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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提出对电力巡检无人机数据链的通信技术进行升级，目标在于解决现有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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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系统不同业务速率不能定制化配置，导致不同类型业务的覆盖能力差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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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问题，改进后的无人机通信系统的飞行控制，
数据回传可靠性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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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will upgrad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data link in power inspection，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different rate can not be customized，which leads to the large difference in coverage capability of different service.
After the upgrade，the flight control and data transmission reliability of UAV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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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无人机技术在电力巡检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各种
传感器网络和基于此开发的各类应用极大地简化了
电力巡检工作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于各种
传感器生成的数据，都需要依赖无人机系统中的空地
通信系统来进行传输，因此无人机系统的空地通信装
置的可靠性和覆盖能力成为影响无人机巡检效率和
质量的关键因素。
图 1 给出了无人机空地通信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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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电力巡检人员往往需要在没有移动通信
网络的情况下工作，无人机空地通信必须依赖机载对
地通信装置和地面对空通信装置之间的无线链路传
递数据（如高速视频数据、低速测控数据和飞行控制
数据等）。目前的空地通信系统往往不加区分的对所
有类型的业务在不同的场景下采用完全相同的通信
参数进行工作，导致如下问题：
a）近距离采用高功率发送业务，造成电池消耗过
快。
b）远距离超视距场景采用高速率发送业务，造成
覆盖性能下降。
c）不同类型业务采用同样的速率发送，造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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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设备收集到的各种信号，例如音频或者视频，以
及响应地面设备上的对空单元发送的各种指令等，以
下将对地单元发送的业务统称为第 1 业务。对地单元
包括第 1 业务速率选择模块、第 1 业务优先级配置模
块、第 1 业务基准通信速率配置模块、第 1 业务速率偏
移配置模块。
对空单元主要承担与电力巡检无人机的通信功
能。包括向无人机发送飞行控制指令，响应无人机上
对地单元发送的各种指令等。以下将对空单元发送
的业务统称为第 2 业务。对空单元包括第 2 业务速率
选择模块、第 2 业务优先级配置模块、第 2 业务基准通
信速率配置模块、第 2 业务速率偏移配置模块。
第 1 业务速率选择模块、第 1 业务优先级配置模
块、第 1 业务基准通信速率配置模块、第 1 业务速率偏
移配置模块如图 2 所示方式进行连接。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
地面

d

图1

无人机空地通信示意图

业务的通信质量不同，服务性能不稳定。
本文提出无人机通信系统中各业务的速率应根
据覆盖范围、业务的质量要求和优先级等进行动态调
整的方法，提高了无人机的总体覆盖范围和业务稳定
性，避免因固定业务速率而造成高质量要求的业务失
败，或者低质量要求的业务占用过高的通信带宽。

1 无人机业务模型分析
电力巡检无人机系统空地通信的主要业务包括：
多光谱视频和图片回传业务，传感器数据回传业务，
无人机与控制台位置信息和飞行控制数据交互业务。
1.1 视频业务
常见的无人机高清视频分辨率和每秒帧数为：
a）超高清UHD：
4 096×2 160 P 24/25，
3 840×2 160 P
24/25/30。
b）全高清 FHD：1 920×1 080 P24/25/30/48/50/60。
c）高清 HD：1 280×720 P 24/25/30/48/50/60。
为了节省传输带宽，无人机采用的视频压缩格式
为 H.264。一般典型的 1 080 P 全高清视频传输速率为
4~8 Mbit/s。
1.2 飞行控制数据
传输无人机状态、位置以及控制指令等无人机飞
行控制数据业务属于数据速率低，时延要求高，传输
可靠性要求高的业务。一般典型的数据速率为 12.8
和 25.6 kbit/s。

2 无人机数据链路增强装置设计和测试方法
2.1 无人机数据链路增强装置设计
电力巡检无人机数据链路通信增强装置，包括对
地单元和对空单元。
对地单元主要承担与地面设备的通信功能。包
括向地面设备发送电力巡检无人机的飞行姿态信息，

