDI算法每次只需

要重规划不可调度任务，舍去解的扰动操作，从而节省了大部分时间。但是，ADPSO算法采用

群体智能搜索策略，导致运行时间随着任务规模的扩大而延长。由于LNS算法反复破坏和修

复方案，它也消耗大量的时间。

[0176] 虽然SATL-VND算法和SA-VND算法都采用分而治之的框架，但是SATL-VND在解的质

量上还是优于SA-VND算法。主要是因为在SATL-VND中嵌入的禁忌表可以增强SA的勘探能

力。虽然在理论上证明，SA在有足够运行时间和恰当退火策略的情况下，能够收敛到全局最

优解。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SA在实际应用中通常易于收敛到局部最优解。因此，使用SA

时，确保解的多样化具有重要作用。禁忌表策略是受到禁忌搜索的启发，通过禁忌表可以禁

止短期循环和重访，从而防止SA过早收敛。SA-VND和SATL-VND获得任务调度方案所需的时

间接近，这表明，与SA相比，在没有明显增加时间消耗的前提下，SA-TL可以生成更好的任务

调度方案。此外，由表6中的变异系数可以发现，SATL-VND在解决大规模调度问题上比SA-

VND算法更加稳定。

[0177] 总而言之，分而治之的调度框架能有效解决多无人机大规模任务调度问题。SATL-

VND算法能平衡时效性与解的质量，是解决多无人机大规模任务调度问题的首选方法。在某

些实时性要求很高的条件下，可选用HSFA算法或者SATL-VNDI算法，以性能换时效。

[0178] 表6各种任务调度算法对各案例的求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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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9]

[0180] 为了进一步测试，本实施例的仿真实验场景选用中国长沙雨花区(N28  02’,E112 

57’)。在仿真实验场景下选择100个十字路口作为交通数据采集任务点，并将长沙市交通指

挥中心作为无人机的基地。假设场景中总共有6架大疆无人机，其飞行航程是18km，飞行速

度是50km/h。调度时段为早上7点到早上9点，每个任务的时间窗持续时间为10s～45s之间

的任意值。调度方案如表7所示，收益率的收敛图如图5所示。SATL-VND算法所得的收益率为

84.5％，运行时间为2.36s。

[0181] 如图5所示，SATL-VND在第20代能找到满意解，这表明SATL-VND算法具有很强的勘

探能力。解多样化策略(即交换因子与转移因子)和Metropolis准则能避免SATL-VND算法过

早收敛于局部最优解。最终，SATL-VND在第63代搜索到最优解。根据停止准则(2)解连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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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变的最大迭代次数，算法在第93代收敛，最优收益率为84.5％。

[0182] 表7长沙雨花区任务调度方案

[0183]

[0184] 本发明基于分而治之框架，提出了两阶段迭代优化方法来解决多无人机大规模任

务调度问题。该框架将多无人机任务调度划分为多无人机任务分配阶段和单无人机任务调

度阶段。在任务分配阶段，基于禁忌因子、转移因子与交换因子，提出了基于禁忌表的模拟

退火算法(SATL)，能够有效加强多个单无人机任务调度方案之间的交流，努力最大化多无

人机系统的收益值。在单无人机任务调度阶段，考虑到无人机平台能力和任务需求，提出了

变邻域下降搜索算法(VND)来实现单无人机任务调度。这两个阶段不断迭代、交叉进行，直

到满足停止准则。大量的仿真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可以获得以下结论：

[0185] (1)与分支定界算法相比，SATL-VND算法能获得近似最优任务调度方案，与CPLEX

求得的最优解差距仅有6％。

[0186] (2)在本发明设计的8种启发式任务调度方法中，SATL-VND算法效果最好，能有效

平衡时效性和最优性。

[0187] (3)在真实场景下的仿真实验中，SATL-VND算法仅耗时2.36s可获得较优的调度方

案，收益率高达84.5％。这表明，SATL-VND算法可作为实际任务调度问题的一种解决算法，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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