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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无人机(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搭载 RFID 读写器的盘点效率，规避 UAV

无效的盘点飞行，减少盘点飞行路径，提出了一种基于 RFID 库存管理的无人机三维路径规划方法。

该方法首先在三维空间搭建一个飞行网络模型，并建立相应的坐标系；然后通过搭建危险壁障的适

应度函数、搭建 RFID 读写器识别的适应度函数、搭建路径 小适应度函数来构造目标函数，确保

UAV 能够在采集到每个在制品库存信息的前提下求得目标函数的 小值。采用基于二次差分进化的

混合蝙蝠算法对目标函数进行求解，获得全局 优的飞行路径。该方法全局搜索能力较好，鲁棒性

强。通过仿真，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无人机；RFID；信息采集；三维路径规划；二次差分进化的混合蝙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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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 Dimensional Path Planning Research on UAV Base on RFID Inventory 

Management 

Lu  Jiansha1,2，Zhao  Linbin1 

(1.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32, China; 2. 

Zhejiang Huizhi Logistics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Huzhou, 313028,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UAV carrying RFID readers, to avoid the UAV invalid 

inventory flight, to reduce the inventory flight path, a method is proposed by considering RFID and UAV’s 

three-dimensional path planning in collecting product information. This method establishes a flight network 

model in three-dimensional space and the relative coordinate system. Based on ensuring every product 

information can be collected by UAV, the minimum value of the objective function is got by constructing 

the constraint of dangerous barriers, RFID reader’s indentation and the target function by the minimum 

fitness function. The optimal flight path is gained by a hybrid bat algorithm of quadratic differential 

evolution which can solve the objective function. This method has a good global search ability and strong 

robustness. Furtherm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lgorithm is verified by simulation. 

Key words：UAV; RFI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hree-dimensional path planning; hybrid bats algorithm 

based on quadratic differential evolution 

0  引言 

随着物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射频识别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因为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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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无线数据采集，被广泛的应用于物流、资产追踪、设备监控等领域[1]。 

RFID 在物流领域主要用于运输、存储、配送和出入库等环节。为了减少在制品信息采集过程中

的人力的使用，Age 钢铁公司利用无人机加 RFID 技术在户外堆场追踪钢材产品的库存信息；2016

年德国 CeBIT 展会上，德国弗劳恩霍夫物流研究院(Fraunhofer IML)和 Aibotix 无人机公司合作展示

了基于 RFID 技术的无人机库存管理系统。 

可见，由于 UAV 体积小、质量轻、转弯灵活等特点[2]，为了解决某些特殊环境下(例如高温、绝

尘等生产环境下)的数据信息采集问题，已经开始采用基于UAV和RFID技术的在制品信息管理系统。

在制品库存管理主要目的是能够及时、正确的掌握在制品的流动情况，控制在制品的数量，由此可

以实时的掌握现场的实际生产状况、任务进度，保证生产连续均衡地进行，降低在制品储备量，加

快企业资金周转，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在制品库存信息采集相较于成品仓储信息盘点有不同

点在于：○1 .在制品库存信息较成品信息复杂；○2 .在制品库存信息采集所在的生产环境较成品库存盘

点环境复杂，成品库存盘点较在制品库存信息采集简便，在制品信息采集的路径规划可以适用于成

品库存盘点。 

在 UAV+RFID 技术中，UAV 路径规划问题是关键性技术，合理的规划路径能够使得 UAV 在库

存信息采集过程中有效的规避障碍物，能够采集到在制品数据信息，且得到一条 优化的盘点路径。 

G. Wang 使用蝙蝠算法解决了无人战斗机(UCAV)的二维路径优化问题[3]，并通过实验与粒子群

算法等其他方法比较，以验证蝙蝠算法的有效性；Daqi Zhu 提出使用自组织图和速度合成法对在水

下工作区域内的无人潜艇的三维路径规划[4]，实现潜艇在海洋动态潮流下的任务路径 短；陈家照

提出一种基于改进粒子群优化算法的三维空间路径规划[5]，通过粒子群算法将三维路径规划问题转

化为二维空间上的路径规划问题来解决飞行器的三维路径规划问题。 

但是，目前的文章多是纯粹的飞行器或无人潜艇的路径规划问题，没有对信息采集结合路径规

划的研究。飞行器上搭载信息采集设备不仅需要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规避障碍物，同时还需要确保

