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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传统的基因调控网络模型会导致机器人群体聚合形态在三维空间中不具备泛化性的问题ꎬ提出

一种基于三维基因调控网络的智能机器人群体聚合与控制方法ꎬ并针对集群围捕任务测试了该方法在三维空间

复杂场景下的表现. 在此基础上使用 Ｖ￣ｒｅｐ 平台来模拟真实场景ꎬ验证了在加入物理特性后该模型的效能. 仿真

结果表明ꎬ该方法在复杂场景下具有良好的表现.
[关键词] 　 群体智能机器人ꎬ基因调控网络ꎬ三维空间ꎬ群体聚合形态ꎬ分布式围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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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ꎬ群体机器人(ｓｗａｒｍ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ꎬＳＲ)研究被广泛应用于仿生学、人工智能、军事打击等领域. 群体

智能机器人作为一种特殊的机器人系统ꎬ相较于单一机器人ꎬ更适用于复杂的任务场景中. 传统的单一机

器人系统会存在大量的硬件冗余ꎬ系统动态调节能力有限ꎬ当出现传感器故障时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功能

失效[１] . 受自然生物界集群现象的启发ꎬ群体智能机器人旨在通过集群控制的方法以保证复杂场景中机

器人系统具备硬件低冗余性、系统高动态调节性以及集群机器人传感器之间存在互补性等特点.
根据群体集群行为的特点ꎬ可将群体任务分解为 ３ 类:集群搜索、集群跟踪和集群围捕. 其中ꎬ如何设

计合适的集群围捕模型一直备受关注. 目前ꎬ针对集群围捕模型的研究大致分为集中式控制和分布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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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两大类. 集中式控制模型普遍存在明显的上下级属性ꎬ任务的协调和规划都由上级负责ꎬ并进行集中调

度以实现对目标的刚性群体围捕[２－３]ꎬ如常见的领导者－追随者模型ꎬ即在集群中会存在有领导者来控制

一个或多个追随者. 分布式控制模型中机器人不存在明显的上下级关系ꎬ机器人通过交互行为来共同决

定任务的分配ꎬ协同实现对目标的柔性群体围捕. 常见的分布式控制模型有:势场法模型ꎬ机器人根据势

场合力(引力场和斥力场)的梯度向目标移动[４－５]ꎻ生物启发式模型ꎬ即由生物界集群现象或行为产生的控

制模型ꎬ如信息素 /激素模型[６－７]、细菌趋化性启发模型[８] 和基因调控网络(ＧＲＮ)模型[９－１０] . 基于生物启

发式模型ꎬ机器人可通过模型产生的浓度梯度信息向目标移动.
基于生物启发式群体控制模型已成为近年来群体机器人控制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ꎬ很多研究者在基

于基因调控网络的群体模式生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 Ｊｉｎ 等[１１] 提出了一种基于分级基因调控网络

(Ｈ￣ＧＲＮ)的多机器人模式生成方法ꎬ该模型由一个两层的 ＧＲＮ 组成ꎬ上层负责对给定环境的自适应群体

聚合形态的生成ꎬ下层是一个分散控制机制ꎬ用于驱动群体机器人形成上层所生成的群体聚合形态. 针对

环境中障碍物躲避问题ꎬＰｅｎｇ 等[１２]对 Ｈ￣ＧＲＮ 的下层进行了优化ꎬ改进的 ＧＲＮ 网络可使机器人在围捕过

程中躲避障碍物ꎬ并更好地包围多个目标. Ｏｈ 等[１３]提出了一种用于群体聚合形态生成的进化层次基因调

控网络(ＥＨ￣ＧＲＮ)ꎬ可在环境受限的条件下更好地自适应生成群体聚合形态. 上述方法可很好地完成在二

维空间下的群体围捕任务ꎬ但均未涉及三维空间下的群体运动控制问题.
针对三维空间下的群体运动控制问题ꎬ一些学者也做了相应的研究. Ｆｅｄｅｌｅ 等[１４] 提出了一种多维空

