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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通信时延的非完整移动机器人的一致性

田晋宇１，王创创１，何 平２

（１．四川轻化工大学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２．暨南大学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 珠海 ５１９０７２）

　　摘　要：非完整机器人协同控制的研究是多智能体协同控制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针对多个非完

整链式系统无领航者的一致性问题，先通过链式变换将原始的（２，１）非完整系统转换为四状态的非完整

链式模型；然后设计了一种分布式协调控制器，该控制器容许多非完整系统的通信拓扑为一般的无向

图，并考虑了通信时延存在的情况。利用Ｌｙａｐｕｎｏｖ稳定性定理和ＬａＳａｌｌｅ不变原理对控制器的稳定性进

行了证明，并设计了数值仿真实验，仿真结果证明了控制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非完整移动机器人；一致性；分布式控制器；通信时延

中图分类号：ＴＰ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引 言

过去的几年里，多智能体系统的分布式协同控制因

其广泛的应用而受到关注。其中包括集群、蜂拥和编队

控制［１５］。作为经典的非线性系统，非完整系统引起了

众多研究人员的兴趣［６８］。对于非完整系统，目前已经

考虑了两个关于一致性的问题。第一个为无领航者的

一致性问题，该控制器可以使多个非完整系统的状态收

敛到一个常数［９１０］；第二个是有领航者的一致性问题，该

控制器可以使多个非完整系统的状态与领航者的状态

相同［１１１３］。文献［１４］讨论了多个无人车的编队控制问

题。文献［１５－１６］研究了非完整移动机器人系统的一

致性问题，提出了一个线性时不变连续状态反馈，使系

统的状态变量达到了一致。文献［１３］针对多个非完整

约束链式系统提出了基于分布式观测器的有限时间一

致性控制算法。文献［１７］通过坐标变换将机器人的运

动模型变换成链式结构，利用反步法设计的轨迹跟踪控

制器达到了期望的效果。文献［１８］将有限时间一致性

控制方法用到了多个非完整约束移动机器人的编队控

制中，使得多个移动机器人能在有限时间内达到预期的

编队队形。本文主要参考了文献［９］、文献［１０］和文献

［１９］的思想，研究了（２，１）［１９］非完整移动机器人编队控

制的问题，设计了一种分布式协同控制器，该控制器容

许多非完整系统的通信拓扑为一般的无向图，并考虑到



通信时延存在的情况。在此控制器的作用下，Ｎ个非完

整机器人的状态将达到一致。

本文首先介绍非完整移动机器人的运动学模型、图

论的基本知识以及相关引理；然后提出针对模型设计的

控制算法并利用Ｌｙａｐｕｎｏｖ理论和ＬａＳａｌｌｅ不变原理证明

了该算法的可行性；最后通过数值仿真，验证了算法的

可行性。

１ 问题描述

１１ 移动机器人的运动学

文献［２０］提出了非完整轮式移动机器人有（２，０）类

型、（２，１）类型、（１，１）类型和（１，２）类型。考虑一组（２，

１）型的非完整移动机器人，第 ｉ个机器人的非完整约束

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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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完整系统（１）可以通过坐标变换转换为非完整链式系

