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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移动机器人是一种能够在工作环境中自由移动并完成预定任务的智能系统，移动机器人的避障问题是移动机器人控
制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对移动机器人避障方法进行了分类，包括传统算法和智能算法。概述了常用的传统算法的发展现状，
指出了传统算法的优点与不足并讨论了肃ｌ虑的改进算法。总结了智能算法在移动机器人避障技术的现状，归纳了目前研究较
多的智能算法。最后腱望了机器人钾能避障的发腱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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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移动机器人的智能避障更是机器人研究

引言

领域的研究热点。移动机器人智能避障是移动机器
移动机器人是机器人分支之一，随着机器人在

人能够根据采集的障碍物的状态信息，按照一定的

工业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人们对机器人的智能

方法进行有效地避障，最后达到目标点。本文对移

化程度要求也越来越高，与传统的机器人手臂不

动机器人避障技术进行了分类，概述了传统避障技

同，自主移动机器人属于智能型机器人范畴，是集

术的方法和智能避障方法，包括基本算法和针对基

环境感知、动态决策与规划、行为控制与执行等多

本算法的不足而进行改进的算法等。最后对移动机

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系统。近年来，移动机器人技

器人避障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展望。

术在工业、农业、医学、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发挥

２移动机器人避障技术的分类

了重要作用。
幸基金项目：困家ｆ＿ｌ然科学基金（６０７０５０２９）、国家“８６３”
课题（２００７ＡＡ０４１５０２．５）、辽宁省博士启动基金和机器入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ＲＬ０２００８０｜）。

目前移动机器人的避障根据环境信息的掌握
程度可以分为障碍物信息已知和障碍物信息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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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或者完全未知两种。可视图法、栅格法、自【ｉｊ空