间的智能群体运动学模型ꎬ对目标进行有限时间内的轨迹跟踪ꎬ证实了该运动学模型在三维环境中的可行

性ꎬ但该模型未考虑障碍物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陈铭治等[１５]提出利用 ＦＭＭ(ｆａｓｔ ｍａｒ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与改进

的 ＧＢＮＮ(Ｇｌａｓｉｕ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来控制水下机器人进行三维环境下

的路径规划和围捕ꎬ但该方法不能自适应形成群体包围结构ꎬ无法同步实现群体路径规划与围捕任务. 在

基因调控网络方面ꎬＭｅｎｇ 等[１６]通过 ＧＲＮ 模型使群体机器人进行形态上的变化ꎬ由此提出一种邻域自适

应机制ꎬ使机器人均匀地部署在人工设计的目标形状周围ꎬ在无集中控制节点的情况下ꎬ群体机器人可形

成各种三维形状ꎬ实验结果表明在三维空间中 ＧＲＮ 模型可较好地完成编队飞行任务.

１　 问题陈述与假设

本文主要研究在含有障碍物的三维场景下ꎬ利用基因调控网络模型实现群体智能机器人对目标的围

捕任务. 本文的目标围捕任务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步骤:
(１)根据当前时刻的信息素浓度值生成包围目标的最优形态ꎬ并得到每个机器人在三维空间中的运

动分量ꎻ
(２)根据运动分量来控制群体机器人分布到当前时刻最优的形态上.
在此基础上ꎬ本研究有针对性地作了如下假设:
(１)在三维空间中机器人保持匀速运行ꎬ同时机器人可在全局坐标系下进行简单的位姿信息交互ꎻ
(２)对于障碍物与目标ꎬ机器人可通过视觉等方法实现目标捕获ꎬ并能将目标位置映射到全局坐标系下ꎻ
(３)群体围捕机器人的速度大于目标的速度ꎬ以保证围捕机器人能够追上目标并对目标进行围捕ꎻ
(４)所有围捕机器人都是同质且去中心化的ꎬ每个机器人可以分布式布置.
此外ꎬ为了衡量所提方法的性能ꎬ本文定义了以下指标:
(１)围捕机器人与目标的平均距离 Ｄａ . Ｄａ 表示群体机器人相对于目标的平均距离ꎬ即

Ｄａ ＝ ∑
Ｎｒ

ｉ ＝ １
ｍｉｎ(ｄ(ｇｉ))( ) Ｎｒꎬ (１)

式中ꎬＮｒ 表示围捕机器人个数ꎻｄ(ｇｉ)表示第 ｉ个围捕机器人与所有目标的相对位置. 若平均距离 Ｄａ 收敛

到一定值ꎬ说明该系统处于稳定状态.
(２)围捕机器人收敛误差 ϕｓ . ϕｓ 用于判断在三维空间中机器人通过基因调控网络自适应运动到指定

包围球面上的能力ꎬ即

ϕｓ ＝ ∑
Ｎｒ

ｉ ＝ １
ｆ(ｇｉ)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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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ꎬ ｆ(ｇｉ)为围捕形态的隐函数ꎬ表示第 ｉ个围捕机器人在三维空间中的浓度与设定的围捕形态浓度之

差. 若 ϕｓ 逼近为 ０ꎬ说明围捕机器人群体聚合能力良好ꎬ基本均落在包围目标的球面上.
(３)围捕机器人包围球面的包围强度 Ｄｓ . Ｄｓ 表示机器人在包围球面上的均匀性ꎬ如式(３)所示. 为了

验证该均匀性ꎬ首先使用墨卡托投影法[１７]ꎬ将目标球面切分为边长为 Ｒ的正方形.
Ｐｌａｎｅｘ ＝Ｒ∗σꎬ
Ｐｌａｎｅｙ ＝Ｒ∗ｌｎ(ｔａｎ(π / ４＋γ / ２))ꎬ

Ｄｓ ＝
∪
Ｎｒ

ｉ ＝ １
ｆｉ(ＰｌａｎｅｘꎬＰｌａｎｅｙ) / Ｒ２ .

