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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群体智能利用群体的优势，在没有集中控制、不提供全局模型的前提下，为寻找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首先阐述

了群体智能的研究现状，包括典型的蚂蚁群优化算法、粒子群优化算法、群体机器人以及算法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研究趋势进
行了分析和展望：对群体智能系统底层机制的研究以及群体机器人的研究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具有重大意义和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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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Swarm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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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urvey of swarm intelligent system is presented. Large amount of simple individuals have more advantages over a single complex
one. Thus, swarm intelligence provides a new way to solve complex problems without global control. Firstly the prolific research results in this field
are illustrated involving typical algorithms, applications and swarm-based robotics. On the basis of that, the future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are
analyzed. Fin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y on swarm intelligence is pointed out in th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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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智能作为一个新兴领域，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
以来，引起了多个学科领域研究人员的关注，已经成为人工
智能以及经济、社会、生物等交叉学科的热点和前沿领域。
由单个复杂个体完成的任务可由大量简单的个体组成的群体
合作完成，而后者往往更具有健壮性、灵活性和经济上的优
势。群体智能(swarm intelligence)利用群体优势，在没有集中
控制，不提供全局模型的前提下，为寻找复杂问题解决方案
提供了新的思路。对群体智能的定义进行扩展，普遍意义上
有以下几种理解。一是由一组简单智能体(agent)涌现出来的
集体的智能(collective intelligence)[1] ，以蚁群优化算法(Ant
Colony Optimization，ACO)和蚂蚁聚类算法等为代表；二是
把群体中的成员看作粒子，而不是智能体，以粒子群优化算
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为代表。群体智能是对
生物群体的一种软仿生，即有别于传统的对生物个体结构的
仿生。可以将个体看成是非常简单和单一的，也可以让它们
拥有学习的能力，来解决具体的问题。

1 研究现状
1.1 群体算法研究
对群体智能的研究起源于对以蚂蚁、蜜蜂等为代表的社
会性昆虫的群体行为的研究 [1]。现有的对群体智能的研究，
大都是从某一种由大量个体表现出来的群体行为出发，从它
们的群体行为中提取模型，为这些行为建立一些规则，从而
提出算法，应用于解决实际中的问题。目前国内外研究得比
较多而且也比较成熟的算法有蚂蚁优化算法、蚂蚁聚类算法、
粒子群优化算法，还有对蚂蚁分工的研究。如表１所示。
1.1.1 蚂蚁优化算法(ACO)
蚂蚁优化算法受蚂蚁取食行为中的通信机制启发而得
来。经过大量的观察研究发现，蚂蚁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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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pheromone)来传递信息。蚂蚁在行动的过程中，会在
经过的路径上留下信息素，后面的蚂蚁通过感知这种物质的
浓度来选择自己的路径。这样，由大量蚂蚁组成的蚁群集体
行为就表现出了一种信息正反馈的现象，信息素随时间挥发，
在较短的路径上浓度较大，因而蚂蚁总是可以找到更短的路
径取食。用人工蚂蚁来模仿自然蚂蚁，在走过的路径上留下
信息素，为解决各种寻优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该算法
已经被成功地应用在很多复杂的组合优化问题上。意大利学
者 Macro Dorigo 首先将该方法用于求解 TSP 问题，随后诸多
学者陆续使用了该算法解二次分配问题、皇后问题等。所解
决的问题以各种 TSP 问题为主，另外有函数优化问题、背包
问题等，而且从离散空间扩展到了连续空间。在解决这些问
题的性能方面，比之于传统的优化算法，蚂蚁优化算法表现
出了良好的性能 [4]。
表 1 群体算法总结
群体行为

