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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潜艇多目标作战的任务调度问题，针对处理器服务的作战任务队列，提出了基于目标信息增量

的作战任务调度算法。运用信息处理系统计算各目标信息增量来描述作战系统对各目标状态的了解程度，并

分别给出了作战系统目标探测、识别和跟踪过程中信息增量的计算方法。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定量描

述作战任务调度和目标信息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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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艇作战系统的任务是针对多目标的多任务

并发执行的过程［１］。潜载传感器系统资源有限，

往往不能获得目标的所有信息特征，即目标信息

存在不确定性。多任务并发条件下，指控系统在

任务调度和决策过程中，如果信息处理系统不考

虑目标信息的不确定性，将难以实现合理的任务

分配和调度。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描述信息不确定

性的方法，例如模糊数学、粗糙集理论和灰色系统

等。这些方法虽然在处理信息的不确定、不完整、

不精确性方面显示出很好的性能［２７］，却难以用于

作战任务调度，这主要是由于火控系统任务的复

杂性，使得目标的信息特征难以定量描述。

本文阐述了传感器系统对目标信息采样过程

中目标信息增量的计算方法，并进一步将目标信

息增量用于指控系统的多目标任务调度。

１　潜艇多目标作战任务的形式化描述

潜艇作战系统任务调度问题就是针对多个目

标，研究如何优化一组具有顺序关系的作战任务

的执行顺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作战系统的效能。

数据驱动的任务调度条件下，被激活的任务

到达处理器的连续性和并发性形成处理服务作战

任务队列。设任务类型狋＝１，２，…，犜，目标类型

犿＝１，２，…，犕，任务队列为：

ｔａｓｋ狋，犿狘狋＝１，２，…，犜；犿＝１，２，…，｛ ｝犕

其中，ｔａｓｋ狋，犿表示对目标犿 执行任务狋。划分传

感器的检测区域为犮个离散单元（犮＝１，２，…，犆），

每个单元至多存在一个目标。每个单元的状态取

自集合犿＝０，１，２，…，犕 中的一个元素，其中，犿

＝０代表单元中不存在目标，犿＝１，２，…，犕 代表

单元中存在的目标类型编号。一个传感器一次只

能对一个单元进行采样。

作为潜艇作战系统的一个被控子系统，传感

器系统每隔一定时间对环境进行采样，这将增强

作战系统对环境的认识，即减少目标的不确定性。

降低目标状态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对该目标执行

的所有作战任务的精度，进而提高作战系统的效

能。信息论中，信息的不确定性用信息熵描述，信

息熵的计算公式为［８］：

犎（狓）＝－∑狆（狓犻）ｌｇ狆（狓犻）　ｂｉｔ，离散情况

犎（狓）＝－∫狆（狓）ｌｇ狆（狓）ｄ狓　ｂｉｔ，连续情况
（１）

其中，对于离散／连续分布而言，狆（狓犻）是概率分

布／概率密度函数。传感器对环境采样前后信息

不确定性减少的数量用信息增量描述：

犐＝犎（狓－）－犎（狓＋）

其中，狓－为先验概率分布；狓＋为后验概率分布。

假设作战系统下达对目标犿 的作战任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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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传感器系统对目标犿 进行采样。在直角坐

