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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决无人水面航行器（USV）受外界干扰大且航向控制模型参数未知等航向控制中的相关难题，
提出基于多辨识模型切换的动态反馈控制法．此控制法首先根据最小二乘法对 USV 系统航向模型进行辨识，构建
过渡模型集；然后通过预设平均拟合偏差阈值法筛选过渡模型集，构建临时模型集，以避免模型集中子模型过分庞
大造成控制过程计算量大的问题；最后根据临时模型集构建动态反馈控制库．为了从控制库中获取“最佳”控制策
略，提出以控制性能指标为事件驱动的多辨识模型切换策略．多次湖泊试验表明：基于多模型切换的动态反馈法实
现了系统航向无超调、无静差运动，从而提高了 USV 系统控制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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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Feedback Controller Based on Optimized Switching of Multiple Identification Models
for Course Control of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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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dynamic feedback control algorithm based on multiple identification models switching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course control of the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 (USV), such as large external disturbances and unknown
course control model parameters. Firstly, a transitional model set is constructed by identifying USV course model according
to the least square method. Then, a temporal model set is selected from the transitional models by introducing mean fitting
error, which can avoid huge computation cost caused by large amount of sub-models in model set. Finally, a dynamic
feedback controller database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temporal model set. Meanwhile, using control performance indexes as
event driven factors, some switching methods for multiple identification models are taken to obtain optimal controllers from
the controller database. Some lake trials show that the multi-model switching based dynamic feedback method can improve
the control performances, and the USV can move without overshoots or static errors.
Keywords: unmanned surface vehicle; least square method; identification model; dynamic feedback control

1 引言（Introduction）
无人水面航行器（USV）受外界环境干扰影响
大且系统控制模型难以确定，这使得系统航向控制
成为一大难题．USV 系统航向控制的研究多围绕系
统所受外界环境干扰的辨识问题展开 [1-2] ．虽根据
系统外界干扰力的辨识而构建的控制算法能保证系
统在某些环境下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但无法保证
环境变化后系统的控制品质．USV 系统模型辨识多
通过仿真实验获取系统的控制模型 [3-5] ，而对于受

外界环境影响较大的 USV 系统，由于外界环境复
杂多变，USV 系统实际运行模型与仿真模型存在不
可忽视的模型误差．文 [6-7] 采用聚类在线辨识法
辨识系统模型的不确定参数，通过仿真验证了算法；
张铭钧等采用一种稳态自适应在线辨识法对水下机
器人的部分水动力参数进行辨识，通过了水池试验
验证 [8] ．参数辨识法可从实际试验中辨识出系统的
相关水动力参数 [9-10] ，通过试验所获取的信息相对
于通过理论推导所获取的水动力参数具有更强的实
际应用价值．而完全不依赖于模型的控制算法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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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条件约束，局限性较强 [11] ．基于模型的 USV 系
统航向控制法，多采用抗干扰能力较强的滑模控制
法 [12] ．状态反馈控制法是一种重要的工程控制法，
具有物理意义明确的特点 [13] ，其通过与多种控制方
法结合达到解决复杂非线性问题的目的 [14] ．
USV 航向控制系统具有完全可观测性与完全可
控性，本文综合分析参数辨识法与输出反馈法的控
制优势，提出基于多辨识模型切换的动态反馈法．
本文所研究 USV 系统的外场辨识试验为系统
模型辨识提供了丰富数据．为了减少辨识模型与实
际模型的偏差，构建了 USV 系统过渡辨识模型集．
为了减少模型切换次数，提出了预设平均拟合偏差
法，获取临时辨识模型集．根据临时模型集特点，构
建 USV 系统控制库，为了保证控制切换过程中的稳
定性与系统安全性，提出稳定切换策略法与紧急切
换策略法．通过预设的控制性能指标对所获取的临
时模型集进行模型筛选，将与预期性能指标最接近
的模型作为“最佳”模型．根据系统控制性能进行控
制参数切换及微调，以提高系统运动控制的鲁棒性
与自适应能力.

