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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設計一套具備自主視距外飛行、導航與目標監視功能的小型無人飛

行載具系統。系統以飛控電腦為核心，結合各類感測器和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設

計飛行控制系統，將無人飛行載具導航在預定的路徑上；飛行控制系統設計了具

有雙迴路的PID控制的縱橫向飛行控制律，以及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為基礎的導航

演算法，形成僅需少量感測器和執行機構的飛行控制。本文的設計方法可廣泛適

用於低速穩定飛行的小型無人飛行載具，其具有良好的靜態和動態性能。 

關鍵詞：無人飛行載具、自主飛行、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導航。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esign of a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system with 

autonomous beyond-visual-range flight, navigation, and surveillance capability. A flight 

control system equipped with flight control computer, several sensors and GPS is 

designed for controlling the UAV to fly on the presumptive route.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the two negative feedback loops with PID controller and the navigation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GPS are built up. Just a few sensors and servos are required 

by this flight control system. The system is widely applicable to the low-speed, 

small-scaled, nature-stability UAVs. It has good static and kinetic qualities.  

 

一、 前言 

無人飛行載具UAV（Unmanned Aerial Vehicle），美國國防部之定義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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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無人員乘坐之動力飛行載具，利用空氣浮力為升力，以自主或遙控方式飛行，

可以為消耗品，亦可重複使用。」因此無人飛行載具不同於一般載人載具，通常

是指沒有飛行員於機上操控，藉由其他方法如遙控或自動控制飛行，而執行特定

任務的飛行器。近年來，無人自主飛行載具蓬勃的發展，從早期的軍事用途，到

目前發展應用於廣泛的民生用途，將各式各樣的工作及任務交由無人飛行載具執

行已成為一股趨勢。鑒於無人飛行載具系統應用日益受到全球之矚目，因此無人

飛行載具為現今世界各國積極研發的重要設備，隨著相關科技的發展，無人飛行

載具的功能愈趨多元化，其技術結合現代科技之菁華，主要包括：全球衛星導航、

空中攝影、寬頻無線通訊、飛行力學、氣動力學、自動控制及電腦系統等科技孕

育而成。無人飛行載具最早的開發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用於無人靶機訓練防空炮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將多餘或退役的飛機改裝成為

特殊研究或靶機。隨著電子技術的進步，無人飛行載具在擔任偵查任務的角色上

開始展露他的靈活性與重要性。在越戰期間，美國就曾經使用大量的無人飛行載

具對高價值或防禦嚴密的目標進行偵查工作，以減少人員的傷亡或是被俘虜的風

險。1982年以色列航空工業公司首創以無人機擔任其他角色的軍事任務。在加利

和平行動（黎巴嫩戰爭）時期，偵察者UAV系統曾經在以色列陸軍和空軍的服役

中擔任重要戰鬥角色。以色列國防軍主要用UAV進行偵察、情報收集、跟蹤和通

訊。在1991年的沙漠風暴行動中，美軍曾經發射專門設計的小型UAV作為誘餌來

欺騙敵方雷達系統。美國軍方在這類飛行器上的發展不斷增長[1]，因為這為他們

提供了成本低廉、極富任務靈活性的戰鬥機器，且不存在飛行人員傷亡的風險。

最初的一代主要以偵察機為主，現在一些UAV已經裝備了武器（例如RQ-1 捕食者

裝備了AGM-114地獄火空對地飛彈）。由UAV擔任更多角色的軍事設想，最初是

轟炸和對地攻擊，現在則發展到了空對空格鬥。裝備有武器的UAV被稱為無人戰

鬥機（UCAV），UCAV是無人載具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由於無人載具能預先靠

前部署，可以在防衛目標較遠的距離上摧毀來襲的導彈，從而能夠有效地克服「愛

國者」等反導彈。 

 UAV發展至今已有幾十年歷史隨著目前相關科技發展[2][3]，無論在軍事用、

民生與太空探測等用途，UAV的功能愈趨於多元化，近年來，因UAV在技術上有

顯著進步，在運用上提供良好執行任務的平台，且運用範圍也逐漸擴大。 

 結合資訊、通訊、控制與航太科技的UAV系統在累積多年的戰場運作經驗後

已逐漸成熟，此一市場依然仍在萌芽期，未來在微機電與系統晶片科技的強化下，

將可更接近使用者端的需求，而拓展出更廣大的市場。這幾年世界各國在UAV的

投入經費相當可觀，可以一飛沖天來形容。蒂爾  (Teal)分析師在他們最新的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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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市場分析報告中稱，UAV是全球航太業最具活力的發展領域。蒂爾集團