标系下，潜艇的状态向量记为犡狑＝［狉狓狑狉狔狑狏狓狑

狏狔狑］
Ｔ，其中，狉狓狑和狉狔狑分别表示潜艇在狓 轴和狔

轴上的位置分量；狏狓狑和狏狔狑分别表示潜艇在狓 轴

和狔轴上的速度分量。同理，目标的状态向量记

为犡犿＝［狉狓犿狉狔犿狏狓犿狏狔犿］
Ｔ，则目标与潜艇之间的

相对运动状态向量为犡＝［狉狓狉狔狏狓狏狔］
Ｔ＝犡犿－

犡狑。在上述向量定义和标记的条件下，系统的状

态方程为［９］：

犡＝犃犡＋犝＋犌狑 （２）

式中，ｄ狋为系统采样时间间隔；犝 为系统的输入；

犌为系统扰动矩阵。

犃＝

１ ０ ｄ狋 ０

０ １ ０ ｄ狋

０ ０ 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

犝 ＝

犝１

犝２

犝３

犝

熿

燀

燄

燅４

＝

∫
ｄ狋

０
犪狓τ（ｄ狋－τ）ｄτ

∫
ｄ狋

０
犪狔τ（ｄ狋－τ）ｄτ

∫
ｄ狋

０
犪狓（ｄ狋－τ）ｄτ

∫
犱狋

０
犪狔（ｄ狋－τ）ｄ

熿

燀

燄

燅
τ

式中，犪狓＝犪犿狓－犪狑狓、犪狔＝犪犿狔－犪狑狔分别表示相对

运动的加速度在狓 轴、狔轴的分量；犪犿狓、犪犿狔分别

表示目标的加速度在狓 轴、狔轴的分量；犪狑狓、犪狑狔

分别表示潜艇的加速度在狓轴、狔轴的分量；用狑

表示目标运动的随机扰动噪声。潜艇作战一般采

用被动声纳探测目标方位信息，因此，目标跟踪模

式下传感器的观测方程为：

犣＝ａｒｃｔａｎ（狉狓／狉狔）＋狏 （３）

其中，狏为观测噪声。从观测方程的形式可以看

出，它是一个非线性估计过程。

潜艇作战系统的任务调度问题可转化为通过

获得的目标方位序列犣犓＝｛狕１，狕２，…，狕犽｝，确定

每次目标量测获得的信息增量，根据信息增量安

排处理器服务任务队列中作战任务的执行顺序。

２　目标信息增量的计算

２．１　目标探测和识别信息增量的计算

目标探测和识别问题就是从传感器的犓 次

方位序列采样犣犓＝（狕１，狕２，…，狕犽）中，推算单元犮

处于状态犿 的后验概率犘犮［犿｜犣犓］。

已知单元犮处于状态犿 的条件下输出狕的

条件概率为犘犮［狕｜犿］，犮处于状态犿 的先验概率

为犘犮［犿］，对于每个单元，使用贝叶斯公式计算

犓 次观测的条件下单元处于状态犿 的概率。观

测犣犓的总概率为：

犘犮［犣犓］＝∑
犕

犿＝１

犘犮（狕犽狘犿）犘犮（犿） （４）

因为集合犣犓的元素是独立同分布的，所以，

犘犮［犣犓狘犿］＝∏
犓

犽＝１

犘犮［狕犽狘犿］ （５）

由式（４）和（５），当前单元状态概率的估计为：

犘犮［犿狘犣犓］＝

犘犮［犿］∏
犓

犽＝１

犘犮［狕犽狘犿］

∑
犕

狋＝１

犘犮［狋］∏
犓

犽＝１

犘犮［狕犽狘狋］

（６）

分母的累加形式中，狋描述了单元的状态。

犓 次观测后，使用当前的犘犮［犿｜犣犓］计算估

计的概率密度的信息熵：

犎（犘犮［犿狘犣犓］）＝－∑
犕

犿＝１

犘犮［犿狘犣犓］

ｌｏｇ２（犘犮［犿狘犣犓］） （７）

传感器每次采样都需要重新解算式（７）。但是，若

式（６）可以用递归的方法计算，那么式（７）也可以

用递归的方法计算，可以大大减少计算量：

犘犮［犿］∏
犓－１

犽＝１

犘犮［狕犽狘犿］＝犘犮［犿狘犣犓－１］犘犮［犣犓－１］

（８）

将式（８）代入式（６）：

犘犮［犿狘犣犓］＝
犘犮［狕犽狘犿］犘犮［犿狘犣犓－１］

∑
犕

狋＝１

犘犮［狕犽狘狋］犘犮［狋狘犣犓－１］

（９）

对单元犮进行探测、识别的信息增量为：

犐１ ＝犎（犘犮［犿狘犣犽－１］）－犎（犘犮［犿狘犣犽］）

（１０）

２．２　目标跟踪信息增量的计算

目标跟踪的信息增量可以通过更新已跟踪目

标的状态估计来计算。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合适的

目标模型，该模型包含了目标的机动特性，以便使

用卡尔曼滤波提供状态估计。卡尔曼滤波维护着

一个误差协方差矩阵犘，可用于捕获与目标状态

信息有关的不确定性的数量。传感器的每一次观

测，卡尔曼滤波都会更新这个误差协方差矩阵，由

于每次观测都将带来信息增量，所以更新将减少

目标状态的不确定性。又因为犘是矩阵，需定义

一个标准用来计算信息熵。

考虑由式（２）和式（３）组成的非线性系统，传

感器系统对其进行目标跟踪，就是根据传感器的

犓次方位序列采样犣犓＝（狕１，狕２，…，狕犽），对该非

线性系统进行状态估计，非线性系统的状态估计

８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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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采用扩展卡尔曼滤波。在预测点犡（犽＋１／犽）