信息采集设备能够采集到相应的数据信息。 

现阶段没有专门针对 UAV+RFID 的路径规划问题，大部分针对无人战斗机的路径规划问题是二

维的，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且没有涉及到信息采集的三维飞行路径的规划。 

因此本文提出了 UAV+RFID 在制品信息采集的无人机三维路径规划的问题。旨在求解

UAV+RFID 在制品库存信息采集的 优化路径，确保在规避障碍物的前提下实现在制品库存的信息

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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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解决 UAV 的路径规划的算法主要有遗传算法(GA)、微分进化方法(DE)[6]、萤火虫算法

(FA)[7]、杜鹃搜索算法(CS)[8]、粒子群优化算法(PSO)[9]、蚁群优化算法(ACO)[10]、生物地理学优化算

法(BBO)[11]、混沌人工蜂群算法[12]、智能水滴算法[13]、蝙蝠算法等。然而，这些方法无法有效地处

理局部搜索产生的大量数据信息跟全局优化之间的矛盾，并且以上方法都是通过坐标转化将三维路

径规划问题转化为二维路径优化问题进行求解，这就导致第三维度的求解不准确。而蝙蝠算法(BA)

可以通过蝙蝠个体三维空间的回声定位能力直接进行三维路径优化问题进行求解，精确度更高。 

蝙蝠算法(BA)作为启发式算法后期收敛较快，导致算法全局搜索能力差，而二次差分法的局部

差分策略(DE/best/1)其算子的全局搜索能力强。为解决 UAV+RFID 在生产现场的在制品信息采集问

题提出了一种基于二次差分进化的混合蝙蝠算法(Hybrid Bat Algorithm, HBA)的 UAV 三维路径规划，

能够增强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得到一条 优的无碰飞行路径。 

1  UAV 三维路径规划数学模型建立 

UAV+RFID 信息采集的路径规划问题本质上是在布满生产所需的生产设备的生产环境下，在合

理的时间内，在满足 RFID 能够读取到所有在制品信息的前提下寻找一条 优的飞行路径进行在制

品的信息采集。 

UAV+RFID 三维路径规划模型如图 1 所示，图中以网格的形式标注出了 UAV 的空间任务、空间

障碍物以及 RFID 的感应区域。 

 

候选节点

危险区域

射频感应区域

S

F

无人机当

前位置

 

图 1 三维空间 UAV+RFID 飞行路径     

首先，假设 UAV 从 S 点出发，到达目的地 F 点完成盘点任务。在飞行空间中(车间内)存在很多

设备以及管道之类的危险区域。在 UAV 飞行过程中需要避开危险区域。将整个空间飞行路径划分成

m 个相等的子空间，且有 n 个飞行候选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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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三维飞行任务空间建立以起点 S 为原点，以 S 点正东方向为 x 轴，y 轴垂直于 x 轴且与水

平面平行，z 轴为过原点且垂直于 xoy 平面，如图 2 所示。 

由上图可得，S 点为原点，坐标为(0,0,0)，假设由 S 点出发到 F 点经过 L1 , L2 ,…, Ln , Li( , , )表

示 UAV 飞行过程中的第 i 个节点，故 UAV 飞行全过程的路径可表示为： 									Path = S, , … , F 																																																																(1) 
UAV+RFID 路径规划的主要性能指标体现为：UAV 飞行安全性；信息采集点要在 RFID 读写器

读取范围之内；起始点到终点的飞行距离。根据这三个路径规划的性能指标可以建立相应的适度函

数来限制 

S

F

x

y

z

O
 

图 2 三维空间坐标系     

UAV+RFID 的飞行路径，从三个 UAV+RFID 在制品信息采集的三个关键因素建立数学模型： 

1. UAV+RFID 在制品信息采集需要 UAV 在飞行时规避生产车间内的障碍物，设置一个危险壁障

的适应度函数，通过危险壁障适应度函数使得 UAV 与车间障碍物保持相应的距离来规避障碍物； 

2. UAV+RIFD 在制品信息采集需要 RFID 读写器在飞行过程中能够根据已知在制品暂存区的位

置坐标的情况下，通过 RFID 读写器识别到每一个在制品的信息，故设置了 RFID 读写器识别的适应

度函数来解决在制品信息采集的问题，通过 RFID 读写器识别的适应度函数来确保飞行路径中各个

在制品暂存区都会在 UAV 飞行过程中的 RFID 读写器的射频识别范围内。 

3. UAV+RFID 的三维路径规划问题首要任务为寻找从起始点到终点的 优路径，设置了路径

小适应度函数来求起始点和终点之间的 优路径。 

1.1 危险壁障适应度函数 

在实际生产车间内，布满了生产设备以及排气管道等飞行危险壁障，这些生产设备尺寸不一，

位置排布没有规则，因此 UAV 在从起点飞行到终点的过程中需避开这些危险壁障，确保 UAV 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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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无碰撞的范围内。由于将空间划分成了 m 个子空间，则飞行路径有 m 个节点构成，故需要判

