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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实践，大量的服务机器人出现在商场、学校、医院以及餐厅等人流量较

大的应用场景中。行人在接打电话或使用手机时，难以细致观察周围路况，易与运动中的机器人发生擦碰，因

此高动态的工作环境对机器人运动规划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了提高机器人在高动态复杂场景中的运动能

力和智能化水平，提出了一种融合行人预测信息的局部路径规划算法。该算法以行人相对于机器人的位置和

速度作为先验输入信息，创新性地提出了随机器人与行人速度动态变化的组合椭圆行人区域概念，通过对经

典动态窗口法中的评分函数进行扩展，实现机器人对行人的智能避让，最大程度地降低因机器人移动对行人

原始行动意图造成的干扰。实验证明，该算法可以有效降低机器人与行人发生擦碰的风险，能够在不干扰行

人运动的情况下提前做出预判并实现智能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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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物联网、传感器和 5G通信等技

术的迅猛发展，服务机器人的功能更完备、性能

更稳定、成本更低廉，因此大量的服务机器人出

现在商场、学校、医院以及餐厅等人流量较大的

场景中，为消费者提供引导带路、广告宣传、美食

配送、卫生清洁等服务。与实验室环境不同，公

共场景中大量的行人会导致环境的高动态变化，

对机器人的定位和路径规划产生极大的干扰。

目前，机器人在高动态环境中的定位问题通过辅

助定位信息和多源传感器融合技术已经得到了

比较完善的解决［1-3］。然而，绝大多数服务机器人

的路径规划算法尚不能满足高动态场景的需求，

仅仅通过边探测边规划的常规策略难以实现机

器人高速灵活且安全地运动，因此需要机器人对

场景中行人的运动进行预测，并将预测结果加入

路径规划算法中进行最优路径的求解。

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的相关研究种类繁多，

目前主流的策略是全局路径规划与局部路径规

划相结合的方式。机器人将工作环境中的物体

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静态信息，反映场景中的静

止障碍物，例如墙壁、走廊等；另一类是临时信

息，反映场景中的动态障碍物，例如行人、车辆

等［4］。机器人执行运动任务时，首先根据先验地

图上标记的静态信息寻找从起点到终点的最优

解，将其作为全局路径规划的结果；然后针对运

动过程中感知到的障碍物，依据最低耗损原则，

通过最大化预定的评判函数计算最优局部路线。

全局路径规划与局部路径规划相结合的方式能

够在最大程度降低计算量的同时，极大提升机器

人对未知障碍物的响应能力，因此被大多数服务

机器人所采用。

全局路径规划的研究比较成熟，其中经典的

算法是栅格法［5］和A*算法［6-7］，二者均能快速实现

无碰且最短路径的规划。在局部路径规划算法

中，人工势场法［8］、弹力绳法［9-10］和动态窗口法［11］

由于原理简单、算法清晰，被广泛使用。人工势

场法将环境抽象为受力场，目标点产生引力，障

碍物产生斥力，机器人在引力与斥力的共同作用

下运动。该算法结构简单、易于部署，但在狭长

的走廊中会出现摆动的现象，且与障碍物距离过

近时无法生成路径。弹力绳法将起点和目标点

作为弹力绳的两端，障碍物作为在绳子周围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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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绷直的物体，搜索弹力绳紧绷时的最短路线，