窄问，并将自由窄Ｉ’日Ｊ表示为连通图，通过搜索连通

间法等算法可以解决障碍物信息己知时的情况。但

图来进行路径规划。

蔡自划３Ｊ详细给出了自ｆ｝１空问的构造方法，可

大多数的情况下，机器人所处的环境是障碍物信息
不完全或者完全未知，上述方法就自．其缺陷，近年

以看出自…空问法比较灵活，起始点和目标点的改

来发展的智能算法在某些方面能够弥补传统方法

变不会造成连通图的重构。缺点是算法的复杂度与

的不足，下面按照传统和智能两种方法将机器人避

障碍物的多少成正比，且又是无法扶取最短路径。

障进行了划分并且分析算法的刁ｉ足，指出了各种方

自山空问法的分割需构造想象边界，想象边界本身

法的改进算法。

具有任意性，于是导致路径的不确定性。

２．１传统的避障方法

（４）拓扑法：主要是将高维几何窄间巾求解路

传统的方法主要集中于完成机器人无碰撩路

径的问题转化为低维拓扑空间中判别连通性的问

径规划，对动态环境中避障设计较少，其较经典的

题。优点在于利用拓扑特征大大缩小了搜索空间。

方法有以下几种：

算法复杂性仪依赖于障碍物数目，理论上是完备

（１）可视图法（ＶＧｒａｐｈ）：由Ｎｉｌｓｓｏｎ在１９６８

的。而月．拓扑法通常不需要知道机器人的准确位

年提ｍ的，其算法简单且能找到最短路径，但是由

置，对于未知误差也就有了更好的鲁棒性；缺点是

于其缺乏灵活性，在障碍物较多时，搜索时问将会

建立拓扑网络的过程相当复杂，特别是在增加障碍

很长并且要求障碍物的形状不能接近圆形，因此现

物时如何有效地修正已经存在的拓扑网是有待解

在限制了其实际的应用。进而现在通常采用基于切

决的问题。
李清泉等１４Ｊ研究了道路网络层次拓扑结构，提

线图法（Ｔａｎｇｅｎｔ Ｇｒａｐｈ）和Ｖｏｒｏｎｏｉ法的改进可视
图法。

出了其涉及基于道路等级的路网分层抽象、道路数

切线图法用障碍物的切线表示弧，此时移动机

据分区组织、以区域为单位的路网层次拓扑关系模

器人必须接近障碍物，在有误差的时候可能与障碍

型；接着提出了－－８１＇适用于ＬＢＳ（基于位置的服务）

物有接触，但解决了障碍物不能是圆形的问题。

的分层路径规划算法。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采用远离障碍物和墙肇的路径表示弧，

（５）人工势场法：把移动机器人在环境中的运

采Ｈｊ这种方法在避免机器人误碰到障碍物的同时

动视为一种在抽象的人造受力场中的运动，目标点

也增加了从起始点到日标点的路径的长度。

对移动机器人有“吸引力”，障碍物对移动机器人

杨淮清等Ｉｌｌ提出的基于可视图法的移动机器人

有“排斥力”，最后通过合力来控制移动机器人的

路径规划算法，将轮廓复杂的障碍物近似的看成矩

运动，相应的缺点为：忽略了障碍物的结构外形信

形或者是多个矩形的组合体，以此来建立障碍物边

息，模型的建立容易产生误差并且陷入到局部最小

界地图，实现路径规划。

值。

（２）栅格法（Ｇｒｉｄ）：由Ｗ．Ｅ．Ｈｏｗｄｅｎ在１９６８

樊晓平等１５ｌ在改进人工势场法中增加一个指数

年提出的，是目前研究较广泛的路径规划方法。其

项到引力场函数Ｉｆｌ，从而消除了奇异值点，避免了

中栅格的大小影响着环境信息存储量的大小和时

抖动现象，然后将一敏感度参数引入斥力场函数，

间的长短。栅格划分越大，环境信息的存储量越小，

以便灵活控制运动过程中机器人与障碍物距离的

分辨率越低，复杂环境下的避障效果越差，时间越

大小，通过对敏感度的调节，还可以克服传统势场

短；栅格划分越小，环境信息的存储量越大，分辨

法中目标点在斥力作用范围内时，机器人无法到达

率越高，复杂环境下的避障效果越好，时间越常。

目标点的缺陷。

王醒策等【２１提出一种改进的栅格法，系统根据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机器人行走的环境是

地图中障碍物的疏密自主决定栅格粒度；整个算法

未知或者是部分已知的，因此上述传统的机器人避

中只计算最近障碍物对机器人的排斥，终点对机器

障的方法在路径搜索效率及路径优化方嘶还存在

人的吸引是由启发函数来完成的，避免了局部最优

不足。除此之外还有，Ａ幸图搜索算法，枚举法，随

点的问题。

机搜索法等。其中Ａ幸图搜索算法易陷入到局部最

（３）自由卒间法：自由空问法采用预先定义的

小值，图搜索算法、枚举法不能用于高维的优化问

如广义锥型和凸多边形等基本形状构型构造自由

题，随机搜索法计算效率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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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流程网络的两个节点之间有连接。通过计算机

在未知或者是部分未知的环境下通过传感器

的训练，这利－模型可以对彳ｉ同的叫络进行评价。

获取周围环境信息，包括障碍物的尺寸、形状和位

Ｇａｒｇ

ＤＰ等Ｉｌ ２Ｊ通过遗传算法在多机器人布局的

置等信息，并使机器人自丰狭得一条无碰撞最优路

最优化轨迹决策方面进行了相关的论述。Ｓｒｉｎｖａｓａｎ

径是现在研究移动机器人避障热点之一，其中智能

Ｄ【１３】通过遗传算法最大可能性的分析使得模糊设计

方法的使用能够比较好的使机器人有效地避障，因

参数可以达到最优化，使得交通网络的故障性检测

此下面归纳了目前研究较多的的智能路径避障方

准确率达到较高的水平。

法：

（３）基于模糊逻辑的机器人避障算法：对传感
（１）基于神经刚络算法的机器人避障方法：一

器获取的信息进行分类，分析机器人的行动路径，

个神经网络是一个由简单处理元构成的规模宏大

该方法存在着“对称无法确定”（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的并行分布式处理器。天然具有存储经验知识和使

ｉ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的现象。“对称无法确定”是指当机器

之可用的特性。Ｇｌａｓｉｕｓ，Ｒ．【６Ｊ采用Ｈｏｐｆｉｅｌｄ神经网

人面临的当前环境左右对称时，无法确定其行进方

络通过使用模拟神经元的方法来进行路径规划和

向或在两个障碍物之间震荡的现象，这种现象使得

避障，方法优点是：即使在障碍物的运动状态和形

机器人陷入死锁。Ｇ Ｓｔｅｖｅｎ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法是：

状变化时也能快速的在任意起点和终点之问提供

产生一个随机方向，使机器人走出死区，但这样有

一条路径使移动机器人通过。Ｃｈｏｈｒａ，Ａ．１７１通过使

时会撞上障碍物或震荡。Ｌｉ Ｗｅｉ采用了“向右转”