æ

è

ç
ç
ç
ç

(３)

式中ꎬσ表示球体的经度角ꎻγ表示球体的纬度角ꎻＰｌａｎｅｘ 为映射到墨卡托平面坐标系的 ｘ 轴ꎻＰｌａｎｅｙ 为映

射到墨卡托平面坐标系的 ｙ轴ꎻ ｆｉ(ＰｌａｎｅｘꎬＰｌａｎｅｙ)表示在墨卡托平面坐标系下第 ｉ个围捕机器人所在区域

的影响范围ꎬ本文设置影响范围参数为 ３０. Ｄｓ 越大ꎬ表示围捕机器人在包围球面上具有更好的均匀性.

２　 基于三维基因调控网络的群体模式生成方法

在实际应用中ꎬ群体机器人一般处于三维环境. 目前的群体聚合形态算法一般是在二维平面上进行

设计及验证的ꎬ并不适用于三维空间下群体机器人的目标围捕. 对于实际围捕任务而言ꎬ需考虑如何在三

维空间下实现群体机器人对目标的分布式围捕. 为此ꎬ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三维基因调控网络的智能机器

人群体聚合与控制方法.

图 １　 群体聚合形态自动生成方法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ｗａｒｍ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图 ２　 ＸＮＯＲ 模型图

Ｆｉｇ 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ＸＮＯＲ

如图 １ 所示ꎬ该方法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基于全局信息

自适应生成三维聚合形态的上层和控制群体机器人形成该

群体三维聚合形态的下层. 上层中ꎬＴｉ 和 Ｏｉ 分别表示环境

中目标和障碍物产生的蛋白质浓度ꎬＭ表示形态梯度空间ꎬ
用于生成群体聚合形态并将其传递到下层网络. 下层中ꎬＰｉ
和 Ｇｉ 分别表示第 ｉ 个机器人当前的位置和内部状态ꎬ其中

Ｇｉ 会随着相邻机器人位置信息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随着 Ｔｉ、
Ｏｉ、Ｇｉ 的扩散和改变ꎬ围捕机器人之间能够保证对目标与障

碍物的信息共享.
２.１　 基于全局信息的三维聚合形态自适应生成

如图 １ 所示ꎬ将障碍物与目标的位置作为输入来生成

全局浓度地图. 将地图转化为群体形态主要分为两步:
(１)根据基因调控函数来生成一个含有障碍物的浓度梯度空间ꎻ(２)根据浓度梯度空间信息的等势线来提

取出不同的形态梯度ꎬ并选取合适的阈值来自适应生成群体形态.
在上层中ꎬ本文设计了如图 ２ 所示的一种简单的群体模式生成模型ꎬＸＮＯＲ 作为唯一的网络组件ꎬ用

于生成复杂的群体围捕模式. 对于 ＧＲＮ 模型ꎬ每个群体机器人均遵循以下动力学方程ꎬ并生成一个合适的

含有障碍物信息的浓度梯度空间:

Ｔ＝ ∑
Ｎｔ

ｉ ＝ １
∇２Ｔｉ＋γｉ－Ｔｉꎬ (４)

Ｏ＝ ∑
Ｎｏ

ｊ ＝ １
∇２Ｏ ｊ＋β ｊ－ｊꎬ (５)

ｄＭ
ｄｔ

＝ －Ｍ＋ｓｉｇ(１－Ｔ∗Ｔꎬθꎬｋ)＋ｓｉｇ(Ｏ∗Ｏꎬθꎬｋ)ꎬ (６)

ｓｉｇ(ｘꎬθꎬｋ)＝ １
１＋ｅ－ｋ(ｘ－θ) . (７)

