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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ＶＣＦ电子海图，提出了一种对水下机器人进行路径规划的多目标遗传算法，采用可变长的实数

坐标编码、适应度函数评价了影响航路优劣的多个因素，设计了选择、交叉、变异、修补、删除等遗传算子以及

种群置换方法。在生成初始种群和设计遗传算子时引入领域知识，使所生成路径尽量不穿越障碍区域，有效

地提高了大范围路径规划算法的收敛速度。试验表明，采用该 ＭＯＧＡ算法进行路径规划可提高算法的收敛

速度和全局寻优能力。

关键词：多目标遗传算法；路径规划；ＶＣＦ；适应度函数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３７．９；ＴＰ２４２

　　自主式水下机器人（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ＡＵＶ）依据使命要求进行水下自主导航和

自主控制，在水下航行时跟踪预先规划好的航线，

并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动态局部规划。ＡＵＶ的航

线设计就是在已知海图上进行全局路径规划，路径

规划是ＡＵＶ研究及实用化的重要问题之一。在

数字地图中寻找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最优路径的

方法有很多［１，２］，ＡＵＶ在海洋环境中的路径规划问

题有其自身特点，可以利用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

本文根据ＶｅｃｔｏｒＣｈａｒｔＦｏｒｍａｔ（ＶＣＦ）矢量

数字海图，利用海洋／陆地、障航物、区域界线等要

素逻辑层提供的面状海岸地形信息以及水文／磁

要素逻辑层提供的点状洋流／潮流信息进行全局

路径规划。本文采用多目标遗传算法（ｍｕｌｔｉ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ＯＧＡ）进行路径规

划，与传统的遗传算法不同［３５］，在环境建模中充

分考虑了领域知识，并对ＶＣＦ海图上的有关区域

进行预处理，以提高遗传算法的搜索效率。

１　环境建模

本文ＡＵＶ的活动范围在中国东海区域，通

过解析这个区域的ＶＣＦ数字海图文件，将其转成

可以利用的环境模型。在环境建模中，将数字海

图中深度低于一定数值的岛屿、干出滩、明礁、暗

礁区域、禁航区等表示为障碍区域，另外，还将海

流速度高于ＡＵＶ最大抗流能力的高海流区域表

示为障碍区域。在海图中这些区域都以多边形描

述，这些多边形的顶点按顺时针方向顺序存储。

图形文件（．ｓｈｐ）记录了海图要素的坐标位

置数据，海图要素根据其几何特征分为点状要素、

线状要素、面状要素３类基本要素。面状要素在

海图上是由一条或一组线段包围的封闭区域，如

陆地、岛屿、湖泊、干出滩等。在海洋陆地层的图

形文件中，一片陆地是多个地理位置相邻的多边

形区域的并集，它由这些多边形区域拼接而成。

通过分析多边形之间的拓扑关系提取了陆地的完

整轮廓，供路径规划使用，图１显示了海岸陆地轮

廓提取的结果。

水下机器人在自主航行中需要绕开一些区域

如海中岛屿、明礁等，这些区域自然边界复杂，本

文对其进行凸包计算，用所得凸包近似替代障碍

区域，降低了对海洋环境建模的复杂性。本文利

用海图要素多边形顶点的有序性这一特性，删除

非凸包顶点，对多边形顶点进行以下两道检查：

① 判定顶点在线段的哪一侧以及顶点角的大小

决定多边形顶点的删／留，留下的点按多边形顶点

的顺序连接，而且这些顶点角的大小按递增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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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陆地轮廓提取

Ｆｉｇ．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ｏｎｔｏｕｒ

排列；② 对这些顶点用Ｇｒａｈａｍ扫描方法删去非

凸包顶点，最后得到多边形的凸包顶点。算法的

时间复杂性为犗（狀），而计算平面上无序的狀个点

的凸包需要的时间为犗（狀ｌｇ狀）。图２（ａ）为未经处

理的原图，该图右下方的海上岛屿经凸包计算后

得到了图２（ｂ），可以看到岛屿边界特征被简化

了，这降低了环境建模的复杂性。对于任意复杂

边界，可以依此方法处理，由此得到的环境模型有

效地缩小了搜索空间，提高了算法的搜索效率。

图２　岛域边界预处理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ｓ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