对地单元
第 1 优先级配置模块
第 1 业务基准通信速率配置模块

第 1 业务速
率选择模块

第 1 业务速率偏移配置模块

图2

对地单元结构图

第 2 业务速率选择模块、第 2 业务优先级配置模
块、第 2 业务基准通信速率配置模块、第 2 业务速率偏
移配置模块如图 3 方式进行连接。
电力巡检无人机数据链路通信增强装置，通过第
1 业务速率选择模块为对地单元需要发送的业务选择
通信速率、通过第 1 业务优先级配置模块对对地单元
上的所有业务进行优先级配置，通过第 1 业务基准通
信速率配置模块对对地单元上基准业务的通信速率
进行配置，通过第 1 通信速率偏移配置模块对对地单
对空单元
第 2 优先级配置模块
第 2 业务基准通信速率配置模块

第 2 业务速
率选择模块

第 2 业务速率偏移配置模块

图3

对空单元结构图

邮电设计技术/2017/09

61

无线通信 万 琪，郑 涛，何云翔，刘清华
Radio Communication 电力巡检无人机数据链路覆盖增强技术

元上各个业务相对于业务基准通信速率进行配置。
对地单元需要发送某一业务时，第 1 业务速率选
择模块根据第 1 业务优先级配置模块获取到该业务的
优先级，并根据第 1 业务基准通信速率和第 1 通信速
率偏移配置中该业务对应的偏移量，将二者求和后得
到该业务对应的通信速率，对地单元使用该速率发送
该业务。
电力巡检无人机数据链路通信增强装置，通过第
2 业务速率选择模块为对地单元需要发送的业务选择
通信速率、通过第 2 业务优先级配置模块对对空单元
上的所有业务进行优先级配置，通过第 2 业务基准通
信速率配置模块对对空单元上基准业务的通信速率
进行配置，通过第 2 通信速率偏移配置模块对对地单
元上各个业务相对于业务基准通信速率进行配置。
对空单元需要发送某一业务时，第 2 业务速率选
择模块根据第 2 业务优先级配置模块获取到该业务的
优先级，并根据第 2 业务基准通信速率和第 2 通信速
率偏移配置中该业务对应的偏移量，将二者求和后得
到该业务对应的通信速率，对空单元使用该速率发送
该业务。
通过对对地单元和对空单元的不同业务配置不
同优先级以及通信速率偏移来提高电力巡检无人机
数据链路通信中对地和对空装置的各业务的在各种
覆盖场景下的稳定性，确保电力巡检无人机数据链路
通信装置稳定正常的运行。
2.2 无人机数据链路增强装置测试方法
为了验证本装置技术的优点，场景设置为山区电
力铁塔通信环境。
无人机搭载 4G 无线宽带通信系统，测试环境架构
如图 4 所示。系统配置参数如表 1 所示。
测试中主要涉及 2 类业务：
a）飞行控制指令。该类业务用于控制和保障无
人机的安全飞行，因此具有最高优先级。其业务特点
是速率低，通常来说 1 Mbit/s 的速率即可满足其传输
需求。但其对时延要求和误码率要求高，时延应控制
在 50 ms 以内，误码率要求低于 10-3。
b）机载设备拍摄并回传的视频业务。该类业务
用户向地面设备反馈无人机采集的各种照片和视频，
以及其他传感器采集的信息。其业务特点是速率高，
通常来说高清视频业务需要 10 Mbit/s 以上的传输速
率。但其对时延要求和误码率要求低。时延应控制
在 2 s 以内，误码率要求低于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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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