式中ꎬＴ和 Ｏ分别表示所有目标和障碍物产生的综合蛋白

质浓度ꎬＴｉ 和 Ｏ ｊ 分别表示第 ｉ 个目标和第 ｊ 个障碍物产生

的形态梯度ꎻ∇２ 为 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 算子ꎬ表示 Ｔｉ 和 Ｏ ｊ 所在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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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空间的二阶导数ꎻγｉ 为目标位置信息ꎻβ ｊ 为障碍物位置信息ꎻθ和 ｋ 为调控参数. 式(６)表示在环境输

入 γｉ 和 β ｊꎬ经 ＸＮＯＲ 模型处理后得到的含有障碍物的浓度梯度空间. 式(７)进一步对浓度梯度空间进行

归一化ꎬ保证浓度梯度空间在合适的范围内.
为简单起见ꎬ假设环境中只有一个目标ꎬ且目标周围只有一个障碍物ꎬ障碍物在目标的下方. 将浓度

场分别沿着目标的 ３ 个维度(ＸꎬＹꎬＺ)进行切分ꎬ得到浓度场在 ３ 个维度下的浓度图ꎬ如图 ３ 所示. 由图 ３
可知ꎬ经 ＸＮＯＲ 作用后ꎬ目标和障碍物形成的浓度梯度空间呈现相反的状态ꎬ即离目标越近浓度值越低ꎬ
离障碍物越近浓度值越高. 最后根据预先设定好的阈值信息来选择该浓度梯度空间中自适应生成的群体

聚合形态.

图 ３　 ３ 个维度下 ＸＮＯＲ 生成的浓度梯度空间

Ｆｉｇ 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ＸＮＯＲ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图 ４　 三维空间分解示意图

Ｆｉｇ 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２　 群体机器人群体聚合形态的控制与形成

在下层中ꎬ将根据已有的群体聚合形态在浓度地图中的位置ꎬ来驱动机器人沿着梯度空间浓度下降的

方向移动. 因此ꎬ需对三维空间下的运动方向进行分解.
如图 ４ 所示ꎬ设三维空间中 Ｐ点的坐标为(ｘＰꎬｙＰꎬｚＰ)ꎬ该点到 ｘｏｙ平面上的投影为 ｐ′(ｘＰꎬｙＰꎬ０) . 利用

三角形反正切函数可求得 β β∈ － ２
π
ꎬ ２
π

æ

è
ç

ö

ø
÷

æ

è
ç

ö

ø
÷ 的值:

β＝ａｒｃｔａｎ
ｚＰ
ｘ２Ｐ＋ｙ２Ｐ

æ

è
çç

ö

ø
÷÷ . (８)

将点 ｐ′(ｘＰꎬｙＰꎬ０)向 ｘ轴做垂线得到 Ｐ″(ｙＰꎬ０ꎬ０)ꎬ利用三

角形反正切函数可求得 α(α∈(－πꎬπ))的值:

α＝

ａｒｃｔａｎ(ｘＰ / ｙＰ)ꎬ ｙＰ>０ꎻ
ａｒｃｔａｎ(ｘＰ / ｙＰ)＋πꎬ ｙＰ≥０ꎬｘＰ<０ꎻ
ａｒｃｔａｎ(ｘＰ / ｙＰ)－πꎬ ｙＰ<０ꎬｘＰ<０ꎻ

＋(π / ２)ꎬ ｙＰ<０ꎬｘＰ ＝ ０ꎻ
－(π / ２)ꎬ ｙＰ ＝ ０ꎬｘＰ ＝ ０.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９)

同时ꎬ如图 ５ 所示ꎬ本文依据 ５ 个分向量[１８]来指引机器人

—２１—





范　 衠ꎬ等:基于三维基因调控网络的智能机器人群体聚合与控制方法

图 ５　 机器人综合速度的 ５ 个控制分量

Ｆｉｇ ５　 Ｆ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ａ ｒｏｂｏｔ’ｓ ｍｏｔｉｏｎ

运动. 其运动速度如下:
ｄＰ ｉ
ｄｔ

＝(ｄｉ＋ｎｉ＋ｚｉ＋ｕｉ)ｏｒ ｂｉꎬ (１０)

