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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人工势场 －模糊算法的路径规划算法研究

汪四新，谭功全，罗玉丰，樊 石

（四川轻化工大学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针对传统人工势场法解决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问题时存在局部最优和目标不可达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改进斥力的人工势场法与模糊算法相结合的路径规划算法。在斥力场中加入机器人与目标

点欧几里德距离的对数函数，形成新的人工势场，并加入机器人、障碍物和目标位置坐标判据式。分别

将人工势场引力与斥力的角度差、合力差作为模糊输入，借助专家经验进行决策，得到输出模糊力，进而

调整机器人各时刻合力大小和方向。解决了传统人工势场法中出现的局部最优和目标不可达问题，减

小了路径轨迹波动幅度，且在凹型槽障碍物中无徘徊。为了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通过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

行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机器人运动轨迹平滑，能较好避开障碍物到达目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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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移动机器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快速地

到达目标点，并且能躲避路途中所遇障碍物。路径规划

是机器人导航中最基本的问题［１２］，指的是如何规划出

一条由出发位置到目标位置的无碰撞适宜轨迹。路径

规划分为局部路径规划和全局路径规划［３］，局部路径规

划指的是环境未知情况下的避障运动规划，全局路径规

划则是在环境已知的情况下搜索全局最优的路径规划。

常用的全局路径算法主要有栅格法［４］、Ａ＊算法［５］、

ＲＲＴ［６］以及仿生群搜索算法［７８］等。常用的局部路径规

划算法有动态窗口法ＤＷＡ［９］、人工势场法等。

人工势场法利用障碍物和目标形成的势场来牵引

机器人运动，因此拥有非线性特点，使得运动轨迹平滑，

但容易出现目标不可达和陷入局部极小值问题。刘俊

雅［１０］在斥力中加入欧几里德距离函数并提出了一种基

于情景行为的障碍物连接法，有效解决了目标不可达与

局部极小值问题，但在凹型障碍物中，机器人还会产生

徘徊。针对复杂环境中机器人容易产生剧烈震荡及

局部最优，有学者采用模糊人工势场对势场参数进

行模糊决策处理［１１１２］，但未能完全克服机器人剧烈

震荡问题。韩伟［１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

人工势场法的动态路径规划，避免了复杂环境中的

剧烈震荡，但在凹型障碍物中仍存在明显徘徊、波

动。考虑以上问题，本文在改进斥力基础上，利用模