统［２１］：

ｚｉ１ ＝θｉ＋βｉ

ｚｉ２ ＝－ｘｉｃｏｓ（θｉ＋βｉ）－ｙｉｓｉｎ（θｉ＋βｉ）

ｚｉ３ ＝βｉ

ｚｉ４ ＝－ｘｉｓｉｎ（θｉ＋βｉ）＋ｙｉｃｏｓ（θｉ＋βｉ）

ｕｉ１ ＝ωｉ＋φｉ

ｕｉ２ ＝－ｖｉ＋［ｘｉｓｉｎ（θｉ＋βｉ）－ｙｉｃｏｓ（θｉ＋βｉ）］

（ωｉ＋φｉ）ｕｉ３ ＝φｉ

（２）

为了简化分布式控制器的设计，在链式变换中加入

∫
ｔ

０
ω（ｓ）ｄｓ，其中，ω＝ρｓｉｎｔ，ρ＞０，γ＞０。则式（２）

变为：

ｚｉ１ ＝θｉ＋βｉ－∫
ｔ

０
ω（ｓ）ｄｓ

ｚｉ２ ＝－ｘｉｃｏｓ（θｉ＋βｉ）－ｙｉｓｉｎ（θｉ＋βｉ）

＋γω［－ｘｉｓｉｎ（θｉ＋βｉ）＋ｙｉｃｏｓ（θｉ＋βｉ）］

ｚｉ３ ＝βｉ＋γω［－ｘｉｓｉｎ（θｉ＋βｉ）＋ｙｉｃｏｓ（θｉ＋βｉ）］

ｚｉ４ ＝－ｘｉｓｉｎ（θｉ＋βｉ）＋ｙｉｃｏｓ（θｉ＋βｉ）

（３）

对式（３）求导，得：

ｚｉ１ ＝ｕｉ１－ω

ｚｉ２ ＝ｕｉ２＋γωｚｉ３＋γωｕｉ１ｚｉ２－γ
２ω２ｕｉ１ｚｉ３

ｚｉ３ ＝－γω
２ｚｉ３＋ωｚｉ２＋（ｕｉ１－ω）（ｚｉ２－γωｚｉ３）

ｚｉ４ ＝ｕｉ３＋γωｚｉ３＋γωｕｉ１ｚｉ２－γ
２ω２ｕｉ１ｚｉ３

（４）

１２ 代数图论

在多自主体系统一致性的研究中，图论是一个重要

的分析工具。如果用节点代表智能体，用节点间的有向

边来表示智能体间的信息传递关系，则可以用图论中的

有向图（也称为有向连接拓扑）来描述网络结构。本文

考虑了一个具有 Ｎ个非完整移动机器人的通信网络。

假设互连图内部是相互连接的，即存在一个结点使得其

他所有的结点都能通过一条定向的路径与它相连。智

能体获得互相通信的协议，在该协议下达成指定智能体

间的信息交换。它的通信拓扑为加权无向图为Ｇ＝（Ｖ，

ε，Ａ），其中Ｖ＝｛１，２．．．，Ｎ｝为对应点集，ε∈Ｖ×Ｖ为

对应边界集。如果邻接矩阵的元素 ａｉｊ为一般的非负实

数，则称其为加权邻接矩阵，相应的图称为加权图。若

ａｉｊ＞０表示智能体ｉ和智能体ｊ之间存在信息交换，否则

ａｉｊ＝０。假设智能体本身不存在信息交换，即ａｉｉ＝０。图

Ｇ的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矩阵Ｌ＝ｌｉｊ∈Ｒ
Ｎ×Ｎ定义为［２２］：

ｌｉｊ＝
－ａｉｊ，ｉ≠ｊ

∑
Ｎ

ｋ＝１，ｋ≠ｉ
ａｉｋ，{ ｉ＝ｊ

当智能体间的拓扑关系为双向通信时，则 Ｌ为对称

矩阵并且半正定［１６］。

１３ 控制目标

定义１ 多个非完整移动移动机器人的一致性问题

为：对于第ｉ个系统，使用自身系统状态ｚｉ＝［ｚｉ１，ｚｉ２，ｚｉ３，

ｚｉ４］和相邻系统状态ｚｌ，ｌ∈Ｎｉ，设计控制输入ｕｉ＝［ｕｉ１，

ｕｉ２，ｕｉ３］，使得ｚｉ有界且ｌｉｍｔ→∞（ｚｉ－ｚｊ）＝０，１≤ｉ≠ｊ≤Ｎ。

引理１［９］ 如果图 Ｇ具有生成树，图 Ｇ的拉普拉斯

矩阵Ｌ具有权重矩阵Ａ＝［ａｉｊ］（ａｉｊ≥０），则ｌｉｍｔ→∞ｅ
μｔ（ｅ－Ｌｔ

－１ωＴ）＝０，对任意μ∈［０，Ｒｅ（λ２（Ｌ））），其中λ２为Ｌ

的非零特征值的最小实部，ω满足ωＴＬ＝０，ωＴ１＝１。其

中，１表示全１列向量。

引理２［１９］ 对于第ｉ个变换系统（４），如果 ｕｉ１－ω，

ｚｉ２，ｚｉ４有界且渐进收敛于０，则ｚｉ３有界且渐近收敛于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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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３［１９］ 如果ｕｉ１－ω，ｕｊ１－ω，ｚｉ２，ｚｊ２，ｚｉ４，ｚｊ４有界且