式中ꎬ分量 ｄｉ 表示目标对机器人的排斥分力ꎬ当机器人与

目标距离过近时需要控制机器人远离目标(实验中欧式距

离小于 ４ ｍ 时触发)ꎻ分量 ｎｉ 表示机器人与其余围捕机器

人的排斥分力ꎬ当机器人与其他机器人之间密度过大时

(实验中欧式距离小于 ２ ｍ 时触发)ꎬ机器人远离同类ꎻ分
量 ｚｉ 表示机器人依据浓度场的作用分力ꎬ该分力主要促使

机器人跟随目标并运动到包围球面附近ꎻ分量 ｕｉ 表示场景

密度对该机器人的作用分力ꎬ该群体机器人系统会均匀地

扩散到包围球面周围ꎻ分量 ｂｉ 表示机器人与障碍物的排斥

分力ꎬ当与障碍物距离过近时ꎬ单独触发障碍物排斥力.

３　 仿真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 ＧＲＮ 模型在三维空间中的性能ꎬ本文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与 Ｖ￣ｒｅｐ 仿真平台进行了相关仿真实验ꎬ
并针对性地分析了围捕机器人与目标的平均距离 Ｄａ、围捕机器人收敛误差 ϕｓ 和围捕机器人包围球面的

包围强度 Ｄｓ . 在仿真场景方面ꎬ仿真实验参数设置如下:
(１)仿真场景大小为 ２００ ｍ×２００ ｍꎬ分辨精度为 ２ ｍꎻ
(２)群体机器人个数为 ２０ 个ꎬ运动控制精度为 １０ ｃｍꎻ
(３)目标个数为 １ 个ꎬ障碍物数目大于 ４ 个ꎻ
(４)群体机器人移动速度为 １ 个单位ꎬ目标的移动速度是群体机器人移动速度的 ０.５ 倍.
图 ６ 展示了在 Ｍａｔｌａｂ 仿真中的围捕场景. 在该场景中ꎬ目标的移动速度为 ０.４ ｍ / ｓꎬ障碍物均处于静

止状态. 在 ｓｔｅｐ ＝ １ 时ꎬ围捕机器人处于初始状态ꎬ并随机分布在目标的左侧ꎻ在 ｓｔｅｐ ＝ ５ 和 ｓｔｅｐ ＝ ２４０ 时ꎬ机
器人经过中间的第一个和第四个障碍物ꎬ两个障碍物均位于目标下方 ２ ｍ 的位置ꎬ此时围捕机器人将在

５ 个分量的作用下被迫向目标上方移动ꎻ在 ｓｔｅｐ ＝ ７５ 和 ｓｔｅｐ ＝ １７５ 时ꎬ目标绕过中间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障碍

物ꎬ围捕机器人会在围捕目标的同时主动避障ꎻ在 ｓｔｅｐ ＝ ３００ 时ꎬ目标到达终点ꎬ围捕机器人在目标周围形

成了良好的包围形态. 由图可见ꎬ在三维场景中ꎬ围捕机器人在经过多个障碍物后ꎬ仍能稳定在目标形态

附近ꎬ实现对目标的群体围捕.

图 ６　 群体机器人动态围捕过程

Ｆｉｇ 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ｎ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ｗａｒｍ ｒｏｂｏｔｓ

为了模拟真实环境下群体机器人对目标的围捕行为ꎬ进一步使用 Ｖ￣ｒｅｐ 平台搭建仿真场景来测试该

方法的性能. 相较于 Ｍａｔｌａｂ 平台ꎬＶ￣ｒｅｐ 平台加入的物理引擎可使场景更为真实ꎬ场景中设有楼房、树林及

山丘等障碍物. 图 ７ 展示了在 Ｖ￣ｒｅｐ 平台下围捕机器人对目标的围捕过程. 从 ｓｔｅｐ ＝ ５ 到 ｓｔｅｐ ＝ ２４０ꎬ围捕机

器人经过了山丘和树林两种障碍物. 与 Ｍａｔｌａｂ 场景相似ꎬ该方法能有效控制围捕机器人在绕过障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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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目标(红色标出区域)进行持续跟踪ꎻ在目标停止移动后(ｓｔｅｐ ＝ ３００)ꎬ机器人能根据当前的浓度自

适应形成包围球面来完成对目标的围捕. 因此ꎬ在 Ｖ￣ｒｅｐ 仿真环境下ꎬ群体机器人面对复杂的任务场景依

然具有良好的目标围捕表现.