２　路径规划的多目标遗传算法

２．１　路径的编码

遗传算法的种群由路径构成，一个个体就是

一条路径。种群初始化，首先要对个体进行编码。

将整个环境表示为一个地理位置坐标系，坐标采

用实点数编码，能自然准确地表示位置信息。组

成个体的染色体用节点链表表示，每个节点存储

路径点的经纬度位置坐标（狓，狔），对应着水下机

器人由起始位置犛航行到目标位置犌 的经由点，

每个节点均在可行域中随机选择。由于采用链表

形式，染色体的长度可变。一条起点为犛，终点为

犌，由狀个经由点组成的路径可表示为（狓犛，狔犛）

（狓１，狔１）#、（狓犻，狔犻）#、（狓狀，狔狀）（狓犌，狔犌）。

２．２　路径的适应度评价函数

２．２．１　可行路径的评价函数

将ＡＵＶ的航程距离、航渡时间、安全性、平

滑程度、抗流等影响规划路径质量的因子作为评

价因素。一般来说，航程越短，航行时间也越短，

在评价函数设计中就不再考虑航渡时间了。

一条包含狀个路径节点的可行路径狆 通过

以下函数来评价：

犳Ｆｉｔ（狆）＝狑犱×ｄｉｓｔ（狆）＋狑犮×ｃｌｅａｒ（狆）＋狑狊×

ｓｍｏｏｔｈ（狆）＋狑犪×ａｎｔｉｆｌｏｗ（狆） （１）

式中，狑犱、狑犮、狑狊、狑犱 是权系数；ｄｉｓｔ（狆）、ｃｌｅａｒ

（狆）、ｓｍｏｏｔｈ（狆）、ａｎｔｉｆｌｏｗ（狆）分别为航程距离、航

行路径的安全程度、航行路径的光滑程度和海流

对航行路径的影响程度，其定义式如下：

ｄｉｓｔ（狆）＝∑
狀－１

犻＝１

犱（犿犻，犿犻＋１） （２）

式中，犱（犿犻，犿犻＋１）是两相邻节点犿犻 和犿犻＋１之间

的距离。

ｃｌｅａｒ（狆）∑
狀－１

犻＝１

ｅ－α
（犾犻－τ

） （３）

式中，犾犻是第犻条路径段和所有检测到的障碍物

间的最小距离；τ是按需要设置的安全距离，α为

调节系数。

ｓｍｏｏｔｈ（狆）＝∑
狀－１

犻＝２

ｅα
（θ犻－α

） （４）

式中，θ犻∈（０，π），θ犻是与节点犻相连的两个路径段

矢量之间的偏转角度。

ａｎｔｉｆｌｏｗ（狆）＝∑
狀－１

犻＝２

ｅα狘狋犻－β狘 （５）

式中，狋犻∈（－π，π］；狋犻是路径段犿犻犿犻
→
＋１与海流之间

的角度；β是期望控制角。

由试验分析可知，若与路径光滑度相关的权

值狑狊增大，则规划出的路径比较光滑，而若与安

全性相关的权值狑犮增大，则规划出的路径存在一

些曲折点并且路径距离障碍物比较远。如果进行

大范围长距离的全局路径规划，则应增大权值狑犱

以减少路径长度。而如果是在狭窄拥挤的小范围

作业环境中，则应增大狑犮以更加确保路径的安全

性。

２．２．２　不可行路径的评价函数

不可行路径的评价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与障

碍的相交次数、不可行线段与障碍的交叉深度、路

径总长。一条不可行路径狆犽由如下函数评价：

犳Ｕｎｆｉｔ＝ （狆犽）＝μ（狆犽）＋η（狆犽）＋狑×犱（狆犽）＋

ｍａｘ
狆犼∈Ｆｉｔ
犳Ｆｉｔ（狆犼） （６）

式中，μ（狆犽）是路径狆犽与障碍的总的相交次数；

η（狆犽）是每个不可行线段与障碍的平均相交次数；

犱（狆犽）是路径的总长度；狑为可调参数；ｍａｘ
狆犼∈Ｆｉｔ

是最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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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可行路径代价，该值的加入是为保证最差可行