2 基于拟合偏差的最小二乘航向辨识法
（Least square identification method for
heading based on fitting error）
2.1 航向模型辨识
本文研究 USV 系统的航向与纵向速度的控制
执行机构为系统尾部喷嘴角，尾部喷嘴角的左右扭
动改变系统航向，喷嘴角向后喷水产生的反作用力
来控制 USV 系统的纵向速度．
USV 系统航向控制模型多采用 Fossen 定义的
模型 [15] ，其表达式为

Ψ̇ = r
(1)
(Izz − Nṙ )ṙ = Nr ur + Nr|r| r|r| + Nδ u2 δr (t)
其中，变量为：Ψ , r, u, δr (t) 分别为 USV 系统的航向
角（rad）、航向角速度（rad/s）、纵向速度与 USV 系
统尾部喷嘴角左右扭动角度，其下标 r 为航向角
速度．模型参数描述为：Izz 为 USV 系统动坐标系
下垂直轴的转动惯量，下标 z 表示绕垂直轴的方
向，Nṙ , Nr , Nr|r| , Nδ 为系统有因次水动力参数．各参
数具体含义请见文 [15]．
USV 系统水动力参数未知，通过将航向控制模
型 (1) 转化为模型 (2) 进行辨识：

Ψ̇ = r
(2)
ṙ = a1 ur + a2 r|r| + b1 u2 δ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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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航向模型中含有 3 个参数 (a1 , a2 , b1 ) 有待辨识．
ṙ = a1 ur + a2 r|r| + b1 u2 δr (t)

(3)

本文以模型 (3) 为航向控制参考模型进行模型
的参数估计．
2.2 模型参数估计与筛选函数的构建
本文采用一般模型辨识所用的 S 形开环试验
法，获取 USV 系统输入量对应的输出数据，根据最
小二乘法 [16] 辨识系统运动控制中的模型参数，构
建系统辨识模型集．
将试验数据分为用于参数估计的数据与用于
参数验证的数据．由于所研究的辨识模型为 SIMO
（single input multiple output）模型，将待辨识模型 (3)
设置为
y1 (k + 1) = a1 y2 (k) + a2 y3 (k) + b1U(k) + e(k)

(4)

其中，U(k), y1 (k + 1), y2 (k), y3 (k) 分别为系统第 k 次
输入与输出序列，a1 , a2 与 b1 为待估计模型参数．最
小二乘格式为

ϕ (k) = [y (k) y (k) U(k)]T
2
3
(5)
θ = [a1 a2 b1 ]T

θ 为待估计值，辨识模型为
y1 (k + 1) = ϕ T (k)θ (k) + e(k)

(6)

引入最小二乘准则函数：
N−1

J=

∑ (y1 (k + 1 + i) − ϕ T (k + i)θe )2

(7)

i=0

设：Φ N = [ϕ (k) ϕ (k + 1) · · · ϕ (k + N − 1)]T 与 Y N =
[y1 (k + 1) y1 (k + 2) · · · y1 (k + N)]T 分别为 N 次输入
输出观测数据．e N = [e(k) e(k + 1) · · · e(k + N − 1)]T
为随机噪声带来的误差与模型误差，N 表示采样数
组中数据个数．根据极大值原理，准则函数最小值
条件为
∂J
Y N − Φ N θe) − Φ TN (Y
Y N − Φ TN θe )
= −Φ TN (Y
(8)
∂ θe
故若 Φ TN Φ N 为可逆矩阵，则 θ N 的最小二乘估计值
为
(9)
θe N = (Φ TN Φ N )−1 Φ TN Y N
将试验数据代入方程 (9)，获取过渡模型参数估计
值．
模型参数的验证与筛选．将试验真值 YiN 与模
型输出值 Φ TiN θe j 进行对比，通过方程 (10) 获取系统
拟合偏差 ē jN ．
ē jN = (YiN − Φ TiN θe j )/N

(10)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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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平均拟合偏差 e j 为
m

m

i=1

i=1

e j = ∑ |ē jN |/m = ∑ |YiN − Φ TjN θe |/m

(11)

其中 m 为用于参数拟合的试验组数．
临时模型集的构建．预设平均拟合偏差的第 n
组范围为 ξn ，筛选系统过渡模型集中的模型，将满
足预设 ξn 要求的过渡模型通过模型参数的平均拟
合方程 (12) 进行拟合，得到临时模型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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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 4 组平均拟合偏差范围为 ξ = {{ξ1 > 15},
{15 < ξ2 < 5}, {5 < ξ3 < 3}}，根据式 (12) 获取临时
模型集中各模型参数，见表 2，符号表述为 M11 , M12 ,
M13 , M14 .
表 2 USV 航向控制临时辨识模型集
Tab.2 Sets of USV course control temporary identification
models
临时模型

a1

a2

b1

Mh1

0.339231

0.016638

−0.00855

Mh2

0.358178

0.009989

−0.0143

Mh3

0.27408

0.01326

−0.018

Mh4

0.24455

0.011

−0.0089

r

i=1

(12)