图 ７　 Ｖ￣ｒｅｐ 平台下的仿真实验结果

Ｆｉｇ 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Ｖ￣ｒｅ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图 ８ 分别显示了在相同时间步长下ꎬ围捕机器人与目标的平均距离 Ｄａ、围捕机器人收敛误差 ϕｓ 和围

捕机器人包围球面的包围强度 Ｄｓ 的变化情况. 从图 ８ 可以看出ꎬ在第 ５ 帧和第 ２４０ 帧ꎬ围捕机器人遇到了

低矮障碍物ꎬ需要被迫爬升以围捕目标ꎬ此时 ϕｓ 与 Ｄａ 均达到了峰值ꎬＤｓ 处于谷值ꎬ但 Ｄｓ 仍接近 ４０％ꎬ说
明即使在空间落差较大的环境中ꎬ该方法也有较好的围捕性能. 在第 ７５ 帧和第 １７５ 帧ꎬ目标改变了运动方

向ꎬ此时 ϕｓ 和 Ｄａ 均有所上升ꎬＤｓ 也相应下降ꎬ但在 １０ 帧内各数值又恢复到了正常水平ꎬ说明该方法具有

较强的自适应能力ꎬ在目标发生转向的场景中表现稳定. 在第 ３００ 帧ꎬ围捕机器人均匀地分布在目标周围ꎬ
且 ϕｓ 和 Ｄａ 均已收敛ꎬＤｓ 稳定在 ８０％以上ꎬ说明该方法可适用于较为复杂的三维空间下的围捕任务.

图 ８　 机器人综合评价指标结果

Ｆｉｇ ８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ｗａｒｍ ｒｏｂｏ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ｉｎｄｉ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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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本文研究了在含有障碍物的三维环境下群体智能机器人对目标围捕的问题ꎬ提出了一种基于三维基

因调控网络的智能机器人群体聚合与控制方法. 本文模型在考虑三维坏境下机器人围捕情况的同时ꎬ能
够根据目标与障碍物不同的位置自适应生成适合的目标围捕形态. 实验结果表明ꎬ该方法能够解决在复

杂的三维环境中机器人对目标的围捕问题ꎬ为未来真实场景中的群体机器人目标围捕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后续将搭建实际场景来验证该方法在真实环境下的可行性ꎬ以期设计出更加灵活的 ＧＲＮ 结构.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陈祥章. 基于单目视觉的机器人人工势场法路径规划研究[Ｊ].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１４ꎬ３７(１):６１－６５.
[２] ＰＡＮＡＧＯＵ ＤꎬＫＵＭＡＲ Ｖ.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ｆｏｌｌｏｗｅ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４ꎬ３０(４):８３１－８４４.
[３] ＹＡＮＧ ＪꎬＷＡＮＧ ＸꎬＢＡＵＥＲ Ｐ. Ｖ￣ｓｈａｐｅ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ｒｏｂｏｔｉｃ ｓｗａｒｍ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ｅｗ[ 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２０１８ꎬ８(１１):２１２０.
[４] ＯＲＯＺＣＯ￣ＲＯＳＡＳ ＵꎬＭＯＮＴＩＥＬ ＯꎬＳＥＰ 'ＵＬＶＥＤＡ 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ｒｏｂｏｔ ｐａｔｈ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ｏｆｔ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ꎬ２０１９ꎬ７７:２３６－２５１.
[５] ＧＥ Ｈ ＱꎬＣＨＥＮ Ｇ ＢꎬＸＵ Ｇ. Ｍｕｌｔｉ￣ＡＵＶ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ｈｕｎｔ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２０１８ꎬ８(６):９７３.
[６] 屈正庚ꎬ杨川.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移动机器人全局轨迹规划研究[ Ｊ].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１５ꎬ３８(１):

