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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未来航空发展的战略需要，面向新一代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系统设计，十分有必要开展探索性、创新性

和面向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关键技术研究． 提出了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技术发展的新思路和其瓶颈问题的解决方案．
重点从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多目标组合优化、气动－隐身一体化、能源动力、软件使能自主控制、自主导航、测控和信息
传输、空天地多机分布协同等方面给出了可行技术方案和重点研究方向． 这些技术的实现可增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
系统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撑和引领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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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s of future aviation development，and considering system design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high-altitude and long-endurance （ HAL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 UAVs）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exploratory，innovative，and key technologies for HALE UAVs． In this paper，some new ideas were
proposed for HALE UAVs which mainly focus on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integrated design of aerodynamic and
stealthy performance，energy and power，software-enabled control，autonomous navigation，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s，information transmission，and multi-platform distributed cooperation． The proposed technologies can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HALE UAV syste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s in other
relevant technical areas．
Keywords： HALE UAV；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integrated design of aerodynamic and stealthy performance；
software-enabled control； multi-platform distributed cooperation
高空长航时（ high-altitude long-endurance，HALE）
无人机是指飞行高度在18 000 m以上，
飞行时间不少于
24 h 的 无 人 驾 驶 飞 机 （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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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V） ［1］． 在未来战争中，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将成为侦
察卫星和有人驾驶战略侦察飞机的重要补充和增强手
［2-5］
同时也成为获取战略情报的重要手段之一 ． 高
段，
空型长航时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任务是对敌方进行战略
具备持久的情报收集和战场监视能力，
并
或战役侦察，
且可转换成对地作战平台．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已经成
为当今各国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
被美国空军列为 21
［6］
世纪的关键技术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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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长航时无人机与有人驾驶战略侦察机相
比，其最主要的优势是不必考虑人的安全问题 ，在危
险区域执行侦察任务时，既不必冒生命危险，也不需
派遣护航机保护，无人机还能昼夜持续进行空中侦
察探测，这 些 都 是 有 人 驾 驶 战 略 侦 察 机 所 不 及
［7-9］
． 以 美 国“全 球 鹰 ”为 例，其 巡 航 高 度 可 达
的
19 850 m，可在距防空武器发射区 5 556 km 的范围
外活动，具有全天候侦察能力，为了满足高空长航时
的任务要求，飞机最大起飞重量为 11 610 kg，其中
燃料约6 600 kg，载油系数非常高，有效地利用了机
内的空间，飞机采用了大展弦比的直机翼 （ 翼展为
35． 5 m） ，为了兼顾低可探测性的要求，飞机采用了
V 型尾翼和背负式进气道．“全球鹰 ”可同时携带光
电、红外传感系统和合成孔径雷达，既可进行大范围
2
雷达搜索，又可提供 74 Gm 范围内的光电 / 红外图
像，目标定位的圆误差概率最小可达 20 m，另外装
有1． 2 m直径天线的合成孔径雷达能穿透云雨等障

图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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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能连续地监视运动的目标． 2006 年，第一架生产
型“全球鹰”无人机部署到中东地区，用以支持美军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根据我国未来无人机发展的战略需要，为了全
面提升高空长航时无人机飞行的安全性 、经济性和
可靠性，本文将从多目标组合优化设计、能源动力、
软件使能自主控制、自主导航、测控和信息传输、多
机分布协同等方面提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发展思
路，可提升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系统方面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增强我国在相关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
际竞争力，支撑和引领行业发展，为创新型国家建设
和保障国家安全提供必要的发展战略支撑 ．

1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技术发展思路

图 1 给出了所提出的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技术发
展新思路的框架．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技术发展新思路框图

Block diagram of HALE UAV new technical development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多目标组合优化设计技术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设计过程是一个典型的系
［9］
统工程 ． 按照系统工程的观点，概念设计阶段负
责确定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外形、载荷、尺寸、质量
和其他总体性能，高空长航时无人机一切好的或坏
［10］
的特征均在设计的起始阶段被确定下来 ． 衡量一
个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设计是否成功的标准很多 ，通
常情况下这一目标并不具有惟一性． 由于对飞机的
要求是多方面的，因此，进行多目标总体优化的好处
是能对众多方面的要求进行协调分析，从而发掘方
案潜力，提高设计质量．
传统的无人机设计方法是一种串行设计模式 ，
存在诸多缺陷，例如虚拟设计阶段短缺、各学科配合
不到位、不能充分利用虚拟设计阶段时的自由度来
改进设计质量、不能集成不同学科以实现最优化等 ，
这种设计方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 ，导致设计的僵化．
随着现代系统设计技术的发展，一种跨学科多目标