的2008年市場研究報告預測[4]，未來十年全球無人機支出將增長一倍多，從

當前的34億美元年度支出增長到73億美元，未來十年的支出總額將接近550

億美元。UAV市場包括飛行載具、地面監控裝備與酬載裝備等。總體而言，UAV 

市場目前著重於偵察與監控領域且仍在萌芽期，世界各國採購與運用才正要開

始。因此，UAV研發已成為世界各大學及學術研究單位積極發展的重要項目之一。

將目前國外主要學術單位對於UAV得的研究概述如下： 

 Simon Fraser大學工程科學系在2000年發展自主飛行UAV[5]，稱為FireMite。

FireMite所訂定的需求為傳送視訊及位置資料至地面站台，以進行影像處理及目標

位置的識別；其飛控電腦採用PC-104工業用電腦，軟體操作環境為Pharlap ETS視

窗。 

 Georgia 技術學院的Georgia Tech Aerial Robotics (GTAR)研究團隊發展出自主

飛行UAV J3-Cup[6]。每年參與國際Unmanned Vehicle System組織所舉辦的國際航

空器競賽，於2008年完成所有競賽任務需求。該UAV偵察系統主要由直昇機本體，

地面站台、影像處理與目標追蹤、任務規劃與軌跡產生等系統所組成；機上籌載

設備包括：飛控電腦（Embedded 233 MHz Pentium PC-104單板計算機）、慣性量

測單元、D-GPS接收機、磁力記錄器、高度計、11Mbps資料鏈路及攝影設備等。 

 Stanford大學發展命名為DragonFly的UAV[7]，該計畫由聯邦航空機構（FAA）

及國防先進研究計畫局（DARPA）贊助，並由航空太空總署（NASA）協助。

DragonFly UAV為翼展10呎之固定翼機型，可裝載約10磅種的電子與感測器設備。

電子設備包括含有QNX即時操作系統的單板計算機作為飛控電腦、Trimble導航用

GPS接收機（含有5支GPS天線分別置於兩個翼尖、機頭、機尾與機腹，以量測飛

行時的位置、速度與高度）、姿態穩定器（AHRS），空速、攻角與側向角感測器

及無線電收發機等。 

Michigan大學的UAV命名為Flying Fish [8]，其配備有兩台機載電腦分別為486

級和Pentium133（使用QNX 4.24作業系統）、16Mb和20Mb Disc-on-chip記憶體、

三軸加速儀、磁羅盤、角速度陀螺儀及空速計等配備。因為配備較多，所以利用

兩台486級電腦來分工，其中486級電腦主要接收數據、建立資料結構及控制律演

算，而Pentium133級電腦主要負責導航律演算、資料下傳及狀態估測等工作。  

成功大學無人飛行載具與微衛星（RMRL）實驗室發展命名為SWA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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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V[9][13]，其具備自動飛行、導航與及時監測鎖定功能。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自動鎖定光學遙測系統、監測與任務監控的地面控制站及視距外長滯空自主飛行

等。在與DSP結合方面，成大航太吳朝棟的「應用DSP及FPGA實現無人飛行載具

之自動駕駛系統」[10]以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TI）所生產的TMS320C5X

之DSP晶片配合FPGA，加強了整個UAV系統的運算能力。傅景隆的「應用單晶片

GPS接收器實現無人飛行載具之導航系統」[11][18]運用GPS晶片組，將所接之GPS 

訊號，送至DSP 運算，做為UAV之位置感測與導航的依據。何宗哲利用GPRS無

線通訊作為UAV之雙向資料傳輸介面[12]。 

 元智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吳昌暉教授發展小型無人飛機[14]，應用單晶片微控

制器，採取分散式架構，並結合各類感測器及RF傳輸模組，規劃與開發一套可適

用於定翼機或直昇機，具備穩定的時序、高取樣頻寬、各類飛行資訊的提供與紀

錄之航電系統；同時結合地面通訊基地台，藉由上下鏈傳輸可進行控制程式的燒

錄及控制參數的修改，以及即時監控飛行資料。 

 