断每个节点是否与障碍物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对障碍物按照 UAV 半径进行膨胀，UAV 按照质点来

处理[14]，要求 UAV 在飞行过程中需与危险壁障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则危险壁障适应度函数可以表

示为： 

											 = = 			1																 =				∞																 < 			(1,∞)									 > 			 															(2) 
				d = ( − ) + ( − ) + ( − ) 																																										(3) 

其中： 

m：UAV 飞行的节点数； 

：危险壁障的数量； 

d：当前节点与危险壁障的距离的平方，其中 d 的取值由飞行空间决定，； 

L：UAV 飞行时与危险壁障的安全距离； 

δ：δ为定量，取 δ=0.01； X ( , , )：UAV 当前节点坐标； 

T( , , )：危险壁障的坐标。 

函数 的取值范围为[1,	∞)，只有当 UAV 飞行时与危险壁障距离正好为安全距离(即 d= )时 取

值为 1；当 UAV 飞行时距危险壁障小于安全距离(即 d< )时， 取值为∞；当 UAV 飞行时距危险壁

障大于安全距离(即 d> )时 取值为(1,	∞)。 

1.2 RFID 读写器识别适应度函数 

UAV+RFID 实现在制品的信息采集，其主要工作任务为 RFID 读写器对在制品的信息进行识别

并收集数据。首先对于在制品存放区域来说，其也是一个危险壁障，故 UAV 在飞行过程中遇到在制

品存放区域时也需要满足公式(2)。其次，在 UAV 的飞行路径中要确保存在节点 Li( , , )与在制品

存放区域的距离小于 RFID 读写器的读取距离。同时对在制品存放区域按照 UAV 半径进行膨胀，UAV

按照质点来处理，则 RFID 读写器识别的适应度函数可以表示为： 

	 = ( 		( ) )		/N		 = = 1							l = r − 1							< 1						l ≠ r − 1					 																		(4) 		l = ( − ) + ( − ) + ( − ) 																																											(5) 
其中： 

m：UAV 飞行的节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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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在制品暂存区数量，即信息采集点数量； 

r：RFID 读写器的射频识别距离，本文采用 RFID 读写器的识别距离为 6m； 

l：当前节点与信息采集点的距离； 

δ：δ为定量，取 δ=0.01； X ( , , )：UAV 当前节点坐标； 

C( , , )：信息采集点的坐标； 

函数	 的取值范围(0,1]，当 UAV 的飞行路径上存在点分别与 N 个信息采集点的坐标之间的距

离都在读写器的识别距离之内（即	对∀C	点都∃点X 满足			l ≤r）时，f2的值越小，即所求得的路径较

短。 

1.3 综合适应度函数 

在三维路径规划中，路径 短是算法 后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距离 小适应度函数为： 																							 = ∑ ( − ) + ( − ) + ( − )                 (6)              

将危险壁障适应度函数、RFID 读写器识别的适应度函数以及距离 小适应度函数综合在一起，

即可得到综合适应度函数为： 																			 = 	 × × 																																																																				(7) 
    其中 ≠ 0。 

2  基于 UAV+RFID 三维路径规划的混合蝙蝠算法设计 

2.1 差分进化算法 

差分进化算法(Differential Evolution , DE)，是 Storn- R 和 Price K 于 1997 年提出的一种随机的并

行搜索算法[3]。DE 是一种基于智能种群理论的优化算法，利用种群内个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产

生的种群智能模式进行优化搜索，故可以得到其子代必然优于父代。 与其他进化算法不同，DE 只

需调整较少的参数就能完成基于种群的全局搜索策略，降低了进化操作的复杂性。DE 独特的进化操

作使其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和全局收敛能力。 

其中局部差分策略(DE/best/1)具体执行方法： 		 ( + 1) = ( ) + ∗( − )																																																									(8) 
    其中 ( )， ， 为种群中的三个个体， ∗为常量，是一个放大系数。 