ｕｉ１－ω，ｕｊ１－ω，ｚｉ２－ｚｊ２，ｚｉ４－ｚｊ４渐近收敛于０，则ｚｉ３，ｚｊ３有

界且ｚｉ３－ｚｊ３渐近收敛于０。

２ 控制器的设计

控制协议要使每一个变换系统式（４）ｚｉ收敛于相同

值ｃ（ｔ），ｃ（ｔ）＝［ｃ１，ｃ２，ｃ３（ｔ），ｃ４］
Ｔ，ｃ１，ｃ２，ｃ４为未知常

数，其值由初始状态和机器人间的通信决定。ｃ３（ｔ）为有

界函数。由引理３可知，如果ｌｉｍ
ｔ→∞
（ｕｉ１－ω）＝０，ｃ１＝０，

ｃ２ ＝０，ｃ４ ＝０，则ｃ３ ＝０。

２１ 无通信时延的情况

每个系统从相邻的系统获取状态信息，所以该控制

器为分布式控制结构。控制器由与之相邻系统状态差

的项构成，但是加权系数由自身状态决定。所以该控制

器可以视为基于通信拓扑的控制器。由上述分析，设计

如下分布式控制器。

ｕｉ１ ＝－∑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１－ｚｊ１）＋ω

ｕｉ２ ＝－∑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２－ｚｊ２）－γωｚｉ３－γωｕｉ１ｚｉ２＋

　 　γ２ω２ｕｉ１ｚｉ３

ｕｉ３ ＝－∑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４－ｚｊ４）－γωｚｉ３－γωｕｉ１ｚｉ２＋