二、 無人飛行載具系統設計 

UAV 之航電系統方塊圖如圖一所示，硬體設備包括：飛控電腦、感測器、GPS

接收機、伺服器、無線遙控接收機、資料鏈路無線電收發機及攝影監視設備等。

感測器包括三軸陀螺儀、兩軸加速器、空速計及高度計等。整體 UAV 系統主要可

分為五個次系統，包括：飛行載具機體次系統、飛控電腦次系統、自主飛行導航

次系統、即時監控地面站次系統、目標監視次系統。 

飛控電腦系統，結合感測器、GPS接收機、接收處理器及伺服處理器等構成即

時多工的作業系統，以作為自主飛行的軟硬體平台；飛控電腦負責執行航向計算、

飛行姿態控制、航行資料收集與分析、並將航跡資料透過無線電鏈路傳輸至地面

監控站。 

自主飛行導航次系統經過特定的演算法，操縱副翼、襟翼、方向舵、升降舵、

油門閥等執行機構來控制飛機的姿態和航路。自主飛行的設計首要建立數學模

型，利用離散控制理論設計PID控制器與輸出飽和限制為核心之飛行控制器，控制

飛機到預設的角度，並透過姿態的改變將飛機控制到預期的高度與航向，進而依

據導引系統的計算結果控制飛機飛到預設的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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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監控地面站次系統主要為具有可即時監控在視距外飛行的 UAV 動態及目

標影像顯示功能的地面台。設備主要包括筆記型電腦、電子地圖軟體及無線電收

發機所組成。筆記型電腦內構建電子地圖及飛機模擬儀表等，經由無線電鏈路取

得 UAV 上所籌載的攝影模組與任務處理器所傳來之資訊，包括飛行位置資訊、飛

機健康狀態、飛行動態響應及監視影像等，並加以顯示。 

 飛行載具機體次系統將採用模組式設計，易於卸裝之機體結構，主要工作包

括：機體結構與性能分析，機身、機翼、螺旋槳、尾翼及內部空間等設計，裝配

製造及飛行測試等。 

UAV自主飛行導航控制系統的功能主要包括自動彈射起飛、按預定航線自主

飛行及自動定點降落。本文僅針對“小型低速穩定且按預定航線自主飛行”的飛行導

航控制系統設計；UAV在預定航線上的飛行，主要是穩定直線水平飛行。因此，

需要研究基準運動為穩定直線平飛狀態下飛機的動力學特性，主要包括: 

 UAV的擾動運動特性，主要為縱、橫向擾動運動狀態； 

 UAV對控制輸入的響應特性。 

經由對上述兩方面的研究，可以獲得各受控制量對各輸入量的轉移函數。對於“低

速穩定”的飛機，這些轉移函數的零─極點分佈具有共同的特徵。根據這些共同的

特徵，尋求簡便而具有良好強健性（robust）的控制律，使得經由參數調整，得以

將系統的閉環極點沿最佳的根軌跡導入最佳的區域，最終使系統獲得良好的控制

精度和動態特性。在初始階段，UAV將按預定航跡傾角的直線飛行，因此需要研

究基準運動為預定航跡傾角的直線飛行時的運動力學系統。就上述控制理論研究

基礎上，進行軟、硬體設計，以達成系統設計目標。 

UAV飛行控制系統架構如圖二所示，其中感測器包括：GPS接收機、高度計、

空速計、發動機轉速感測器、偏航角速度感測器，伺服器包括：發動機油門、升

降舵及方向舵等。 

2.1 導航演算法 

 導航功能的實現如圖三所示，首先在地面對導航模組設定航線上各航點的經

度和緯度座標(亦可根據需要在飛行過程中，由即時監控地面站無線遙控送出)，飛

機巡航過程中，導航模組從GPS接收機獲取飛機的實際位置，再運算出航跡偏角或

偏航角的偏差量，以該偏差作為控制模組的輸入量，控制飛機回復到設定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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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四所示，假設飛機正處於航路點Pl與P2之間飛行。在理想狀態，飛機應沿著Pl