８１－８５.
[７] ＸＵ Ｈ ＸꎬＧＵＡＮ Ｈ ＢꎬＬＩＡＮＧ Ａ Ｌꎬｅｔ ａｌ. Ａ ｍｕｌｔｉ￣ｒｏｂｏ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ｗａｒｍ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０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ｌｉꎬ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ＩＥＥＥꎬ
２０１０ꎬ１:７１－７５.

[８] ＹＡＮＧ ＢꎬＤＩＮＧ Ｙ ＳꎬＪＩＮ Ｙ Ｃꎬｅｔ ａｌ.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ｓｗａｒｍ ｒｏｂｏｔ ｆ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ｈｅｍｏｔａｘｉｓ[Ｊ].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２０１５ꎬ７２:８３－９２.

[９] 王原ꎬ马力ꎬ王凌ꎬ等. 智能机器人可变参数群体控制模型的多目标优化方法[Ｊ]. 中国科学:技术科学ꎬ２０２０ꎬ５０(５):
５２６－５３７.

[１０] ＪＩＮ Ｙ ＣꎬＭＥＮＧ Ｙ. Ｍｏｒｐｈ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ｎｅｗ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Ｍａｎꎬ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ꎬＰａｒｔ Ｃ(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ｓ)ꎬ２０１０ꎬ４１(２):１４５－１６０.

[１１] ＪＩＮ Ｙ ＣꎬＧＵＯ Ｈ ＬꎬＭＥＮＧ Ｙ.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ｒｏｂｏ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Ｍａｎꎬ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ꎬＰａｒｔ Ｂ(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２ꎬ４２(３):８０５－８１６.

[１２] ＰＥＮＧ Ｘ ＧꎬＺＨＡＮＧ ＳꎬＬＥＩ Ｘ Ｋ. Ｍｕｌｔｉ￣ｔａｒｇｅｔ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ｇｅ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ｏｂｏ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２０１６ꎬ１３(５):１７２９８８１４１６６７０１５２.

[１３] ＯＨ Ｈ ＤꎬＪＩＮ Ｙ Ｃ.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ｍｏｒｐｈ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ｗａｒｍ ｒｏｂｏｔｓ[Ｃ] / /
２０１４ ＩＥＥ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ＣＥＣ).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Ｃｈｉｎａ:ＩＥＥＥꎬ２０１４:７７６－７８３.

[１４] ＦＥＤＥＬＥ ＧꎬＤ’ＡＬＦＯＮＳＯ Ｌ.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ｗａｒｍ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Ｃ] / / ２０１７ ＩＥＥＥ ５６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ＤＣ).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ꎬ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ＩＥＥＥꎬ２０１７:３８１－３８６.

[１５] 陈铭治ꎬ朱大奇. ＦＭＭ 与改进 ＧＢＮＮ 模型相结合的多 ＡＵＶ 实时围捕算法[Ｊ]. 控制与决策ꎬ２０２０ꎬ３５(１２):２８４５－２８５４.
[１６] ＭＥＮＧ ＹꎬＧＵＯ Ｈ ＬꎬＪＩＮ Ｙ Ｃ. Ａ ｍｏｒｐｈ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ｈａｐ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ｗａｒｍ ｒｏｂｏ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２０１３ꎬ６１(１):２５－３８.
[１７] ＢＲＡＣＣＩＮＩ 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ｅｌ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Ｊ]. ａｒＸｉｖ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ａｒＸｉｖ:１７１２.０２３０３ꎬ２０１７.
[１８] ＬＥＥ Ｌ Ｐ.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Ｍｅｒｃａｔ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ｐｈｅｒｏｉｄ[Ｊ].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１９６２ꎬ１６(１２３):２０８－２１７.

[责任编辑:严海琳]

—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