1． 1

统

的系统设计优化思想开始出现． 其基本思路是： 增加
虚拟设计在整个设计过程中的比例，在设计的每个
阶段力求各学科的平衡，充分考虑各学科间相互影
响和耦合作用，应用有效的设计 / 优化策略对设计过
程进行优化，应用分布式计算机网络来组织管理整
个系统的设计过程，通过充分利用各个学科之间的
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以获得系统的整体最
［11］
优解 ．
目前多目标系统优化设计方法尚未成熟，处于
对最优化方法的探索阶段．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系统
的多目标组合优化设计是总体设计阶段所需解决的
一个重要问题． 在全面考虑气动、隐身、结构、发动机
等因素的前提下，今后可着重研究该方向的关键技
术如下：
1） 运用飞行器设计理论进行高空长航时无人
机总体布局设计；
2）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多目标组合优化建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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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多参数优化技术，这些参
数包括总体参数设计、发动机匹配、机翼平面参数设
计、翼型选择、舵面配置以及起落架参数设计等 ．
1． 2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气动－隐身一体化设计技术
隐身化是现代和未来武器装备的重要发展趋
势，隐身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日益成为现代化战争
［12］
中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 ． 无人机的隐身性能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气动布局方式． 对高空长航
时无人机而言，由于飞行任务与结构的限制，对实现
隐身十分苛刻． 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气动和隐身要求 ，
运用一体化设计思路寻找气动和隐身性能要求的最
佳组合搭配． 高升力、低雷诺数和跨声速是高空长航
时无人机主要的气动特征，在进行相关的气动设计
和分析过程中，必须处理流动的粘性问题或边界层
问题． 由于长航时飞行，不仅要求发动机耗油率低、
机内储油空间大，而且要求巡航阻力小，这就需要采
用大展弦比、厚翼型机翼，于是在小迎角下翼面上就
可能出现超声速区，从而导致跨声速问题．
影响高空长航时无人机隐身性能的因素包括机
翼构型、翼身结合方式、尾翼形式、部件遮蔽等． 如何
从低雷诺数条件下气动性能的要求出发 ，综合隐身
要求是现阶段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气动设计方面面临
［13］
的主要问题 ． 面对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高升力、
低雷诺数和跨声速等主要气动特征，可以通过具备
描述边界层转捩和分离能力的分析和设计工具进行
相关的气动设计和分析，处理流动的粘性问题或边
界层问题．
今后可研究如何采用 XFOIL 技术来解决高空
长航时无人机翼型的分析与设计问题，XFOIL 通过
指定特定的表面速度分布，计算转捩的气泡分离等，
对翼型进行设计和优化． 可以实现完全反设计和混
合反设计，并且可以进行互动式的翼型优化设计 ，可
望在我国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气动－隐身一体化设
计与研究中发挥一些促进作用． 由此，今后可着重研
究该方向的关键技术如下：
1） 基于面元法的气动性能计算技术 ；
2） 基于物理光学法的雷达散射截面积计算技术；
3） 基于 XFOIL 技术的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翼型
分析与设计技术；
4） 基于智能优化气动性能目标与隐身性能目
标之间的折衷技术；
5） 推进 / 热控 / 气动力 / 姿态耦合特性分析与建
模技术．
1． 3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能源动力技术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对动力的要求包括发动机应
具有良好的燃油经济性，稳定的高空工作能力，良好
的任务可靠性和良好的爬升能力； 发动机的重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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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轻，寿命应尽可能长，成本应尽可能低； 由于
高空的空气密度低，发动机的散热不好，对发动机的
冷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采用普通的发动机和电
［14］
池已不能满足无人机长时间高空飞行的要求 ． 由
于高空长航时无人机与民用运输机对发动机的要求
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它们都要求发动机的重量轻 、
油耗低、成本低、工作寿命长、维护性好、可靠性高
等． 因此，可以考虑采用现成的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
动机作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动力 ． 在高空条件下，
由于空气密度减小，雷诺数的降低带来许多问题，如
压气机的喘振裕度减小，并且由于功率提取的增加，
压气机的喘振裕度进一步减小． 因此，涡扇发动机在
用作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动力时，需根据其任务特点
进行一些适应性的技术改进． 由此，今后可着重研究
该方向的关键技术如下：
1） 涡轮－冲压组合发动机技术；
2） 涡扇发动机技术；
3） 基于液氢（ LH2） 为燃料的推进系统；
4） 太阳能动力技术；
5） 燃料电池推进技术．
1． 4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软件使能自主控制技术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飞行速度、高度等变化很