处将式（２）进行泰勒级数展开，保留一次项：

犡（犽＋１）≈犡（犽＋１／犽）＋
犳
犡

犡＝犡（犓＋１／犓）Δ犡＋

犳
犝

犡＝犡（犓＋１／犓）Δ犝＋
犳
ω

犡＝犡（犓＋１／犓）Δω

（１１）

其中，系统输入犝 是已知常量，所以Δ犝＝０。在

预测点犡（犽＋１／犽）处将式（３）进行泰勒级数展开，

保留一次项：

犣（犽＋１）≈犣（犽＋１／犽）＋

犺

犡
犡＝犡（犓＋１／犓）Δ犡＋

犺

υ
犡＝犡（犓＋１／犓）Δ狏

（１２）

直角坐标系下的非线性系统运动观测方程经过

一阶泰勒级数展开后，得到的式（１１）和（１２）是线

性系统运动观测方程，利用卡尔曼滤波技术获得

误差协方差矩阵犘来计算信息增量。

单元犮所处状态用随机变量犿 描述，设单元

犮的状态概率分布服从正态分布，则信息熵为：

犎（狓）＝－∫
＋∞

－∞
狆（狓）ｌｏｇ２狆（狓）ｄ狓＝

－∫
＋∞

－∞
狆（狓）ｌｏｇ２（

１

２槡πσ
ｅ－

（狓－μ）
２

２σ
２ ）ｄ狓＝

ｌｏｇ２ ２πσ槡
２
＋
ｌｏｇ２ｅ

２σ
２ ×∫

＋∞

－∞
狆（狓）（狓－μ）

２ｄ狓＝

１

２
ｌｏｇ２（２πｅσ

２）

　