糊输出力调整改善运动轨迹。仿真结果表明，本文



方法避免了目标不可达，跳出了局部极小值点，在凹

型槽中无徘徊且震荡较小。

１ 人工势场法

１１ 传统人工势场模型

传统人工势场法是由Ｋｈａｔｂｉ［１４］于１９８５年提出的一

种路径运动算法。人工势场是将路径规划中的机器人

运动模式与自然界存在的各种势场对应起来，机器人运

动目的就是到目标点，中途要躲避障碍物，因此让目标

点对机器人提供吸引势场，障碍物对机器人提供排斥势

场，在两种势场相互作用下，机器人就能比较平滑稳定

地到达目标点。因此可以定义出机器人的所受总势

场为：

Ｕ（Ｘ）＝Ｕａｔｔ（Ｘ）＋Ｕｒｅｐ（Ｘ） （１）

式中：Ｕａｔｔ为目标点提供的吸引势，Ｕｒｅｐ为障碍物提供的

排斥势。

机器人受到引力的牵引而向目标点移动，因此机器

人与目标的距离与引力应该成正比关系，距离目标点越

远所受的引力应该越大，目标点处引力为０，因此定义引

力势场Ｕａｔｔ（Ｘ）如下：

Ｕａｔｔ（Ｘ）＝
１
２Ｋａｔｔρ

２
ｇ （２）

式中：Ｋａｔｔ为引力常数，ρｇ表示机器人矢量位置与目

标点矢量位置的欧几里德距离。

引力函数即为引力势函数的负梯度，方向是由机器

人指向目标点，引力函数如下：

Ｆａｔｔ（Ｘ）＝－Ｕａｔｔ（Ｘ） （３）

Ｆａｔｔ（Ｘ）＝Ｋａｔｔρｇ
ρｇ
Ｘ

（４）

机器人在往目标点运动过程中要躲避障碍物，障碍

物给予机器人的就是斥力作用，因此机器人与障碍物的

距离与斥力为反比关系，距离障碍物越近障排斥力越

大，斥力势场Ｕｒｅｐ（Ｘ）如下：

Ｕｒｅｐ（Ｘ）＝
１
２Ｋｒｅｐ

１
ρｒ
－１
ρ( )
０

２

，ρｒ≤ρ０

０，ρｒ ＞ρ
{

０

（５）

式中：Ｋｒｅｐ为斥力常数，ρｒ为障碍物矢量位置与机器人矢

量位置的欧几里德距离，ρ０为障碍物最大影响距离。

同样斥力势场的负梯度即为斥力函数，方向由障碍

物指向机器人，斥力函数如下：

Ｆｒｅｐ（Ｘ）＝－Ｕｒｅｐ（Ｘ） （６）

Ｆｒｅｐ（Ｘ）＝
Ｋｒｅｐ

１
ρｒ
－１
ρ( )
０

１
ρ２ｒ
ρｒ
Ｘ
，ρｒ≤ρ０

０，ρｒ ＞ρ
{

０

（７）

１２ 改进斥力人工势场模型

针对传统人工势场法容易陷入目标不可达的问

题［１５１６］，对斥力场进行改进，加入机器人与目标点欧几

里德距离的对数，并将对数左移一个单位，使得机器人

在目标点对数函数值为０。改进的斥力势场函数如下：

Ｕｒｅｐ（Ｘ）＝
１
２Ｋｒｅｐ

１
ρｒ
－１
ρ( )
０

２

ｌｎ（ρｇ＋１）
ａ，ρｒ≤ρ０

０，ρｒ＞ρ
{

０

（８）

在新排斥势场中，机器人受力如图１所示，对排斥

势场求负梯度可得排斥力，将排斥力 Ｆｒｅｐ分解为两个分

量，Ｆｒｅｐ１分量由障碍物指向机器人，Ｆｒｅｐ２分量由机器人

指向目标点。

图１ 机器人在新势场中受力分析图

斥力函数公式如下：

Ｆｒｅｐ（Ｘ）＝
Ｆｒｅｐ１＋Ｆｒｅｐ２，ρｒ≤ρ０

０，ρｒ ＞ρ
{

０

（９）

由两分量的方向，Ｆｒｅｐ１为Ｆｒｅｐ对ρｒ求导，Ｆｒｅｐ２为Ｆｒｅｐ

对ρｇ求导，公式如下：

Ｆｒｅｐ１（Ｘ）＝
Ｋｒｅｐ

１
ρｒ
－１
ρ( )
０

１
ρ２ｒ
ｌｎ（ρｇ＋１）

ａρｒ
Ｘ
，ρｒ≤ρ０

０，ρｒ＞ρ
{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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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ｐ２（Ｘ）＝