　 　γ２ω２ｕｉ１ｚｉ３

（５）

其中，ω＝ρｓｉｎｔ，ρ＞０，γ＞０。

将控制器式（５）带入式（４）得闭环系统：

ｚｉ１ ＝－∑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１－ｚｊ１）

ｚｉ２ ＝－∑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２－ｚｊ２）

ｚｉ３ ＝－∑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４－ｚｊ４）

（６）

定理１ 分布式控制器式（５）对闭环系统式（６）达

成状态一致。

证明 由式（６）可得：

Ｚ１ ＝－ＬＺ１
Ｚ２ ＝－ＬＺ２
Ｚ４ ＝－ＬＺ４

（７）

其中，Ｚｑ＝［ｚ１ｑ，ｚ２ｑ，…，ｚＮｑ］，ｑ＝１，２，４，Ｌ为拉普拉斯矩

阵，则：

Ｚ１ ＝ｅ
－ＬｔＺ１（０）

Ｚ２ ＝ｅ
－ＬｔＺ２（０）

Ｚ４ ＝ｅ
－ＬｔＺ４（０）

（８）

由引理１可知：

ｌｉｍＺ１（ｔ）＝１ω
ＴＺ１（０）＝：ｃ１１

ｌｉｍＺ２（ｔ）＝１ω
ＴＺ２（０）＝：ｃ２１

ｌｉｍＺ４（ｔ）＝１ω
ＴＺ４（０）＝：ｃ４１

（９）

可以看出 ｌｉｍ
ｔ→∞
（ｚ１ｉ（ｔ）－ｚ１ｊ（ｔ））＝０，ｌｉｍｔ→∞（ｚ２ｉ（ｔ）－

ｚ２ｊ（ｔ））＝０，ｌｉｍｔ→∞（ｚ４ｉ（ｔ）－ｚ４ｊ（ｔ））＝０，１≤ｉ≠ｊ≤Ｎ。

由式（６）与式（９）可知，ｕｌ１－ω，ｌ＝１，…，Ｎ有界且

渐进收敛于０。由引理３可知ｚｌ３有界，ｚｉ３－ｚｊ３，１≤ｉ≠

ｊ≤Ｎ渐进收敛于０，即 ｌｉｍ（ｚｌ３（ｔ）－ｃ３（ｔ））＝０，其中

ｃ３（ｔ）为未知有界函数。

２２ 有通信时延的情况

每个系统从相邻的系统获取状态信息，所以该控制

器为分布式控制结构。控制器由与之相邻系统状态差

的项构成，但是加权系数由自身状态决定。所以该控制

器可以视为基于通信拓扑的控制器。由上述分析，设计

如下分布式控制器：

ｕｉ１ ＝－∑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１（ｔ）－ｚｊ１（ｔ－τｉ））＋ω（ｔ）

ｕｉ２＝－∑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２（ｔ）－ｚｊ２（ｔ－τｉ））－γω（ｔ）ｚｉ３（ｔ）－

　　γω（ｔ）ｕｉ１（ｔ）ｚｉ２（ｔ）＋γ
２ω（ｔ）２ｕｉ１（ｔ）ｚｉ３（ｔ）

ｕｉ３＝－∑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４（ｔ）－ｚｊ４（ｔ－τｉ））－γω（ｔ）ｚｉ３（ｔ）－

　　γω（ｔ）ｕｉ１（ｔ）ｚｉ２（ｔ）＋γ
２ω（ｔ）２ｕｉ１（ｔ）ｚｉ３（ｔ）

ｕｉ２＝－∑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２（ｔ）－ｚｊ２（ｔ－τｉ））－γω（ｔ）ｚｉ３（ｔ）

（１０）

其中，ω＝ρｓｉｎｔ，ρ＞０，γ＞０。

将控制器式（５）带入式（１０）得闭环系统：

ｚｉ１ ＝－∑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１（ｔ）－ｚｊ１（ｔ－τｉ））

ｚｉ２ ＝－∑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２（ｔ）－ｚｊ２（ｔ－τｉ））

ｚｉ４ ＝－∑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４（ｔ）－ｚｊ４（ｔ－τｉ））

（１１）

定理２ 分布式控制器式（１０）对闭环系统式（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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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状态一致。

证明 选取如下函数作为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备选函数

Ｖ（ｔ）＝１２∑
Ｎ

ｉ＝１
（ｚ２ｉ１（ｔ）＋∑

Ｎ

ｊ＝１
ａｉｊ∫

ｔ

ｔ－τｉ

ｚ２ｊ１（ｓ）ｄｓ）＋

１
２∑

Ｎ

ｉ＝１
（ｚ２ｉ２（ｔ）＋∑

Ｎ

ｊ＝１
ａｉｊ∫

ｔ

ｔ－τｉ

ｚ２ｊ２（ｓ）ｄｓ）＋

１
２∑

Ｎ

ｉ＝１
（ｚ２ｉ４（ｔ）＋∑

Ｎ

ｊ＝１
ａｉｊ∫

ｔ

ｔ－τｉ

ｚ２ｊ４（ｓ）ｄｓ）

（１２）

对式（１２）求导得：

Ｖ（ｔ）＝－１２∑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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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ｊ＝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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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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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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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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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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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ｊ＝１
ａｉｊ（ｚｉ４（ｔ）－ｚｊ４（ｔ－τｉ））