到P2的直線飛行。但是由於各種干擾，飛機偏離了理想航線。假設飛機當前的位置

為Pl，它在理想航線上的投影為D。若飛機修正航跡，試圖直接對著P2飛行，它將

沿著航跡1飛行，如此飛機就不會回到理想航線上來。設計上，在理想航線上D與

P2之間選擇一點T，並試圖使飛機的速度向量轉向T。T並不是一個固定的點，它可

由比例係數 2/DT DP  確定。取固定的，隨著飛機位置的變動，T沿理想航線

逐漸靠近P2。於是，飛機將沿航跡2，一邊朝P2的方向飛行，一邊向理想航線靠近。

若越小，飛機越快地回到理想航線，但太小則可能會引起航跡的振盪。最大

取1，航跡2即蛻變為航跡1。 

2.2 縱向控制律及縱向控制通道結構設計 

 高度控制設計如圖五所示的方法。該方法首先通過速度負反饋到油門輸入端

(虛線框內的迴路)，增大UAV的長週期狀態阻尼比。由於UAV高度與速度的變化

主要反映在長週期狀態，引入內迴路後，就可穩定高度與速度的變化。 

 在內迴路調整，引入速度比例負反饋後，隨著比例係數 1K 的增大，可使UAV

的長週期狀態得到改善，飛行速度與高度的波動將很快收斂。 

 在內迴路調整至最佳的基礎上，再進行外迴路的調整。外迴路是高度控制迴路，

其中控制器 2G 採用PID控制，通過調整PID控制器的比例、積分、微分環節係數，

使系統具有最佳的動態特性。採用這種控制方法，在調試過程中保持飛機的穩

定，控制增益由小調到大，飛機動態特性不會突然惡化，以確保調試中的飛行

安全。 

 利用升降舵補償轉彎高度，當UAV以較大的轉彎速率持續轉彎時，需要增大

攻角以增加升力，補償由於滾轉所引起的重力方向的升力分量減小。否則該分量

小於重力，飛機就會在轉彎期間損失高度。最簡便的方法是設定一個臨界值，當

橫向控制通道預定的轉彎速率值超過該臨界值時，輸出固定的升降舵補償偏量。

臨界值和升降舵補償量將由試飛調整確定。 

2.3 橫向控制律及橫向控制通道結構設計 

 橫向通道的基本任務是控制飛機的航跡偏角，使UAV依照導航模組設定的航

跡偏角飛行。航跡偏角誤差的感測，是由GPS信號經導航計算而得。飛行器要改變

航跡偏角，必須提供水平面內垂直於速度向量的力，即轉彎向心力。因飛機僅具

有縱向對稱面之飛行器，要獲得高的轉彎效率，必須產生滾轉角，靠升力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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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充當該向心力。因此有下列兩種控制飛機航跡偏角的方法: 