１
２Ｋｒｅｐ

１
ρｒ
－１
ρ( )
０

２ａ（ρｇ＋１）
ａ－１

（ρｇ＋１）
ａ

ρｇ
Ｘ
，

　　ρｒ≤ρ０

０，ρｒ＞ρ










０

（１１）

对改进斥力的函数加入一个基于机器人、障碍物、

目标点３个坐标计算的判据，定义机器人位置坐标 （Ｘ，

Ｙ），障碍物位置坐标（Ｘｒ，Ｙｒ），目标点坐标（Ｘｇ，Ｙｇ），判

据公式如下：

Ｍ ＝ＸＹｒ＋ＸｒＹｇ＋ＸｇＹ－ＸＹｇ－ＸｒＹ－ＸｇＹｒ （１２）

当Ｍ≤１时，代表机器人陷入了局部最优或者死循

环，此时通过加大沿障碍物到机器人方向斥力分量 Ｆｒｅｐ１

的Ｙ坐标轴分量到原来的 １０倍，使之有效逃离局部

最优。

２ 改进人工势场－模糊算法

在人工势场中加入模糊算法，采用ＴＳ（Ｔａｋａｇｉ－Ｓｕｇ

ｅｎｏ）模糊模型。通过计算出引力与斥力的角度差以及

斥力与引力的合力差，将这两个差量模糊化，作为模糊

决策的两个输入量，通过模糊规则得到一个 ＴＳ模糊输

出量，定义这个输出量为模糊力Ｆｆｕ，分解Ｆｆｕ到 Ｘ轴方

向和Ｙ轴方向，再将分解的两个分力与未加模糊控制

前的分力相叠加，进而调整机器人合力大小与方向，

使得机器人能协助逃离局部最小点并且轨迹更加平

滑稳定。

２１ 模糊输入

分别计算出引力、斥力夹角，根据夹角的定义，其

为最小正角，所以要将计算出的夹角还原成真实的

象限角。判断出夹角处于的象限，若夹角处于一象

限则不处理，若夹角处于二、三、四象限则象限角分

别如下：

θ１ ＝π－θ （１３）

θ１ ＝π＋θ （１４）

θ１ ＝２π－θ （１５）

式中：θ１为象限角，θ为引力或斥力夹角。

计算出引力与斥力的合力差，并分别对角度差限幅

（－π，π），合力差限幅（－１，１），超出部分等于边界值。

将两个模糊输入分为五个模糊语言变量｛负大

（ＮＢ），负中（ＮＭ），零（Ｚ），正中（ＰＭ），正大（ＰＢ）｝，角

度差论域为（－π，π），合力差论域为（－１，１），隶属度

函数采用三角形隶属度函数，角度差 θ与合力差 ｅ的隶

属度函数如图２所示。

图２ 模糊输入隶属度函数

２２ 模糊决策

将设定好的模糊输入通过表１给出的模糊规则决

策，得到模糊输出。因为使用的是ＴＳ模糊模型，模糊输

出值为确定常数值，不需要进行解模糊化，且模糊输出

Ｆｆｕ对应的５个常数值分别为 ｍｆ１（－１），ｍｆ２（－０５），

ｍｆ３（０），ｍｆ４（０５），ｍｆ５（１）。

表１ 引力与斥力角度、合力差值模糊规则

θ
е

ＮＢ ＮＭ Ｚ ＰＭ ＰＢ

ＮＢ ｍｆ１ ｍｆ２ ｍｆ２ ｍｆ３ ｍｆ４

ＮＭ ｍｆ１ ｍｆ２ ｍｆ３ ｍｆ３ ｍｆ４

Ｚ ｍｆ１ ｍｆ２ ｍｆ３ ｍｆ４ ｍｆ４

ＰＭ ｍｆ２ ｍｆ３ ｍｆ３ ｍｆ４ ｍｆ５

ＰＢ ｍｆ２ ｍｆ３ ｍｆ４ ｍｆ４ ｍｆ５

２３ 合力重计算

为了使模糊输出力对机器人有良好的效果，将其扩

大到５０倍，并设定模糊输出夹角为原合力夹角加０５π：

θｆｕ ＝θｔ＋０５π （１６）

式中：θｆｕ为模糊输出夹角，θｔ为原合力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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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模糊输出力分解到Ｘ轴分量Ｆｆｕｘ和Ｙ轴分量Ｆｆｕｙ，

再与模糊控制前的分力相叠加，进而形成新的合力 Ｆ与

合力夹角αｔ，公式如下：

Ｆｘ ＝Ｆａｔｔｘ＋Ｆｒｅｐ１ｘ＋Ｆｒｅｐ２ｘ＋Ｆｆｕｘ （１７）

Ｆｙ ＝Ｆａｔｔｙ＋Ｆｒｅｐ１ｙ＋Ｆｒｅｐ２ｙ＋Ｆｆｕｙ （１８）

αｔ＝ａｒｃｔａｎ
Ｆｙ
Ｆ( )
ｘ

（１９）

３ 仿真实验及分析

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中进行仿真实验，并利用其中 Ｆｕｚｚｙ

工具箱完成模糊控制系统设计。通过搭建一个１０×１０

的地图，添加好机器人坐标、目标点坐标以及若干障碍

物坐标。对比以往势场法与逐次改进的方法，通过仿真

得到路径、合力、斥力图，分析机器人陷入目标不可达和

局部极小值问题，以此证明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首先进行参数设置，为保证各方法具有可比性，初