摄像头

机载 LTE 系统

频段/MHz
带宽/MHz
中心频点/MHz
帧结构

图4

测试环境架构

表1

系统配置参数

取值

参数

578~678 DL/UL 子帧配置
20

588

FS2，
5 ms

子载波间隔/kHz
调制方式

专网&公网

CPE

集群语音&视频手持机

参数

指挥中心

取值
1∶3
15

下行：
QPSK、16QAM、
64QAM
上行：QPSK、16QAM

本系统采用 4G LTE 技术，为避免对现有蜂窝网络造成干扰，未使
用运营商授权频段进行测试。

测试中，采用固定速率发送时，对空和对地单元
将采用同样的调制和编码方式来发送不同的业务。
无人机与地面设备距离较远时，较高速率的调制
编码方式将导致误码率上升，增加飞行控制业务的重
传次数，或者导致图片或者视频中出现马赛克。采用
较低速率的调制编码方式可降低业务的误码率水平，
保证飞行控制业务的质量，但无法实时的将视频业务
全部发送完成，将导致视频业务出现停顿现象。
在采用动态速率时，将根据业务的质量要求动态
选择保证业务质量的调制编码方式，这样既可以充分
利用空口带宽来传输高质量的视频业务，又可以保证
飞行控制业务的 QoS，避免使用高速调制编码方式时
导致飞控质量传输失败而引起无人机飞行不稳定。
2.2.1 未引入无人机数据链路增强装置的测试
第 1 组测试：将通信速率固定为 10 Mbit/s，该速率
可以满足高清视频传输，但同等功率条件下，该速率
信号的传输距离较近，测试中不同业务在不同距离上
的业务质量如表 2 所示。
第 1 组测试中，传输速率固定在一个较高的速率
（10 Mbit/s）上，导致较远距离传输时误码率不能满足
飞行控制业务的 QoS 要求，出现飞控指令延迟过大或
者失效的后果。
第 2 组测试：将通信速率固定为 5 Mbit/s，该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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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0 Mbit/s 通信速率下不同业务在不同距离上的业务质量

距离/m

50

500

1 000

2 000

高清视频

正常

正常

出现马赛克

画面卡顿

标清视频

正常

正常

正常

出现马赛克

飞行控制

正常

正常

飞控指令出现延迟

飞控指令失效

可以满足标清视频传输，但不满足高清视频传输，测
试中不同业务在不同距离上的业务质量如表 3 所示。
表3

5 Mbit/s 通信速率下不同业务在不同距离上的业务质量

距离/m

50

500

1 000

2 000

高清视频

画面卡顿

画面卡顿

画面卡顿

画面静止

标清视频

正常

正常

正常

出现马赛克

飞行控制

正常

正常

正常

飞控指令出现延迟

第 2 组测试的速率相比第 1 组测试的速率有所降
低，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满足高优先级飞行控制业务
的 QoS 要求，此时虽然需要大带宽传输的高清视频业
务无法流畅的播放，但标清业务在更远的距离上依然
可以正常传输。但固定了传输速率，仍导致远距离传
输时误码率要求不能满足飞行控制指令的要求，出现
了飞控指令延迟的现象。
第 3 组测试：将通信速率固定为 1 Mbit/s 的速率，
该速率不能满足标清视频传输，但可以满足飞控指令
业务的传输，测试中不同业务在不同距离上的业务质
量如表 4 所示。
表4

15 Mbit/s 通信速率下不同业务在不同距离上的业务质量

距离/m

50

500

1 000

2 000

a）为不同业务设置不同的优先级。飞控指令具
有最高优先级，标清视频业务具有第 2 优先级，高清视
频具有第 3 优先级即最低的优先级。
b）飞控指令的发送时间间隔为 20 ms，即每 20 ms
发送 1 个飞控指令的数据包。标清视频业务发送时间
间隔为 10 ms，
高清视频业务发送时间间隔为 5 ms。
c）为不同优先级的业务建立不同的缓存队列，在
同一个优先级业务的队列中，数据按照先入先出的方
式发送。对于不同优先级的队列，只要高优先级业务
的队列非空，则低优先级业务必须等待高优先级业务
有限发送完成，高优先级队列清空后，才能发送低优
先级队列中的数据。
d）为不同优先级业务数据配置不同的生存时间，
即当某业务的数据在队列中等待发送的时间超时后，
将该部分数据从发送队列中清除。其中飞行控制业
务的生存时间为 40 ms，标清视频业务和高清视频业
务的生存时间均为 20 ms
e）为不同优先级业务配置不同的发送速率以及
对应的调制编码方式。飞行控制数据采用 1 Mbit/s 的
速率发送，标清视频业务和高清视频业务分别采用 5
和 10 Mbit/s 的速率发送。
第 4 组测试：根据以上的策略测试及分析，采用无
人机数据链路增强装置，为不同业务质量的业务动态
选择速率，测试中不同业务在不同距离上的业务质量
如表 5 所示。
表5