M

b
其中 θe n 为满足 ξn 阈值的临时辨识模型参数估计值，
M 为满足 ξn 要求的临时辨识模型个数．
2.3 USV 系统临时辨识模型集的构建
根据待辨识模型 (4)，设航向辨识模型 (3) 的
输出数据为 y1 (k + 1) = r(k + 1)，y2 (k) = u(k)r(k) 与
y3 (k) = |r(k)|r(k)，输入数据为 U(k) = u(k)u(k)δr (k)．
系统采样时，将 u(k)r(k) 、|r(k)|r(k) 与 u(k)u(k) 分别
作为整体变量处理，从待辨识模型 (3) 可以看出此
种处理并不影响模型参数的估计．
从试验数据中任选 13 组数据代入式 (9)，获取
过渡模型集中各模型参数估计值．从不同试验数据
中任选 m = 7 组数据检验过渡模型输出值与实际输
出值的拟合程度，USV 系统航向角速度 r 为被检验
的状态量．通过筛选函数 (1) 获取各拟合偏差 e j ，如
表 1 所示．

从辨识数据中任选一组数据，代入临时模型中
进行曲线拟合．系统实际输出曲线（真值）与临时模
型仿真输出曲线（模拟值）的对比见图 1，其中虚线
为系统湖试输出曲线，实线为临时模型的仿真输出
曲线．图 1(a) 为平均拟合偏差大于 15 的比较图，图
1(b) 为平均拟合偏差小于 3 的比较图．
㟾㾦䗳ᑺ䕧ߎ
20

ⳳؐ
ᢳؐ

15
㟾㾦䗳ᑺ(°/s)

b
θe n =

∑θe iN

10
5
0
−5
−10
−15
−20

表 1 360bot 航向控制过渡辨识模型参数估计值
Tab.1 Estimated parameters of USV course control temporary
identification models

50

100
150
ᯊ䯈 /s

200

(a) 平均拟合偏差大于 15 的曲线比较

过渡模型

a1

a2

b1

ej

Mh1

0.5392

0.001

−0.0152

≈ 25

20

㟾㾦䗳ᑺ䕧ߎ

0.5005

0.0116

−0.0065

≈ 13.3

Mh3

0.2236

0.0171

−0.0134

≈3

10

Mh4

0.5244

0.0063

−0.0136

≈4

Mh5

0.2125

0.0186

−0.0134

≈3

Mh6

0.2966

−0.0002

−0.005

≈ 3.5

Mh7

0.2766

0.0034

−0.0044

≈ 3.5

Mh8

0.5319

0.0093

−0.0119

≈ 14.1

−10

Mh9

0.3871

0.0216

−0.0528

≈ 13.7

−15

Mh10

0.2706

0.0056

−0.006

≈ 12.1

Mh11

0.5003

0.0082

−0.0082

≈ 15

Mh12

0.1357

0.0411

0.0086

≈ 20

Mh13

0.011

0.0727

0.0307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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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平均拟合偏差小于 3 的曲线比较
图 1 实际曲线与拟合曲线的对比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itting curve and practical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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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多组拟合曲线的分析发现，系统实际输
出值与临时模型仿真输出值间的平均拟合偏差远远
小于所有构建此临时模型的过渡模型的平均拟合偏
差．图 1 表明，临时模型 M11 的拟合偏差 |e1N | = 1.75
远远小于各过渡模型的平均拟合偏差 e1 > 15．
模型辨识算法说明：虽然所设的平均拟合偏差
越小，系统实际输出值与模拟仿真值间的绝对偏差
越小，但其所包含的有用信息可能会变少，实际应
用价值也会相对降低．为了不丢失有价值的信息，
构建了多组临时模型参数，以获取最佳控制模型．

3 USV 动 态 反 馈 控 制 与 切 换 控 制 策 略
（Dynamic feedback control for USV and
switching control laws）
动态反馈控制库的设置．根据临时模型集中各
模型控制特点设置动态反馈控制库．预设 USV 系统
航向动、静态性能指标，通过相应的切换策略从控
制库中选取满足指标要求的“最佳”控制策略．本文
所研究 USV 系统航向控制方框图如图 2 所示．
USVᢳ䕼䆚䆩偠
ߛᤶㄪ⬹