算法

应用
首先用来解决 TSP 问题，之后推广

蚁群觅食

蚂蚁优化算法

蚂蚁公墓形成、

LS 算法

到各种组合优化问题；实际应用于
网络路由的优化等
用于数据分析和图的划分

幼虫分类

KLS 算法

蚂蚁分工

任务分配算法

任务分配

群鸟觅食

粒子优化算法

函数优化问题、神经网络训练等

1.1.2 蚂蚁聚类算法
某些种类的蚂蚁在打扫巢穴时，聚集尸体形成一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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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或者将它们的幼虫分成几堆。现在还无法充分阐释这种
行为，但是有一个简单的模型，可以解释蚂蚁聚类或者分类
中的某些特征。在该模型中，空间中随机运动的个体(如蚂蚁)
根 据 局 部 的 信 息 拿 起 或 者 放 下 某 种 物 体 (蚂 蚁 尸 体 或 者 幼
虫)。这个模型可以被应用在数据分析上：具有不同属性的对
象可被视为要分类的物体。由此受到启发得到蚂蚁分类算法，
并且应用于数据挖掘的分类和聚类上。
1.1.3 粒子群优化算法
粒 子 群 优 化 算 法 (PSO) 是 由 James Kennedy 博 士 和
R．C．Eberhart 博士于 1995 年提出的。该算法源于对鸟群、
鱼群觅食行为的模拟 [5]。在 PSO 中，首先初始化一群随机粒
子(随机解)，然后通过迭代寻找最优解。在每一次迭代中，
粒子通过跟踪两个极值来更新自己的速度和位置。第一个就
是粒子本身所找到的最优解，这个解叫做个体极值；另一个
极值是整个种群目前找到的最优解，这个极值是全局极值，
另外也可以不用整个种群而只是用其中一部分作为粒子的邻
居，那么在所有邻居中的极值就是局部极值。PSO 算法简单
易实现，不需要调整很多参数，主要应用有神经网络的训练、
函数的优化问题等。
1.2 群体机器人
群体智能最早被用在细胞机器人系统的描述中 [2] ，其中
多个简单的机器人通过与近邻的交互产生一种自组织的模
式。对蚂蚁、蜜蜂的分工、搬运、筑巢等行为的研究中，发
现了社会性昆虫的自组织和自组装能力。以此为理论基础，
展开了群体机器人自组织、自组装以及协作的研究。
1.2.1 自组织、自组装
社会性昆虫的巢穴结构往往复杂而精巧。蚂蚁筑巢过程
中，与环境的交互分 2 种：连续的和离散的。离散的交互是
指刺激因素类别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反应；连续的交互是
指由于刺激因素的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反应。基于离散的
交互和自组织提出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个体在三维空
间运动，依据它的周围空间的砖块的排布决定是否在当前位
置放下背负的砖块，利用该模型实验的结果显示可以产生非
常类似黄蜂巢穴的结构。自组装的机器人系统可以借鉴这个
筑巢模型。
Swarm-bots 是由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IRIDIA 实验室 Macro
Dorigo 领导的一个项目，该项目是为了研究一种设计和实现
自组织和自组装的人工物的新方法。该项目的具体目标是建
立一个由多个比较简单的，类似昆虫的机器人的群体
swarm-bots。这些机器人使用相对便宜的构件，具有自组织
和自组装能力来适应环境。
1.2.2 多机器人协作
当一只蚂蚁发现了猎物，尝试搬动，如果不成功，则试
着变换方向和位置，如果再次失败，就会召集同伴。召集同
伴的过程中也会撒下信息素告知猎物的大小。蚂蚁合作搬运
显示出远远高于个体搬运的优势，整体所能搬动的重量 W 和
蚂蚁的个数 N 呈指数关系。所以蚂蚁整体显示出惊人的力量。
蚂蚁之间通过影响环境来协调动作。搬运过程中，可能遇到
死锁，它们会变换方向和位置解除死锁。
合作搬运行为是基于群体的机器人研究的基准任务之
一。机器人学家对蚂蚁的合作搬运进行了建模，并设计了几
个相互无通信、无中心控制的机器人进行推盒子的实验。这
些机器人结构相同，各自有 3 个传感器和 1 个行为装置。传
感器用来感知障碍物、其他机器人和目标。并定义了机器人