用神经网络进行避障的同时与混合智能系统（ＨＩＳ）

的原则。这样虽然解决了死锁问题，但路径规划时

相连接，可以使移动机器人的认知决策避障的能力

不一定是最优的。Ｏｆｉｏｌｏ Ｇ【１４１等为了提高机器人路

和人相近。

径规划的实时性，在机器人导航时采用Ａ幸算法，

Ｐａｒｈｉ，Ｄ．Ｒ．１８１在得到移动机器人和障碍物之问

而当构建和更新地图时采用模糊逻辑方法，实验结

距离和角度信息的以后，采用４层神经网络设计控

果表明在动态和静态环境中，机器人实时性满足要

制器，在解决移动机器人避障时间和避障效率上有

求。Ｐｅｒｅｚ－Ｄ’Ａｒｐｉｎｏ［”ｌ等也采用模糊逻辑的思想提高

较好的效果。Ｓｉｍｏｎ

Ｘ，Ｙａｎｇ掣州采用牛物激励神

机器人路径规划的实时性，试验结果较好。

经网络的方法解决非静态环境下动态避障问题。

（４）基于混合算法的机器人避障算法：Ｌ．Ｈ．

（２）基于遗传算法的机器人避障算法：遗传算

Ｔｓｏｕｋａｌａｓ等提出了用于半自主移动机器人路径规

Ｈ教授于２０世

划的模糊神经网络方法。所谓的半自主移动机器人

法由美国Ｍｉｃｈｉｇａｎ大学的Ｈｏｌｌａｎｄ

Ｊ

纪６０年代末创建，来源于进化论和遗传学理论，

就是具有在人类视角基础上增加了学习功能的器

是模拟生物在自然环境下的遗传算法和进化过程

件的机器人。这种方法采用模糊描述来完成机器人

而形成的一种自适应全局优化概率搜索算法。

行为编码，同时重复使用神经网络自适应技术，由

Ｈｕ，ＹａｎｍｎｇＩ加ｌ采用特定问题的遗传算法来代

机器人上的传感器提供局部的环境输入，由内部模

替传统的遗传算法，特定算子有基于遗传算法的ＰＫ

糊神经网络进行环境预测，从而可以在未知环境下
规划机器人路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和ＤＫ（ｄｏｍａ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组成，一些局部的搜索技巧也包含其中。论文证明

钟竞辉ｆｌ ６】提出基于模糊逻辑和遗传算法相结

了基于遗传算法的知识理解有能力在复杂同时动

合的机器人动态路径规划，提出了一种带启发式信

态的环境中找到一个最优的或者是接近最优的路

息的遗传算法用于机器人全局路径规划，同时采用

径，采用遗传算法的路径规划是一种有效简单的算

模糊控制原理，实现对环境信息的部分未知的动态

法。

路径规划。
ＡＷＡＤＨ Ｂｉ¨１等在构造路径规划的模型时结合

除此之外还有启发式搜索算法、基于滚动窗口

了遗传算法的思想。模型首先在路径可行性方法上

的算法、基于行为的路径规划算法、基于再激励学

引用了流程网络，其次用二元矩阵来描述网络的每

习的路径规划算法等智能算法。

一层。遗传算法的使用使得规划可以用一系列的二

上诉所提到的智能方法在机器人路径规划技

进制字符串来表示，每一个字符串都是由０或者ｌ

术中已收到广泛的重视及研究，在障碍物环境已知

表示，０代表流程网络的两个节点之间没有连接，１

或未知情况下，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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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期增刊

常健等：移动机器人避障方法综述

３移动机器人避障技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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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传感技术、控制技术的发展，
移动机器的避障及其路径规划技术已经取得了丰

ｓｙｓｔｅｍ

硕的研究成果，其应用领域不断地扩大，应用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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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越来越高，凶此对其相关技术提出了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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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相应的方法也更加的成熟。然而至今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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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种方法能够在任意环境使机器人进行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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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障。因此如何克服相关算法的局限性是以后工作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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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障技术的发展包括以下的几个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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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７）：１７１３－１７２５．

（１）通过传统算法能够与智能算法柏融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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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传统算法能够适应于障碍物信息未或者部分未

ｔｏ

知的情况，如：人工势场法与神经网络的结合，栅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格法与遗产算法的结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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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当环境中同时存在静态障碍物、动态障碍
物等复杂环境时，如何有效地控制移动机器人是一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个研究方向。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ＩＥＥＥ

（３）基于可重构机器人行为的路径规划方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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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运动分为以下有目的的行为：向目标移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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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ｌ】Ａｗａｄｈ

Ｂ，

Ｓｅｐｅｈｒｉ

Ｎ，ＨＡＷＡＬＥＳＨＫＡ

为、避障行为、机器人重构适应环境行为，矫正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误行为等，如何设计各个行为并给出一种明确协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行为的方法是以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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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多机器人协调作业的技术正在成为新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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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移动机器人的避障难度，多机器人能否协作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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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是以后发展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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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热点，由于障碍物增加与环境信息的多样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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