2.2 蝙蝠算法 

蝙蝠算法(bat algorithm, BA)，是有 Yang Xin-she 于 2010 年提出的一种元启发式搜索算法，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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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微型蝙蝠的回声定位功能[15]。该算法在求解过程中，蝙蝠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从无序到有序进行

演变，并调整响度、脉冲率、频率，搜索 优解。 

使用蝙蝠算法(BA)进行 优化求解，就是首先利用蝙蝠个体的位置属性 ，速度属性 以及频

率属性 进行全局搜索[7]。得到在 t 代蝙蝠个体的新位置如下： 					 = + ( − ) 																																																						(9) 							 = + ( − ∗) 																																																									(10) 											 = + 																																																																		(11) 
其中， ∈ [0,1]是一个随机变量， ∗是当前全局 佳位置。 

蝙蝠个体进行局部搜索时，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径，它的新解决方案会在随机游走过程中就近产

生： 									 = + 																																																														(12) 
其中，ε ∈ [−1,1]是一个随机变异因子， =< >是所有蝙蝠在这一代的平均响度。 

响度  和脉冲率 也要随着迭代过程进行更新： 											 = 																																																																						(13) 											 = [1 − ]																																																														(14) 
其中 为一个恒量，对于任何0 < < 1都有： 											 → 0, → 																																																																					(15) 
初始化时，每只蝙蝠的响度都是随机给出的，通常定义初始的响度 在[1,2]之间，初始的脉冲率 一

般接近于 0，在 优解求解的过程中， 和 是不断在更新的。 

蝙蝠算法(BA)前期全局搜索能力较强，算法收敛速度快；后期 BA 容易陷入局部 优解。本文

为避免计算 优路径时陷入局部 优，增加种群的多样性，利用局部差分策略(DE/best/1)对 BA 进行

改进；其中 DE/best/1 变异算子可以增加蝙蝠的多样性便于算法更精细的搜索。G. Wang 等人验证了

混合蝙蝠算法求解路径规划问题较其他启发式算法的有效性[16]，故本文利用基于二次差分进化的混合

蝙蝠算法(HBA)对本文的路径规划问题进行求解。 

2.3 三维路径规划的混合蝙蝠算法设计 

UAV+RFID 路径三维路径规划问题可以转化为对公式(7)中的目标函数 求 小值。对于该 小

值问题，需要确保 UAV 能够以一个安全的三维路径完成其飞行任务，同时能够读取到每个信息采集

点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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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算法是一种基于种群的元启发式算法，所以存在算法容易陷入早熟、易陷入局部 优化等

缺陷。DE 存在多种变异策略，如 DE/best/1 局部搜索能力强，其变异算子便于算法更精细的搜索。

故本文采用基于二次差分进化的混合蝙蝠算法(HBA)进行求解，通过加入局部差分策略(DE/best/1)

防止 BA 过早的收敛，提高了 优解的精度[11]。 

其求解算法 HBA 的基本思想是种群中的 N 个蝙蝠个体在三维空间内通过回声定位和搜索空间

的随机移动来更新蝙蝠个体的位置 和速度 。首先，需要随机选择一个蝙蝠的起始节点，接下来

蝙蝠个体的位置X ( , , )就可以通过公式(7)的目标函数 来计算。之后蝙蝠根据变异因子的突变

操作来选择飞行网状图中的下一个节点，而并不是随机的飞行。这样就能够确保在迭代足够多的代

数之后能够得到一个 短的 UAV 的飞行路径。其核心伪代码如下所示。 

 

算法：Algorithm of HBA for UAV three-dimensional path planning 

Begin 

1. 初始化。设置迭代次数 t=1；初始化蝙蝠种群的位置X 、速度 、频率 F、 及响度 A；设置

放大系数 ∗。 

2. 计算初始解fitness(x) = f(x)(其中 x 为手动遥控无人机飞行的一条路径)以及 优初始化值val_best。 

3. while t<Max Generation do 

  排列蝙蝠并找到 佳 ∗；       

for i=1:N(所有节点数) 

  生成随机变量 ≠ ≠ ≠  ; 

  = [ ∗ ]; 
  = + ( − ∗) ; 

  = + ; 

   if(rand > ) then 

     = + ; 

   else 

   	 = + ( − ) ∗;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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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and<A && f( ) < ( )) then 

     = ; 

     fitness( ) = f( ); 
     = ; 

     = [1 − ]; 
   endif 

 end for 

  t=t+1; 

end while 

  可视化结果 

End 

图 3 为基于 HBA 的 UAV+RFID 三维路径规划的实现流程图。 

 

开始

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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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位置和速度