的 5 种动作 [1]。
1.3 算法的实际应用
蚂蚁优化算法在电信网络的路由问题(ACR)上的应用已
经比较成熟，HP 公司、英国电信公司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
期就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 [6] 。该算法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企
业，如工厂生产计划的制定和运输部门的后勤管理。美国太
平洋西南航空公司采用了一种直接源于蚂蚁行为研究成果的
运输管理软件，每年至少节约上千万美元开支。英国联合利
华公司已率先利用这种技术改善其一家牙膏厂的运转状况。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法国液气公司、荷兰公路交通部和美国
一些移民事务机构也都采用相应技术以改善其运转的机能。
近年来群体智能的应用有构建网站、优化搜索引擎、创
建知识管理系统甚至进行音乐创作等。

2 发展趋势及展望

蚂蚁优化算法、粒子优化算法等为解决一类优化问题提
供了新的思路，众多研究者纷纷给予改进，使之得到了扩展
和完善，在解决某些问题方面表现出了比传统优化算法更好
的性能，但是单纯对优化算法的研究很难再有其他大的突破。
然而，生物群体拥有巨大的潜力供人们研究，目前还没有形
成系统的理论，许多问题有待回答。以下几个方面将是研究
的热点：刺激产生新的算法的生物群体的行为模型；各种算
法的完善和结合在实际问题上的应用；群体机器人的研究；
群体智能系统的底层机制的研究；系统的建模、仿真以及实
际应用。
2.1 新的行为模型
如前所述，根据蚂蚁群体以及鸟群、鱼群等生物群体行
为提出的算法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生物的奥秘是无穷的，
从生物学甚至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新的有益的行为模式有待
去发现和提炼。
2.2 群体智能系统的底层机制研究
2.2.1 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
自组织是一种动态机制，由底层单元(部件)的交互而呈
现出系统的全局性的结构。交互的规则仅依赖于局部信息，
而不依赖于全局的模式 [1]。自组织并不是外部的影响施加给
系统而体现的一种性质，而是系统自身涌现出的一种性质。
系统中没有一个中心控制模块，也不存在一个部分控制另一
部分。
自组织的特点：通过利用同一种介质或者媒体创建时间
或空间上的结构 [1]。比如蚂蚁筑的巢、寻找食物时的路径等。
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群体中的每个具有简单能力的
个体表现出某种行为，会遵循已有的结构或者信息指引自己
的行动，并且释放自身的信息素，这种不断的反馈能够使得
某种行为加强。尽管一开始都是一些随机的行为，大量个体
遵循正反馈的结果是呈现出一种结构。
自然界通过系统的自组织来解决问题。理解了大自然中
如何使生物系统自组织，就可以模仿这种策略使系统自组织。
2.2.2 间接通信(Stigmergy)
群体系统中个体之间如何进行交互是个关键问题。个体
之间有直接的交流，如触角的碰触、食物的交换、视觉接触
等，但个体之间的间接接触更为微妙，已经有研究者用
Stigmergy 来描述这种机制：也就是个体感知环境，对此作出
反应，又作用于环境。Grassé首先引入 Stigmergy 来解释白蚁
筑巢中的任务协调 [1]。Stigmergy 在宏观上提供了一种将个体
行为和群体行为联系起来的机制。个体行为影响着环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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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影响着其他个体的行为。个体之间通过作用于环境并
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来进行合作。总而言之，环境是个体
之间交流、交互的媒介。从蚂蚁寻食到蚂蚁聚集尸体到蚂蚁
搬运、筑巢，个体之间的通信机制总是离不开 Stigmery 机制，
对于环境的作用，通常由各种各样的信息素来体现。
2.2.3 涌现(emergence)
群体智能中的智能就是大量个体在无中心控制的情况下
体现出来的宏观有序的行为。这种大量个体表现出来的宏观
有序行为称为涌现现象。没有涌现现象，就无法体现出智能。
因此，涌现是群体智能系统的本质特征。只知道孤立的个体
行为并不能了解整个系统(如蚁群)的情况，仅仅研究孤立的
部分无法有效地研究整体性质，因此，对涌现现象的研究必
须既研究各个部分，又研究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3]。
“遗传算法之父”约翰 •霍兰在文献[3]中对涌现现象进行
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他认为涌现现象的本质是“由小生大，
由简入繁”，并且把细胞组成生命体，简单的走棋规则衍生出
复杂的棋局等现象都视为涌现现象。他认为神经网络、元胞
自动机等可算作涌现现象的模型。群体智能的涌现现象与系
统论和复杂系统中阐述的涌现本质上是相同的，它是基于主
体的涌现。1979 年霍夫施塔特对基于主体的涌现作了描述，
整个系统的灵活的行为依赖于相对较少的规则支配的大量主
体的行为。研究群体智能系统，要弄清涌现现象的普遍原理，
建立由简单规则控制的模型来描述涌现现象的规律。
2.3 群体机器人
由多个简单机器人组成的群体机器人系统通过协调、协
作可以完成单机器人无法完成或难以完成的工作。相对于单
个机器人，基于群体的机器人系统具有很大的优势：相互合
作的 N 个机器人的能力远远大于一个单机器人的 N 倍；设计
和制造多个简单机器人比单个复杂机器人更容易、成本更低；
群体机器人系统的平行性和冗余性可以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
鲁棒性等 [6] 。研究群体机器人系统，目标是能够建立经济、
灵活、健壮的系统去完成复杂的任务。
群体机器人系统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群体机器人之间的交
互、通信、协作与控制、机器人的自组装等。这些都可以从
对生物群体的研究中得到启示。