２≤０

由ＬａＳａｌｌｅ不变原理可知，ｚｌ１，ｚｌ２，ｚｌ４将收敛到常数。

３ 数值仿真

用两个例子来说明所提出的设计方案并验证所证

明的理论结果。

考虑共有４个式（１）非完整移动机器人，机器人之

间的通信拓扑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通信拓扑图

每个机器人的初始状态值为：

（ｘ１，ｙ１，θ１，β１）＝ ３，５，－３π５，
π( )３

（ｘ２，ｙ２，θ２，β２）＝ －１，１，２π７，
π( )６

（ｘ３，ｙ３，θ３，β３）＝ －３，－４，５π９，－
π( )３

（ｘ４，ｙ４，θ４，β４）＝ ２，－２，－π３，－
π( )６

对于每个机器人，可以通过变换式（２）化为链式模

型。再计算出链式模型下的初始值：

（ｚ１１，ｚ１２，ｚ１３，ｚ１４）＝（－０８４，１７２，１０５，５５７）

（ｚ２１，ｚ２２，ｚ２３，ｚ２４）＝（１４２，－０８４，０５２，１１４）

（ｚ３１，ｚ３２，ｚ３３，ｚ３４）＝（０７０，４８７，－１０５，－１１３）

（ｚ４１，ｚ４２，ｚ４３，ｚ４４）＝（－１５７，－２００，－０５２，２００）

由１２节的分析可知，该系统的拉普拉斯矩阵为：

Ｌ＝

２ －１ －１ ０

－１ ２ ０ －１

－１ ０ ２ －１

０ －１ －













１ ２

３１ 无通信时延情况的仿真

设置控制器式（５）的参数ρ＝１，γ＝１，状态轨迹如

图２～图５所示。

图２ ｚｉ１轨迹

图３ ｚｉ２轨迹

图２～图５中，蓝色实线表示第一个机器人的状态，

橙色虚线表示第二个机器人的状态，黄色虚点线表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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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ｚｉ３轨迹

图５ ｚｉ４轨迹

三个机器人的状态，紫色点线表示第四个机器人的状

态。图２描述的是所有机器人的第一个状态轨迹图。

图３描述的是所有机器人的第二个状态轨迹图。图４

描述的是所有机器人的第三个状态轨迹图。图５描述

的是所有机器人的第四个状态轨迹图。由图 ２可知，

ｚ１１，ｚ２１，ｚ３１，ｚ４１在３ｓ内达到了状态一致。由图 ３可知

ｚ１２，ｚ２２，ｚ３２，ｚ４２在３ｓ内达到了状态一致。由图４可知，

ｚ１３，ｚ２３，ｚ３３，ｚ４３在８ｓ左右达到了状态一致。由图５可知，

ｚ１４，ｚ２４，ｚ３４，ｚ４４在３ｓ内达到了状态一致。根据上述分析

可知，该仿真结果验证了控制算法的有效性。该仿真图

也验证了：如果ｚｉ１，ｚｉ２，ｚｉ４收敛到非零常数，则 ｚｉ３为有界

函数。

３２ 有通信时延情况的仿真

设置控制器式（１０）的参数ρ＝１，γ＝１。为了便于

仿真，假设所有的通信时延对每一个系统都是常数，即

τ１ ＝τ２ ＝τ３ ＝τ４ ＝τ＝２５ｓ，状态轨迹如图６～图９

所示。

图６ ｚｉ１轨迹

图７ ｚｉ２轨迹

图８ ｚｉ３轨迹

图６～图９中，蓝色实线表示第一个机器人的状

态，橙色虚线表示第二个机器人的状态，黄色虚点线表

示第三个机器人的状态，紫色点线表示第四个机器人的

状态。图６描述的是所有机器人的第一个状态轨迹图。

图７描述的是所有机器人的第二个状态轨迹图。图８

描述的是所有机器人的第三个状态轨迹图。图９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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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ｚｉ４轨迹

的是所有机器人的第四个状态轨迹图。控制算法要使

所有机器人的相同状态趋于一致。由图６可知，ｚ１１，ｚ２１，

ｚ３１，ｚ４１在１５ｓ左右达到了状态一致。由图７，可知 ｚ１２，

ｚ２２，ｚ３２，ｚ４２在２０ｓ左右达到了状态一致。由图８可知，

ｚ１３，ｚ２３，ｚ３３，ｚ４３在２０ｓ左右达到了状态一致。由图９可

知，ｚ１４，ｚ２４，ｚ３４，ｚ４４在２０ｓ左右达到了状态一致。相比没

有通信时延的情况，有通信时延达到状态一致需要更长

的时间。由上述分析可知，该仿真结果验证了控制算法

的有效性。

４ 结束语

本文针对多个非完整链式系统无领航者的一致性

问题，设计了一种分布式控制器。该控制器允许通信拓

扑为一般的无向图，并考虑到通信时延的存在，运用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定理和ＬａＳａｌｌｅ不变原理证明了自适应控制算

法的稳定性，并用数值仿真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控制

器中共有两个自由参数，可以在处理复杂情况时进行调

整，因此该控制器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本文假设智能

体之间的通信时延均为恒定值，然而实际系统中时延可

能是时变的，在下一步的研究中，笔者会进一步考虑时

变时延对于系统收敛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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