接受更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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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通过局部差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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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结果可视化

是否达到迭代

次数

N

结束  
图 3 基于 HBA 的三维路径规划实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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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仿真研究 

在本文的研究对象环境恶劣的生产车间内，有各种的生产设备排气管道等障碍物，而其中暂存

区的信息采集点存在于很多这些生产设备的集群中，其中对于这类车间内的在制品的数据采集会带

来很大的困难。图 4 为不锈钢制品的抛光车间，其中会产生很大的粉尘，采用人工盘点会影响员工

的健康；对于生产区域及暂存区域较大的情况会存在 RFID 读写器识别距离不足，以及多 RFID 读写

器之间射频干扰等问题。 

因此采用 UAV+RFID 识别暂存区的在制品信息，通过 UAV 代替人工携带 RFID 读写器进行在

制品的数据采集。 

 

图 4 某抛光车间 

为了验证 HBA 的有效性，本文进行了仿真实验。仿真平台为 Mathlab7.11.0，首先生产车间障碍

物和信息采集点的位置及尺寸(本文用长方体代替障碍物和信息采集点)如图 5 所示，仿真原始尺寸为

30*60*10，S(0,0,0)和 F(30,60,10)分别代表飞行路径的起点和终点。其中蓝色物体表示障碍物，红色

物体表示信息采集点，粉红色实线代表路径。其中障碍物的中心点 b1:(6.5,6.5,1.5)；b2:(16.5,12.5,1)；

b3:(9,16,2)；b4:(5.5,35,4)；b5:(15,52.5,9.5)；b6:(20,26,2)；b7:(26,17,3)；b8:(15,43,3)；b9:(25.5,45.5,2.5)；

长宽高分别为(3,5,3)、(3,5,2)、(6,8,4)、(5,20,8)、(20,5,1)、(2,12,4)、(4,26,6)、(10,10,6)、(5,5,5)。其

中信息采集点的坐标为：c1: (12.5,8,1)；c2: (21.5,4.5,1)；c3: (14.5,29,1)；c4: (25,37.5,2)；c5: (26,51,1)；

长宽高分别为(5,4,2)、(3,3,2)、(5,10,2)、(4,5,4)、(2,2,2)。 

    在该仿真试验中，仿真迭代次数为 100 次，其中障碍物和信息采集点随机设定，RFID 读写器的

信息射频识别距离为 6m(即 6m 内的 RFID 标签都会被读写器识别)，其中取α=0.9、γ=0.9、F*=1.2、

ε=0.5。 

张航等人利用量子行为粒子群算法(QPSO)的对微型飞行器进行三维路径规划[2]，首先将三维坐

标数据通过坐标变换和离散有限平面的方法化简为一维数据，然后建立新地图和粒子适应度函数，

适应度函数决定了静态和动态壁障的适应值， 后通过量子行为粒子群优化算法获得一条全局 优

路径，对UAV+RFID数据模型进行计算可以得到一条S到F点的 优路径 ，其中 的长度为88.82。

仿真结果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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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HBA 计算得到一条 UAV 从起始点 S 到终点 F 的 优飞行路径 ，其中 的长度为 75.26。

仿真结果如图 8 所示。 

 
图 5 仿真环境 

 

图 6 量子行为粒子群算法路径规划计算结果 

 
图 7 HBA 路径规划计算结果 

QPSO 算法将三维平面通过坐标投影转化成二维平面坐标来处理，其生成的路径为二维平面上

的路径优化问题求得的 优解；而 HBA 算法可以直接在三维平面上寻求一条 优路径，不仅能在二

维平面上寻优，而且在三维上能够通过越过障碍物的上方来寻求 优路径。由上图可以看出，QPSO

算法所得的路径比 HBA 算法所得的路径要长，通过距离的比较混合蝙蝠算法所得到的飞行路径 短，

故该仿真实验证实了 UAV+RFID 路径规划的有效性。 

4  结束语 

针对搭载 RFID 的无人机盘点飞行路径规划问题，提出了基于 UAV+RFID 在制品信息采集的三

维路径规划的方法，利用 UAV 搭载 RFID 读写器进行在制品的信息采集，并用基于二次差分进化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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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蝙蝠算法对 UAV+RFID 的飞行路径求解。在 RFID 读写器进行信息采集的同时，解决了 UAV

优化飞行路径的问题。在下一个阶段，将对多台 UAV 在盘点过程中的动态路径规划，以及 UAV 盘

点过程中的自适应导航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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