 將飛機的滾轉角作為受控制量； 

 直接將飛機的航跡偏角作為受控制量。 

若操縱副翼控制滾轉角，則需安裝用於感測滾轉角的姿態陀螺。對於具有橫側穩

定性的飛機，滾轉和偏航運動是耦合的。採用操縱方向舵直接控制航跡偏角的方

法，只要閉環系統是穩定的，飛機的滾轉和偏航運動都將是穩定的，如此可避免

使用相對複雜、昂貴而且笨重的陀螺儀。 

 橫向通道航跡偏角控制方法如圖六所示，其中 y y

y
W W 

 、 分別是方向舵偏 y 對

偏航角  與偏航角速度 y 的轉移函數。 

 首先通過內迴路 y 的比例負反饋來改善飛機橫側動態特性，其功能是使飛機的

y 跟隨設定的 0y ，進而控制飛機的轉彎率 s (虛線框內子系統的功能)；外迴

路通過控制器G，依偏差 0s s  來設定 0y ，其功能是消除偏差 0s s  ，使飛

機的航跡偏角 s 跟隨設定的 0s 。偏差 0s s  由導航模組輸出。飛機的橫側擾

動運動特性表現包括三種狀態：滾轉狀態—該狀態收斂很快，對動態過程不會

產生影響；螺旋狀態—該狀態表現為飛機緩慢的傾斜轉彎運動；荷蘭滾狀態—

該狀態表現為飛機滾轉角與航跡偏角的振盪運動。通過 y 的比例負反饋能有效

地改善飛機的螺旋狀態和荷蘭滾狀態。 

 在內迴路調整的基礎上，再來進行外迴路的調整。控制器G採用PID控制，經由

調整PID中的比例、積分、微分環節的系數值，可以使系統具有較佳的動態特

性。 

 GPS失效時的替補措施；當GPS短期失效時，替補措施控制原理如圖七所示操

控飛機，若飛機當時在作業區上空做閉合航線飛行，則使飛機保持給定的偏航角速度 0y

盤旋。 

2.4 縱、橫向通道的交聯 

 縱、橫向通道的交聯只存在於轉彎高度補償的情況下。當預定的偏航角速度

0y 超過某一限度後，設定固定的升降舵偏量以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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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無人飛行載具系統實現 

本文所發展的無人飛行載具系統的組成單元主要包括GPS接收模組、GPS天

線、飛控電腦、無線遙控器、無線遙控接收機、伺服馬達、無人飛行載具機體、

無線電收發機、攝影模組及地面監控電腦等所構成。現將各單元分述如下： 

3.1 飛控電腦 

無人飛行載具系統的飛控電腦選用單晶片PIC16F876A微控制器，程式記憶區 

8K，資料記憶區 368 Bytes，EEPROM數據記憶體 256 Bytes等架構。單晶片微控

制器所使用的發展軟體可分為編譯程式、組合程式及連結程式，可使用的程式語

言可分為組合語言、高階C語言、PIC BASIC語言等[15]-[17]。 

3.2 GPS 軟硬體介面 

自主飛行導航所需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採用GARMIN GPS15L（如圖八），以

RS232介面與飛控電腦連接，對於只接收GPS接收器的資料而言，GPS15L只需兩

條線與飛控電腦的RS232介面相連接。一條為接地線，這是確保接收器與單晶片微

控制器這兩端的參考電位一致；另一端是資料線，這一條資料線必須接到RS232

介面的Rx Data 腳位。Rx Data腳位在RS-232九支腳的接頭位置是屬於第二支腳。

在GPS的資料接收方面，GPS接收器輸出資料類型遵循美國國家海洋電子協會

NMEA (National Marine Electronics Association)所指定的標準規格，此標準制訂所

有導航電子儀器間的通訊標準，其中包含傳輸資料的格式以及傳輸資料的通訊協

議。NMEA 協議有0180、0182和0183三種，0183現在正廣泛的使用中，NMEA 規

定的通訊速度是每秒4800位元。現在有些接收器也可以提供更高的速度。本論文

使用的通訊速度為每秒4800位元。而通訊協定則採用NMEA-0183為主，GPS接收

器送出的資料都是一組字串，現針對這些資料含意進一步說明。NMEA封包以【$】

作為該筆資料的起始，接著是各種封包的訊息（如GPRMC、GPRMB、GPGGA……

等），以及各封包種類所對應的封包內容及偵錯位元組，最後再以【CR】【LF】的

訊號做結束，每個欄位都以【，】符號做分隔。GPS接收器依不同型號，其所提供

的訊息格而有所不同，主要包括：GGA、GLL、GSA、GSV、RMC、RMB…等訊

息格式，這些的訊息可依使用者需求擷取所需的部份，本文的飛行導航演算法主

要讀取RMC及RMB兩種格式資料來做運算，以「建議最小導航資訊」GPRMC為

例說明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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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UAV伺服馬達控制 