ࠊᑧ

ᳳᳯ㟾
ࡼᗕড作ࠊ

USV䕑ԧ

然后，将表 2 临时模型集中各模型参数赋予控制律
(14)，构建航向控制库，通过切换策略从控制库中选
取“最佳”控制策略．
3.1 基于辨识模型集的控制切换策略
从控制律 (14) 可以发现控制参数与辨识模型参
数紧密关联，根据系统航向控制品质，研究各临时
模型与实际模型间的模型误差．为了确保控制参数
选取过程中 USV 系统的安全性与系统切换过程的
稳定性，本文采用两种类型的控制切换策略：基于
事件驱动的紧急切换策略与基于性能指标函数驱动
的多模型稳定切换策略．
3.1.1 基于事件驱动的紧急切换策略
基于事件驱动的紧急切换策略主要是 USV 系
统在某些运动状态发散前所采取的策略．
考虑如下切换模型：

x(k + 1) = f (x(k), u(k))
i
Σi =
(15)
y(k) = Ci x(k)
其中 i 为第 i 个子系统．
LaSalle 不变定理 [18] ：对于非线性自治系统
ẋ = f (x)

Јᯊ䕼䆚ൟ
ᅲ䰙䖤㸠
⢊ᗕ䞣

GPSᅮԡ㋏㒳
图 2 基于多辨识模型切换的 USV 系统航向控制方框图
Fig.2 The block diagram of the USV course control based on
multiple identification models switching

根据水下机器人的动力学模型以及运动学模
型
，将系统航向控制模型 (3) 转换为状态空间
表达式：
  
  
 

0
ψ̇
0 1
ψ
0
 =
 +
+
 δr (13)
ṙ
0 a1 u
r
a2 |r|r
b1 u2
[15-16]

由于纵向速度 u 与航向控制模型中的各状态
量间耦合性强，一般将 u 作为模型参数处理 [17] ．
在 设 计 控 制 策 略 时， 纵 向 速 度 有 如 下 约 束 条
件：if u < 1.0 m/s，u = 1.0；else u = u．在获取“最
佳”模型后，根据此条件计算模型参数．
动态反馈控制律的构建．首先，预设闭环系统矩
阵的极点为 λ1 , λ2 ，极点值范围设为 −1 < λ1 , λ2 < 0．
根据现代控制理论中的极点配置问题 [14] ，构建动态
反馈控制律：
λ1 + λ2 + a1 u
λ1 λ2
a2 |r|r
δr1 (t) =
r−
ψ−
(14)
2
2
b1 u
b1 u
b2 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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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设方程 (16) 的一个正紧集 Ω ⊂ D，V : D → R 是连续
可微函数且在 Ω 内满足 V̇ (x) 6 0，设 E 是 Ω 内所
有点的集合，满足 V̇ (x) = 0，M 是 E 内的最大不变
集，那么当时间 t → ∞ 时，始于 Ω 内的每个解都趋
于 M．
定理 1[19-20] ：系统是 `∞ 稳定的，则对每一有界
输入 u(t)，输出 y (t) 是有界的．
推论 1：如果系统 (13) 的输入 u(t) 有界，输出
y (t) 是无界的，则系统不稳定．
此推论是定理 1 的逆定理．
推论 2：构建正紧集函数 E = y T (t)yy(t)，若函数
E 发散变化或在有限时间内其变化率 Ė 超出预设函
数 E = ρ |yy(∞)|22（yy(∞) 为系统目标状态量输出），则
系统不稳定．
证明：
由于能量函数 E = y T (t)yy(t) 为系统输出函数，
若系统输出不稳定或系统输出状态变量不稳定，则
能量函数 E 变化率呈大于某一正值常数增加；相对
应，若系统能量函数 E 呈大于某一正值常数增长，
则表明系统输出状态变量不稳定．
3.1.2 基于指标函数的稳定切换策略
预设系统动态性能指标，设置稳定切换策略，
在线从控制库中选取最佳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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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李亚普诺夫法稳定判据：如果各切换子系统
渐近稳定且各子系统的李亚普诺夫函数渐近衰减，
则直接切换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推论 3：若切换系统各子系统在状态反馈控制
策略下稳定，则直接切换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证明：
若切换系统的各子系统在相应状态反馈控制策
略下均稳定，则根据状态反馈控制特点可知，基于
状态误差构建的能量函数呈指数衰减．
根据多李亚普诺夫法知 [21] 系统直接切换稳定．
同样若各系统在预设范围内稳定，则各子系统的能
量函数在预设范围内渐近衰减至某一定值．
3.1.3 基于控制库的最佳控制策略选取
以能量函数为紧急切换策略的驱动函数，可避
免系统运行中的不稳定；以系统控制品质的阈值为
稳定切换策略的驱动事件，可获取“最佳”控制模
型．预设期望控制性能指标以及系统不稳定指标的
阈值置于控制库中，达到切换控制策略的目的．切
换策略驱动原则与“最佳”控制策略获取步骤：
(1) 将临时辨识模型集中各模型参数代入状态
反馈控制律中，构建控制库．
(2) 预设能量函数 E = Ψ TΨ 及其预警能量函数
Ė > k|Ψ | 作为驱动紧急切换策略的事件，k 根据载
体航向控制器喷嘴角的饱和程度设置，本文初步设
置为 1.3，若紧急切换策略启动，系统直接切换到预
设的控制策略下运行．
(3) 航向控制动态性能指标切换：系统动态性能
指标主要为超调量、调节时间．USV 系统航向控制
输出曲线超调量不宜过大，将超调量 δP > 20% 作为
紧急切换事件；超调量 δP 6 20% 且 δP > 15% 作为
稳定切换策略的事件；将调节时间 ts > 100 s 作为稳
定切换策略事件．
(4) 静态误差切换：如果系统稳定且动态性能
较佳，则继续在临时模型集中切换，以获取“最佳”
的临时模型参数．系统切换条件为航向角稳态误差
|ess | > 10◦ ．
(5) 将所获取的“最佳”控制参数进行微调，以
达到预期的控制性能指标要求．