采用增强装置后不同业务在不同距离上的业务质量

高清视频

画面静止

画面静止

画面静止

画面静止

标清视频

画面静止

画面静止

画面静止

画面静止

距离/m

正常

高清视频

正常

正常

出现马赛克

画面卡顿

标清视频

正常

正常

正常

出现马赛克

飞行控制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飞行控制

正常

正常

正常

以上 3 组数据为未引入无人机数据链路增强装置
的测试，这 3 组数据都没有本装置来对数据链路的流
量做出动态调节，而是分别固定在某个固定速率上发
送各种业务。由测试结果可见，不管固定在何种传输
速率上，
都不能使所有业务都达到理想结果。
由此可见，想要保证所有业务类型远距离的正常
传输，必须引入速率动态调整的机制。该机制需要对
业务优先级进行划分，并在基础传输速率的基础上，
对不同业务进行不同的速率偏移配置，这样才能保证
所有业务的正常进行。
2.2.2 引入无人机数据链路增强装置测试
为了充分利用不同速率的链路特性，本文所述的
增强装置采用了如下设置。

50

500

1 000

2 000

采用本装置后，通过本装置的基础速率模块对各
业务分配基础速率；速率偏移模块为视频业务分配较
高的偏移量，为飞行控制业务分配较低的偏移量；优
先级模块提高飞行控制业务的优先级；速率选择模块
最终决定各业务的发送顺序及速率。以此实现动态
的速率调整，从测试可以看出，此时各业务都可以在
远距离传输中正常进行，验证了无人机数据链路增强
装置动态切换传输速率保障成功通信的优点。

3 无人机业务速率动态调整流程
根据各典型场景测试获取到的基准业务速率和
邮电设计技术/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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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速率相对于基准速率的偏移值，机载对地系
统和控制台对空系统可以根据场景和业务动态选择
业务速率，
具体流程如图 5 所示。
业务数据

获取业务优先级

是否存在优先级更高的业务待发送

是

发送优先级
更高的业务

否
获取场景配置

根据场景获取基准速率

4 结束语
本文根据电力巡线无人直升机所完成任务的要
求，为克服地形阻挡、多径效应、频率选择性衰落和输
电线路强电磁干扰等因素对原有无人机通信链路的
限制，从业务模型，装置设计、业务测试和功能流程等
方面为无人机通信链路覆盖增强方案的设计提供了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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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业务速率动态调整流程图

在本流程中，业务优先级与业务类型，和其 QoS 属
性有关。QoS 一般包括业务的时延要求、误码率要求
和保证速率要求。一般来说，误码率要求越高的业
务，其优先级越高；时延要求越高的业务，优先级越
高，其在发送队列中的生存时间越短。对于本文中所
属的飞行控制业务，其业务类型决定其时延要求和误
码率要求均较高，但其业务保证速率较低。对于视频
类业务，其时延要求和误码率要求均较低，且其业务
数据在队列中的生存时间也较长，因此发送此类业务
时，优先级可以降低，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发送时延要
求短，误码率要求高的数据。
对于场景配置，通常是根据当前业务运行的环境
来进行配置，不同的场景下，不同业务的保证速率和
最大速率可以采用不同的取值，目的是使得业务在被
调度时，既能充分利用空口的传输资源来获得最佳的
体验，又能满足远距离的通信需求。例如，在平原地
区，无线信道传输环境较好，干扰较少，则可以为业务
配置较高的保证速率和最大速率，使得高清视频业务
的体验更好。在山区环境下，无线信号的损耗较大，
则该场景下业务的保证速率和最大速率则需要降低，
使得无人机只能在较近的距离提供高清视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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