始参数设置保持一致。地图均为１０×１０大小，因此起

点位置和终点位置分别均为 （０，０）、（１０，１０），引力增

益常数Ｋａｔｔ为１５，斥力增益常数Ｋｒｅｐ为５，障碍物最大影

响距离Ｐ０为１，对数函数幂ａ取为０５，机器人步长Ｌ为

０２，以Ｋ表示机器人到达目标点的迭代次数。

３１ 散乱障碍物环境仿真

随机添加散乱分布的障碍物，障碍物个数为 １５，

对比传统人工势场法、改进斥力人工势场法、改进人

工势场 －模糊算法三种逐次改进的仿真效果，如图３

所示。为便于观察机器人轨迹及仿真效果，传统人

工势场轨迹采用的是“．”表示方式，其他两种仿真轨

迹采用的是“．－”表示方式，即在“．－”处才是机器

人真实轨迹。

图３ 散乱障碍物路径规划

　　传统人工势场法在目标点前面临较多密集障碍物

时出现了容易极小问题，从而不能到达终点，如图３（ａ）

所示，并在中途出现了循环轨迹，其合力分析如图４所

示。由图４可以看出，机器人在 ｘ＝８ｃｍ处合力非常

小，使得机器人陷入了局部极小问题，以致于机器人不

能达到目标点。加入了对数函数及极小值判据的改进

算法，能有效避免目标不可达，在局部极小值点时，通过

改变斥力 Ｙ轴分量大小，有效逃离局部极小值点，顺利

到达目标点，如图３（ｂ）所示。改进人工势场 －模糊方

法能够自适应调节受力大小和方向，路径更加平滑，波

动更少，稳定性更强，如图３（ｃ）所示。三种递增式方法

的仿真效果对比见表２。

图４ 传统人工势场法合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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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散乱障碍物路径规划仿真参数统计表

传统人工

势场法

改进斥力人工

势场法

改进人工势场

－模糊算法

到达目标点 否 是 是

迭代次数Ｋ ８７ ８２

３２ 凹型槽障碍物环境仿真

传统人工势场法、改进斥力人工势场法、改进人工

势场－模糊算法在经典凹槽障碍物模型下的对比仿真

图形如图５所示。

图５ 凹型槽障碍物路径规划

　　在凹型槽障碍物环境下，传统人工势场法由于无法

改变机器人的位姿状态，一旦陷入了局部问题，很难逃

离，如图５（ａ）所示。经过改进斥力的方法，使机器人及

时逃离困境，其能成功从凹槽中逃离出来并到达终点，

如图５（ｂ）所示。在此基础上融合模糊决策后的模糊力

能自适应调整机器人位姿，使得轨迹更加平滑，能更快、

更稳地到达目标点，如图５（ｃ）所示。三种递增式方法

的仿真效果对比见表３。由表３可知，改进后两种方法

均能逃离到达目标点，但改进人工势场 －模糊算法到达

目标点所用迭代次数更少。

表３ 凹型槽障碍物路径规划仿真参数统计表

传统人工

势场法

改进斥力人工

势场法

改进人工势场

－模糊算法

到达目标点 否 是 是

迭代次数Ｋ ８４ ７９

　　对能到达终点方法的斥力与合力分析，分别如图６与

图７所示。对应比较分析图６与图７两方法的斥力与合

力可知，在凹槽连续障碍物的作用下，加入了模糊力自适

应调整的机器人所受斥力和合力波动明显减少，而且在接

近凹槽末端拐角ｘ＝７ｃｍ处，由于机器人需要做出较大角

度的调整，加入模糊方法后可以避免陡然剧增的受力，使

得机器人能够更加安全、稳定、快速地到达目标点。
图６ 斥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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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合力图

４ 结束语

传统人工势场法在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中容易出

现局部极小值和目标不可达问题，从而无法达到目标

点。本文在传统人工势场法的基础上加入欧氏距离对

数改进斥力函数，避免出现目标不可达，并通过机器

人、障碍物、目标点位置判据逃离局部极小值点。在此

基础上结合模糊算法，使得移动机器人在完成局部问

题逃离的同时路径更加稳定平滑、到达终点的迭代次

数更少，尤其在凹槽障碍物地图中，有效解决了机器人

徘徊及震荡问题。但在极度简单的障碍物环境和没有

出现目标不可达、局部极小值问题下传统人工势场法

仍快速有效。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中进行了仿真，对传统

方法、改进斥力人工势场法和改进人工势场 －模糊算

法做了对比试验，仿真结果证明了本文改进方法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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