4

USV 湖试试验数据分析（Analysis on the
test data of USV lake trials）

本次试验环境为湖泊，风浪小，系统受外界环
境影响较小，但当系统运行时，由于自身重量与惯
性，其运行所产生的波浪力对系统的影响是不容忽
视的．本文研究的 USV 系统是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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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所新研发的一类新型自治水下机器人，系统
重 4.5 t，长 6 m，宽 2 m，是一种中型水面机器人，如
图 3 所示．

图 3 本文所研究 USV 系统
Fig.3 The studied USV system

以下试验均为自主航行试验，即系统根据预设
的航向轨迹自主航行．试验中各图的虚线为预设的
航向轨迹．
根据动态反馈控制律 (14) 构建系统航向运动控
制库，预设控制策略顺序与切换策略．图 4 与图 5
为湖试中寻求最佳控制策略的部分输出曲线图．其
中喷嘴角向右扭转为正，其最大扭转角为 20◦ ；系统
航向角顺时针方向为正．
“最佳”控制模型参数获取．图 4 为基于临时
辨识模型集各模型切换的航向控制输出曲线，其中
航向曲线中的虚线为预设的航向轨迹，即期望航向，
实线为系统实际输出曲线．为了获取最佳的控制策
略，系统进行了 3 次切换，从图 4 分析可以看出：第
一次切换前系统基本达到预期的目标，但为了获取
控制库中“最佳”的控制策略，系统进行了稳定切
换；第二次切换是由于存在静态误差而启动了稳定
切换策略；第三次切换则是由于系统超调过大引起
系统紧急切换．通过此次试验获取了当前运行环境
下“较佳”的控制策略．在较佳控制策略基础上，对
反馈控制参数进行微调，获取“最佳”控制策略，然
后根据控制律 (14) 推出当前运行环境下系统模型．
图 5 为 USV 系统在“最佳”反馈控制参数下的航向
运行曲线，其具有无静态误差、超调小等控制品质．
湖试结果表明：控制库能够在系统航向运动发
散前采取相应的切换策略，保证系统在一定静态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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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Course control curves of USV in lake trials for selecting better model based on multiple identification switching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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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最佳”模型参数的动态反馈法 USV 航向控制湖试曲线
Course control curves of USV in lake trials with dynamic feedback method based on the best model parameters

差范围内的稳定，能够通过切换获取当前运行环境
下较佳的控制策略．且从图 4 试验数据分析可以推
测，
“较佳”的控制参数来源于哪一组临时模型集参
数．

5

结论（Conclusions）

本文针对 USV 系统航向控制模型未知且易受
外界干扰等问题，提出通过辨识模型集设置动态反
馈控制策略的设计思路．根据系统航向控制品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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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切换策略，在线从控制库中选取当前运行环境
下“最佳”控制策略．湖试试验表明：紧急切换策略
可保证系统在航向控制发散前切换到稳定控制策略
下；基于系统控制性能指标切换驱动的切换策略，
可在线选取当前运行环境下“较佳”的控制策略；根
据系统纵向速度与模型参数可动态调整状态反馈控
制参数．大量外场试验表明，基于系统模型辨识所
构建的控制库具有很好的实际应用价值，能够提高
系统的控制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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