（１３）

σ为正态分布的标准差，正态分布的信息增量为：

犐＝ｌｏｇ２（
σ
－

σ
＋
） （１４）

其中，σ
－和σ

＋分别为先验误差协方差分布和后验

误差协方差分布。

当随机变量犿为向量（即为状态向量）时，式

（１３）、（１４）中的σ为：

σ＝ ‖犘槡 ‖（‖·‖ 为矩阵的范数）

目标状态不确定性的改变产生的信息增量为：

犐２ ＝ｌｏｇ２（
‖犘

－槡 ‖

‖犘
＋槡 ‖

） （１５）

３　基于目标信息增量的作战任务调

度算法

　　作战任务队列为：

ｔａｓｋ狋，犿狘狋＝１，２，…，犜，犿＝１，２，…，｛ ｝犕

计算每个目标类型的信息增量：

｛犐犿 ＝α犐１＋β犐２狘犿＝１，２，…，犕｝

其中，α和β为加权系数。

１）阈值的设定。目标的信息增量小于预先

设定的经验常量时，对应的作战任务被调度；反

之，作战任务类型会影响经验常量的设定。因此，

本文为每个作战任务定义抢占阈值：

γ狋狘狋＝１，２，…，｛ ｝犜

当目标犿的信息增量小于任务狋规定的抢占阈值

γ狋时，任务ｔａｓｋ狋，犿才被调度。例如，根据以往经验

和多次仿真，对多批目标执行打击任务的阈值设

定为０．４ｂｉｔ。

２）任务调度。目标信息增量的大小可以表

示作战系统对目标状态了解的多少。信息增量越

大，传感器采样前后信息熵的浮动越大，即采样前

系统对目标状态的了解越少。换句话说，作战系

统对目标状态的不确定性越大，传感器系统应加

大对其采样的力度，对于这样的目标，它对应的作

战任务应该后执行。反之，目标的信息增量越小，

系统对其状态了解的就越多，传感器系统可适当

减小对其采样的力度，当这个目标的信息增量值

小于给定阈值时，它对应的任务应该先执行。

综上所述，基于信息增量的作战任务调度算

法为：① 当传感器系统向信息处理系统传输目标

探测、识别工作模式下获得的目标方位序列狕１，

狕２，…，狕犽时，计算目标探测与识别的信息增量犐１。

② 当传感器系统向信息处理系统传输目标跟踪

模式下获得的目标方位序列狕１，狕２，…，狕犽时，计算

目标跟踪的信息增量犐２。③ 针对作战系统指示

的所有目标犿（犿＝１，２，…，犕），分别计算目标犿

的信息增量犐犿＝α犐１＋β犐２，α和β 为加权系数。

④ 根据信息增量犐犿的大小，进行作战任务调度。

任务类型相同的任务，目标信息增量越小，它对应

的作战任务越早被调度执行；目标犿 的信息增量

越大，它对应的作战任务越晚被调度执行。任务

类型不同的任务，当目标信息增量小于任务的抢

占阈值时，对应的任务被调度执行。⑤ 随着传感

器系统不断向信息处理系统提供采样数据，循环

执行步骤１至步骤４。由于信息增量犐１和犐２不断

被更新，因此，犐犿的值也不断变化，调度的作战任

务也随之更新，直到所有目标犿对应的作战任务

执行完毕，算法终止。

４　仿真及性能分析

假设传感器采样的方位均方误差为０．０１５，

距离均方误差为１００，过程噪声均方误差为１。

场景一：假设３批目标的威胁度相同，作相同

９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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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采样时间不同，如表１所示。

表１　目标的运动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ｏ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ｎｔｅｒ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ｓ

目标 运动模型 采样间隔

犿１
速度：２５ｍ·ｓ－１　 航向：９０°

初始位置：（１０００，５００）
１ｓ

犿２
速度：２５ｍ·ｓ－１　 航向：９０°

初始位置：（５００，１０００）
２ｓ

犿３
速度：２５ｍ·ｓ－１　 航向：９０°

初始位置：（１０００，－５００）
５ｓ

　　目标运动轨迹、潜艇传感器采样和扩展卡尔

曼滤波的仿真如图１（ａ）、１（ｂ）、１（ｃ）所示。

利用扩展卡尔曼滤波获得各目标的误差协方

差矩阵，计算各自的信息增量犐犿
１
、犐犿

２
、犐犿

３
，如图

１（ｄ）所示，当系统运行到１０ｓ时，目标２的信息

增量为０．３５４８并呈递减趋势，而此时目标１的

信息增量为０．３８９８且状态不稳定，目标３的信

息增量为０．８６９６。对这３批目标同时进行攻击，

由于犐犿
２
＜犐犿

１
＜０．４＜犐犿

３
，即１０ｓ时刻，作战系统

对目标２的不确定性最少，目标１次之，目标３的

信息增量大于阈值，因此不能被调度。所以此时

刻，执行对目标２的攻击任务。当系统运行到１９

ｓ时，目标１的信息增量为０．０５５６并逐渐趋于稳

定，此时，目标３的信息增量０．５３７３，由于犐犿
１
＜

０．４＜犐犿
３
，因此，１９ｓ时可以开始执行目标１的打

击任务。当系统运行到３５ｓ时，目标３的信息增

量为０．３６９０，此时可以执行目标３的打击任务。

图１　传感器采样间隔不同的目标的轨迹和信息增量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ｃｅ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ａｉｎ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ｏｆＳｅｎｓｏｒ

　　场景二：假设作战系统要对２批目标实施作

战任务，前２００ｓ内，这两批目标作相同的运动，

２００ｓ后目标２作机动，整个过程中传感器系统的

采样周期相同，如表２所示。

　　仿真时间４００ｓ，目标运动轨迹、潜艇传感器

采样和扩展卡尔曼滤波的仿真如图２（ａ）、２（ｂ）所

示。

２００ｓ后，由于目标２机动导致作战系统对

目标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作战系统时刻［２００，

表２　目标的运动参数

Ｔａｂ．２　Ｍｏ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ｎｔｅｒ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ｓ

目标 运动模型 采样间隔

犿１
速度：１００ｍ·ｓ－１　 航向：９０°

初始位置：（１０００，５００）
１ｓ

犿２

速度：１００ｍ·ｓ－１　 航向：９０°

初始位置：（１１００，４００）

２００ｓ后航向由９０°变为０°

１ｓ

３００］期间优先执行目标１所对应的任务，期间加

大对目标２的采样力度。

图２　目标状态变迁和信息增量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ｃｅ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ａｉｎ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

５　结　语

在潜艇多目标攻击条件下，准确分析作战系

统任务调度过程中各目标的不确定性，是实现作

战系统任务管理与决策的基础。针对该问题，本

文提出了基于信息增量的作战任务调度算法，并

通过信息熵理论分析了作战系统目标探测、识别

和跟踪的信息增量。仿真结果表明，基于增量的

作战任务调度算法可以有效解决在多目标攻击条

件下的任务调度问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潜艇作

战系统的性能。

０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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