UAV的伺服馬達控制採用脈波寬度調變(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PWM

常用於直流馬達的控制、電源變換器之穩壓控制及直流轉換交流弦波的控制等，

主要是控制直流馬達轉速最常見的方法。以直流馬達為例，其控制原理如圖九所

示，圖中高電位的部份是馬達「動作(active)」時間，或「責任週期(Duty Cycle)」，

低電位的部份是馬達「停止(stop)」時間。當使用者欲讓馬達左轉，則縮減脈波寬

度並保持週期不變；反之，如果欲讓馬達右轉，則需要增加脈波寬度，並且保持

週期不變。由於改變轉速係透過改變動作的時間比例，也就是圖九中高電位脈波

的相對時間寬度，因此這樣的控制方式稱作脈波寬度調變。在微控制器PIC16F876A

中，搭配PWM使用的計時器為Timer2，其內部架構，如圖十所示。Timer2是一個8

位元的計時器，其中包括一個預除器(Prescaler)和一個後除器(Postscaler)，預除器

有1:1、1:4與1:16三種比例選擇，後除器則是從1:1、1:2…1:16共16種比例選擇。計

算公式如下： 

PWM 訊號週期=(PR2+1)×(4/Fosc)×(TMR2 prescale value)            (1) 

PWM 的訊號頻率則為訊號週期的倒數。至於 PWM 的責任週期的計算如下： 

PWM 責任週期 = (CCPR1L:CCP1CON＜5:4＞)×(1/Fosc)×(TMR2 prescale value)   (2) 

責任週期部份是由 10 個位元決定，其中 8 位元為 CCPR1L，另外兩個位元為

CCP1CON 暫存器的 bit5 及 bit4。而式(2)中 CCPR1L:CCP1CON＜5:4＞的意思則是

暫存器 CCPR1L 的 8 個位元和 CCP1CON 暫存器中的 bit5 及 bit4 合併使用時，可

以構成 10 個位元解析度的 PWM 脈波寬度控制。若是只需做 8 位元解析度的 PWM

脈波寬度控制，將 CCPR1L:CCP1CON＜5:4＞設成 CCPR1L:CCP1CON＜0:0＞即

可。 

伺服馬達在運作時由於伺服馬達有角度的限制，所以要控制馬達時需要一定

的脈波寬。當要讓馬達在中心點的時候需要將脈寬調變到 1500μs；要使其順時針

方向轉時需要將脈寬調變到小於 1500μs；反之要將其向逆時針方向轉時則需調變

到大於 1500μs。每個伺服馬達各自有自己的角度極限，需要設定脈寬的安全界限。

表二為角度與脈波寬之關係。 
 

3.4 系統整合 



小型自主飛行無人飛行載具設計 
 

  86

UAV的飛行控制核心單元是微控制器PIC16F876A，微控制器接收GPS定位訊

號，並依照本文第2節所述自主飛行演算法設計，取得偏航角度。根據此角度判斷

轉向及輸出脈衝寬度調變PWM訊號給伺服馬達，由伺服馬達去控制UAV方向舵的

角度，導引並修正UAV的飛行軌跡，直到UAV到達目標點為止。飛控系統示意圖

如圖十一。將飛控系統安裝到飛行載具中，由於載具的空間有限，所以製作飛控

系統時要越小越好。飛控處理器電路圖，如圖十二。將飛控系統裝到載具時要注

意所放置的位置，不可影響到內部接收器與伺服馬達的動作。飛行載具配置圖如

圖十三(a)、(b)。 

3.5 測試驗證 

測試驗證主要是測試導航系統的功能是否正常、測試環境是否合適及測試步

驟之驗證等。測試前行點的選擇，選定一顯目或特殊的目標點，至此點進行GPS

位置量測，取得同一GPS接收器接收之經緯度，在固定時間內，觀察其變化情形，

幾乎不會有大變動後再將所量測的經緯度取平均值。 

遙控器的手動、自動模式切換乃利用無線遙控器上的G頻道，設計成UAV自動

或手動飛行模式的切換開關。測試的方法與結果說明如下： 

1） 航點(Waypoint)的設定先選定原點與終點的目標點，再以GPS選取的兩點之位

置座標，確定位置座標後再設定於程式中。 

2） 將開關切到手動，操作遙控器測試伺服馬達是否依照遙控指示轉動，停止操作

遙控器後， UAV的伺服馬達停止轉動，表示在手動模式時，伺服馬達僅接受遙

控器的訊號。 

3） 將開關切換到自動，操作遙控器而伺服馬達並不會轉動，停止操作遙控器後，

改變UAV飛行方向，伺服馬達會針對目標點而隨之轉動，顯示在自動模式下，

伺服馬達只接受微控制器發出的訊號。UAV自行往所設定的航點前進，最後到

達航點。實測航跡圖如圖十四。圖中編號52為起始點，編號53為終點。 

 