路径的适应值优于最好的不可行路径。

２．３　初始种群的产生

初始种群由一定数目的个体组成，是遗传算

法进化计算的起点。在海图中根据ＡＵＶ的出发

点、终点确定搜索空间，当搜索空间范围较大时，

随机产生的初始种群中的路径个体可能会穿越障

碍区域，产生许多不必要的搜索过程，造成搜索效

率不高。因此，本文在生成初始种群时利用了领

域知识，对规划范围内的陆地（及相连的干出滩）

进行通视性检查，将凹形地域边界拉伸出来，减少

生成路径中不必要的弯路，以提高ＧＡ搜索效率。

如图３所示，海图中陆地经处理后生成一凸多边

形的边界，在该凸多边形的组成线段中按序任选

若干不相邻线段，在已选线段的外侧或内侧选取

相隔某一距离的点，即该点可在凸多边形区域外

部或其内部，但不能在障碍区域内。在凸多边形

的节点的外侧选取与之相距某一距离的点，该点

与凸多边形节点的连线到与该节点相连的两条线

段角度相等。由上述方法产生的点即为一条路径

的中间点，将这些中间点依次相连，再加上起始点

和终点则生成了一条初始路径。用同样方法产生

其他的初始路径，算法中初始种群的大小为２０，

个体的中间节点数取１０。

图３　初始路径的产生

Ｆｉｇ．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ａｔｈ

２．４　基于知识的遗传算子

本文设计了５类遗传算子：选择算子、交叉算

子、变异算子、修补算子、删除算子，设计时用到的

领域知识是遗传操作时尽可能地少引入不可行路

径。

１）采用随机联赛选择算子，每次选取犽个个

体之中适应度最好的一个个体遗传到下一代群体

中。这种方式使适应度值较好的个体具有较大的

生存机会。

２）采用单点交叉算子，也就是对于随机选择

的两个配对个体，若这两条路径的中间路径段有

交叉，则相互交换交叉点后的染色体，从而产生两

个新个体。交叉运算是产生新个体的主要方法，

它决定了遗传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图４）。

３）变异操作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算法的局部

搜索能力，并维持群体的多样性，防止出现早熟现

象。随机选择一个中间节点，在其邻域另选一不

在该路径上的点替代它。在遗传算法中，如果采

用固定的变异概率犘犿，则当犘犿取值很小时，变异

算子对群体不会产生影响，不利于新的基因的引

入；当犘犿取值很大时，有可能破坏群体中的优良

基因，使得算法收敛速度变慢甚至不收敛。本文

采用一种可变犘犿的方法，当个体的适应度好于种

群平均适应度时，犘犿取值很小或为零，否则犘犿取

值相对很大（图５）。

图４　交叉算子

Ｆｉｇ．４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图５　变异算子

Ｆｉｇ．５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４）为修补不可行的路径段，需要在路径段的

两端节点的中间插入一个合适的节点。在与路径

段相交的障碍区域的邻域运用局部搜索策略找到

合适的节点，使得与该点相连的两个新的路径段

不与障碍区域相交（图６）。

图６　修补算子

Ｆｉｇ．６　Ｒｅｐａｉｒ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５）删除算子适用于可行路径和不可行路径。

随机选取一中间节点，若将与之相邻的两个节点

直接相连能将不可行路径段变为可行路径段或降

低路径代价，则删除该节点（图７）。

２．５　种群置换方法

第狋代种群犡（狋）通过上述选择、交叉、变异、

修补、删除等遗传操作得到子代种群犡′（狋），但由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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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删除算子

Ｆｉｇ．７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于遗传算子操作过程的随机性，有可能破坏了父

代种群犡（狋）中适应度较好的个体，并且不能保证

每个子代个体都会优于父代个体。因此，应该通

过保留父代种群中的较优个体来加快算法的收敛

速度，但这也容易使得局部最优个体不易被淘汰

反而快速扩散，从而导致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不

强。如何制定和选择置换方法会对算法的性能有

一定的影响。本文的方法是分别对犡（狋）和犡′（狋）

进行降序排列，犡′（狋）中适应度较好的个体以置换

比犘狋（０＜犘狋＜１）替代犡（狋）中适应度较差的个

体，得到第狋＋１代种群犡（狋＋１）。通过试验发现

当犘狋较大时，也就是较多的父代个体被子代个体

替代时，算法出现了明显的早熟现象，而当犘狋较

小时，算法的收敛速度比较慢。为兼顾算法的收

敛速度和全局寻优能力，置换比犘狋取值在０．３至

０．６之间较为合适。

３　试验与结果分析

对水下机器人进行航路规划，在已知海图范

围内规划一条从起点至终点的不穿越障碍区域的

路径，起始位置为（１２２°２９′８″Ｅ，３７°８′５２″Ｎ），目标

位置为（１２２°２１′３５″Ｅ，３７°２４′５１″Ｎ），以航程距离、

安全性、平滑程度、抗流为优化目标，采用上述多

目标遗传算法进行全局路径规划。本文算法的终

止采用最大进化代数和设定收敛条件的复合准

则，终止条件为：若连续进化５代，最优解均未发

生变化，且种群的平均适应值提高不足１％，或算

法进化代数已达到了设定最大值１００。

遗传算法中运行参数的不同选取会对算法的

性能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试验，最终本文算法

中运行参数值确定为：交叉概率０．６，修补概率

０．２，删除概率０．１，变异概率动态可调。图８显

示了用本文的多目标遗传算法进行全局路径规划

的一次运行结果。在图８中，另一条不同于规划

生成路径的折线段是解析电子海图文件后将规划

区域内的陆地的凹形地域边界拉伸出来得到的。

由于初始种群产生的随机性和遗传算子选择应用

个体的随机性，每次全局规划运行的结果不尽相

同，但生成的路径的适应度值都比较接近。

图８　路径规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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