大，从而大气密度或动压均会随之在大范围内变化 ．
另外飞行航迹因飞行任务的不同而不同 ，这些因素
都使得无人机成为一个模型不准确、参数和干扰大
［14］
范围不确定性变化的被控对象 ． 针对高空长航时
无人机的飞控系统面向的环境、任务、功能的日益复
杂和更多的不确定性，研究和实现增稳控制、主动控
制、自适应控制、自动飞行和飞行管理、健康管理等
多重任务系统和复杂系统结构的综合技术 ，依据软
件使能控制理论与技术解决复杂飞控系统的软硬件
综合实现问题． 软件使能自主控制不仅在于控制理
论和实时计算的先进性，还在于控制算法和实现平
台（ 软件和硬件 ） 的交互作用和统一． 此外，基于仿
生智能的自主控制技术也是该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
［15］
内容 ． 今后可着重研究该方向的关键技术如下 ：
1） 多操纵面飞行控制技术；
2） 鲁棒自适应控制技术；
3） 综合飞行 / 推进隐身控制技术；
4） 可重构飞行控制技术；
5） 余度配置理论与余度容错高可靠控制技术；
6） 面向突发事件的航路重规划技术 ；
7） 仿真建模的校核、验证与确认技术．
1． 5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自主导航技术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由于飞行距离远，航行时间
［16］
对导航定位精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 惯性导
长，
航系统以其时间短、精度高，可以连续输出位置、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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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度、
姿态信息，以及完全自主等突出优点 ，已被各
种类型的飞行器普遍采用，但其误差随时间积累而
逐步扩大． 根据长航时无人机对隐蔽性的要求 ，需要
完全自主的导航系统，并且由于其飞行高度一般在
18 km以上，选择天文导航系统与惯导系统进行组
合导航是最佳选择．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导航系统要比常规飞行器
的导航系统复杂得多，且自主性要求很高． 现有的常
规飞行器导航系统的体系结构很难适合高空长航时
飞行状态下的技术要求，需要研究新的高空长航时
无人机自主导航技术的体系结构． 今后可着重研究
该方向的关键技术如下：
1） 基于天文与速度联合观测的自主导航技术；
2） 基于天文 / 惯性导航的自主导航技术；
3） 基于星敏感器 / 红外地平仪的自主导航技术；
4） 基于日、地、月方位信息的自主导航技术；
5） 提高自主导航精度的自适应滤波技术 ；
6） 多自主导航的传感信息融合技术 ．
1． 6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测控和信息传输技术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测控和信息传输系统是非
常关键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无人机测控与信息传输
技术是指对无人机进行遥控、遥测、跟踪定位和信息
传输的技术． 遥控是指对无人机飞行状态和设备状
态的控制； 遥测是指对无人机飞行状态和设备状态
参数的测量； 跟踪定位是指对无人机实时连续的位
置测量； 信息传输是指无人机任务载荷传感器信息
的传输． 在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测控和信息传输技
术中，还应重点关注超视距中继传输技术和宽带数
据链技术等研究方向：
1） 超视距中继传输技术；
2） 宽带数据链技术；
3） 数据链自适应功率控制技术；
4） 战术数据链仿真新技术．
1． 7 网络环境下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空天地多机
分布协同技术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本质上是一个分层递阶的混
［18］
合自主系统 ． 自主性的体现包括顶层的任务管理
直到底层的飞行器可重构控制． 系统具有自适应决
策、组织协调和控制执行 3 个层次，各层次均可在线
实时感知和评估内外环境，并通过调整其可调环节，
使系统性能满足要求或达到最优． 而网络环境下高
空长航时无人机空天地多机分布协同技术是一个新
的前沿性技术领域，该技术可以拓宽高空长航时无
人机的应用范围，提高其侦察及执行其他任务的效
率． 将多机、多编队协同控制的规划问题进行抽象和
递阶分解，通过协调变量将复杂的集中式优化问题
转化成相对简单的分散式优化问题，进而将多机协

统

学

报

第7 卷

同控制规划问题转化成单机的规划问题 ，大大简化
问题的复杂程度，并且确保性能满足要求． 今后可着
重研究该方向的关键技术如下：
1） 空天地网络环境下的复杂态势 / 威胁评估技术；
2） 多机协同航路规划及重规划技术 ；
3） 多机协同任务分配及重分配技术 ；
4） 多机异构协同控制技术；
5） 多机隐身察打一体化技术；
6） 多机作战效能评估技术．

2

结束语

近年来，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有了惊人的快速发
展，而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技术的设计与实现基本上
仍遵循一种固定的模式． 如今，当大家争相研制高空
长航时无人机的时候，就感到常规的设计与实现技
术难以满足新型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发展需求 ． 新
型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强调要高、精、尖，特别在自主
化和智能化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各种技术上也要创
新，从而带来研制上的高难度和高风险 ． 本文从多目
标组合优化、气动－隐身一体化、能源动力、软件使能
自主控制、自主导航、测控和信息传输、空天地多机
分布协同等方面所提出的发展思路，可为新型高空
长航时无人机的自主化、智能化、综合化和先进化提
供一些概括性的新方向和技术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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