四、 討論 

本文所設計的UAV系統使用GPS接收機、磁航向感測器、氣壓高度感測器、

空速感測器、發動機轉速感測器和偏航角度感測器，以及發動機油門、升降舵和

方向舵等執行機構的進行簡易飛行控制系統設計。高度控制、航跡偏角控制和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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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角控制等系統設計，具有良好的抗各種干擾的能力，對各種步階型干擾，控制

系統具有良好的靜態誤差。偏航角速度控制系統的動態性能良好，但是有靜態誤

差，由於是替補方案，可允許它存在一定靜態誤差。本文設計方法是一種使用簡

單、廉價、廣泛適用於低速、自然穩定小型UAV的飛行控制系統，能夠實現高度

控制和優化的航跡飛行，滿足自主導航功能。 

本文所發展的UAV，利用單晶片微控制器體積小、重量輕、數值運算與邏輯

處理能力強大的優點，極適合應用於小型無人飛行載具的控制。單晶片微控制器

記憶體的容量有限，當程式執行運算及處理量過大時，容易使PWM調變訊號出現

延遲的情況。PWM調變訊號時，要避免微控制器產生PWM輸出過大或過小時，使

伺服馬達出現過轉的狀況。UAV的製作重點在於飛控電腦的設計，而以GPS接收機

連結飛控電腦，提供給飛控電腦相關資訊包括經度、緯度、速度及高度等。而結

合無線傳輸模組把無人載具在自主飛行時的狀況傳送下來給地面監控站，以達到

隨時追蹤與紀錄的目的。依本文所提出的設計方法製作UAV，並經由實際測試，

驗證結果顯示UAV距離航點的平均誤差約在20公尺範圍，誤差主要來至GPS既有的

定位精準度，且在GPS信號受到障礙物遮蔽時，伺服馬達將無法正常運作，因此實

測時須慎選測試地點。 

 

五、 結論 

本文設計可按預定航線自主飛行之無人飛行載具，其功能具備可靠穩定的飛

行載具、精確的導航控制能力、即時監控能力的地面站台，而達到視距外自主飛

行，以及對目標監視的目的。本文的設計方法可廣泛適用於低速穩定飛行的小型

無人飛行載具，其具有良好的靜態和動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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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GPRMC 之格式說明 

$GPRMC,hhmmss,A,llll.ll,a,yyyyy.yy,b,x.x,x.x,ddmmyy,x.x,c*hh 

訊 息 名 稱 單位 說明 

$GPRMC  封包標題 

hhmmss 時/分/秒 UTC 時間 

A A or V A = 資料可用，V =資料不可用 

llll.ll 度 緯度 

a N 或 S N = 北緯，S = 南緯 

yyyyy.yy 度 經度 

b E 或 W E = 東經，W = 西經 

x.x  行進的速度 

x.x  航向與正北之間的角度 

ddmmyy 日/月/年 UTC 標準日期 

日/月 /xx 年(西元 20xx) 

x.x 度 地磁變動的角度 

c  W = 西經，E = 東經 

*xx  Checksum 

【CR】【LF】  封包結束 

 
 
 

表二、角度與脈波寬之關係 
脈 寬 角 度 (擺動方向) 
800μs 安全界限 (順時針方向) 
900μs +60° ± 10° (順時針方向) 
1500μs 0° (中立點) 
2100μs -60° ± 10° (逆時針方向) 
2200μs 安全界限 (逆時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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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UAV 之航電系統方塊圖 

 

圖二 UAV飛行控制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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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UAV導航原理圖 

 

圖四 航路修正示意圖 

 

圖五 高度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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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橫向通道航跡偏角控制方法 

       

 

        圖七 GPS失效時的替補措施 

 

 

圖八、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接收模組GPS 1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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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PWM脈波圖 

 

圖十、Timer2 內部架構圖 

 

圖十一、飛控系統示意圖 

 

座標比對 

GPS 接收機

判斷方向 

計算角度 

產生 PWM 

副翼 

方向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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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飛控處理器電路圖 

 
 (a) 

 

 (b) 

圖十三、飛行載具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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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實測航跡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