2.4 群体智能系统建模与仿真
对群体智能系统提出较为通用的模型将是今后研究的一
个重点。该模型用来反映智能在群体系统中的涌现过程。建
立这个模型，首先需要对群体系统的基本的特征和机制有相
当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构建个体之间能够交互，具有一定
学习能力的智能系统，进而解决具体的问题。
Swarm 平台是由美国桑塔费研究所开发的开放式仿真平
台。Swarm 拥有可扩展的类库和精巧的架构，提供了用于多
agent 系统这样的设计、实现、运行和分析的工具。Swarm 的
基本思想是：描述一系列独立的个体，通过独立事件进行交
互作用。在 Swarm 中，个体行为的组合决定了整个群体的行
为，而群体行为决定了个体作出它们行为选择的环境。利用
Swarm 平台进行群体智能系统的仿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系统的自组织、间接通信和智能涌现的特点。

3 结论

在群体智能的范畴内，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研究和掌握群体智能系统的特性与规律，是一个具有理论和
应用两个方面重要意义的课题。它的研究与发展，将为人工
智能领域带来新的活力，提供解决问题的全新的角度和方法，
同时由于它广阔的市场前景，也是和人类社会经济密切相关
的，现实意义非常明显。可以预见，对群体智能的研究即将
全面展开，必将在某些方面出现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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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数字图像的几何变换算法，除了简单的图像平移算法以
外，其他基本算法，如图像的缩放、图像的旋转，以及一些
复合变换算法，从像素移动的角度来说，都是非线性的，也
就是说，每个像素的移动偏移量是不相同的。本文研究的是
如何在线性的 PE 阵列上进行这些非线性像素移动问题。文
中提出的方法，通过图像像素和阵列 PE 的对应关系，从像
素几何变换所需的像素偏移量入手，把几何变换问题转换成
了阵列 PE 的移动问题。通过对几何变换过程中像素移动规
律的研究，找到了在 PE 阵列上进行图像几何变换的方法，
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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