将其作为局部路径规划的结果。该方法原理直

观，但在较为动态的场景中最优路径变化频繁，

机器人易发生摆动。动态窗口法则直接对机器

人的速度进行计算，更符合机器人的控制习惯。

该算法在速度空间中采样多组速度，将有限的速

度和加速度等运动约束考虑到动态窗口的设计

中，模拟这些速度在一定时间内的运动轨迹，再

通过评价函数对这些轨迹打分，最终选出最优的

速度。该算法充分考虑了机器人的物理限制、环

境约束以及当前速度等因素，更加符合当前机器

人路径规划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只生成短时间

内的预测路径，因此往往在离障碍物较近的时候

才开始避障，整体效果不佳。文献［12］提出了区

域动态窗口法，将只涉及机器人轨迹上的障碍物

扩展为临近轨迹的障碍物，以避免机器人撞到一

些靠近轨迹但不在轨迹上的障碍物。该算法具

有良好的鲁棒性，但仍难以解决机器人对障碍物

反应不及时的问题。为了提高机器人运动的智

能性，文献［13-18］提出了基于行人轨迹预测的局

部路径规划算法，该算法分别通过视觉、激光等

方式对行人轨迹进行预测，使机器人能够尽快驶

离行人区域。

上述基于行人预测的方法能够实现对行人

障碍的提前避让，提升了机器人的智能水平，但

是其采用的行人区域是以行人为中心参数固定

的几何图形，在实际路径规划时往往会出现速度

方向过度偏离的情况。因此，本文创新性地提出

了一种随机器人与行人速度动态变化的组合椭

圆行人区域，通过对经典动态窗口法中的评分函

数进行扩展，实现机器人对行人的智能避让，最

大程度地降低因机器人移动对行人原始行动意

图造成的干扰。

1 动态组合椭圆行人区域

动态组合椭圆行人区域是在已知行人相对

于机器人的位置和速度信息后，生成的以行人位

置为中心的半椭圆/半圆形区域。该区域的参数

和主方向随相对速度的变化而变化，与固定形状

的区域相比，更加贴合真实情况。当机器人接近

组合椭圆行人区域后，局部路径规划器会生成路

径尽快驶离该区域，减少对行人原始运动意图的

干 扰 ，有 效 降 低 了 机 器 人 与 行 人 发 生 擦 碰 的

风险。

1.1 行人区域

根据社会学中的亲近力模型理论［14］，人与人

社会关系的远近可以通过交流时保持的舒适距

离衡量。例如亲子等比较密切的关系对应的舒

适距离小于 0.5 m，朋友关系对应的舒适距离为

0.5~1.2 m，普通同事关系对应的舒适距离是 1.2~
3.6 m，而陌生人之间的舒适距离则大于 3.6 m。笔

者在实践后认为，机器人在高动态场景中运动时

需要与行人保持至少 1 m的社交舒适距离，并以

此为标准构建了行人区域。

基于行人预测的路径规划研究一般有两种

预测方式，一种是预测行人的轨迹［18］，通过判断

生成的局部规划与行人的预测轨迹是否产生交

集，来衡量该局部规划的可行性；另一种是预测

行人的区域［13-17］，通过判断机器人是否接近行人

区域来激活行人避让响应机制。与路径预测相

比，预测行人区域的方式只对机器人是否接近行

人区域进行判断，计算量小，具有更高的鲁棒性

和可操作性。

1.2 行人区域参数化描述

在已知行人相对于机器人的位置和速度后，

需要对预测的行人区域进行参数化描述。文献

［14-17］采用固定半径的圆描述行人区域，计算简

单，但是没有充分考虑行人的行走规律。在行走

过程中，行人大概率会向正前方运动，向侧方以

及后方运动的概率较低，相应的行人区域也应该

符合基本的行走规律。文献［13］提出了一种基

于高斯分布的行人区域，以行人为中心分别构建

两个不同大小的半区域范围，如图 1所示，行人前

方的范围面积较大。该方法符合基本的行走规

律，但其主方向始终为行人的正前方，当机器人

从侧面接近行人时难以产生与正面相同的预测

效果。

本文提出了一种动态组合椭圆行人区域的

描述方式，创新性地将行人相对于机器人的速度

与舒适距离相结合，构建了一个随相对运动状态

图 1 高斯分布行人区域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Gauss Pedestria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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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调整的行人区域，更符合基本的行走规律，

当机器人从不同方向接近行人时均能够最大程

度地提前进行避让，如图 2所示。

组合椭圆区域由前半椭圆和后半圆组成，后

半圆的半径与前半椭圆的半短轴长度相同。根

据椭圆的几何性质，决定椭圆形状的关键参数是

离心率（0<e<1），当离心率为 0时，椭圆表现为

圆，且离心率越大，椭圆的形状越狭长。本文将

离心率的概念引入到机器人的运动空间，利用比

值的形式表示行人区域的离心率，计算如下：

e=  vperson
 vperson_max （1）

式中， vperson 为预测的行人速率； vperson_max 为设

定的行人最大理论速度。不难看出，行人速度越

快，离心率越大，前半椭圆区域越狭长，机器人可

以更早做出判断。当行人静止不动时，离心率较

小，前半椭圆区域接近为圆，机器人会将行人当

作静态障碍物进行避让。

在决定组合椭圆形状后，需要确定其大小，

本文采用前半椭圆半短轴的长度对其进行描述。

在椭圆上距离中心最近的点为短轴与椭圆的两

个交点，两点间距离为半短轴的线段长度。在机

器人运动空间中，本文首先利用最小社交舒适距

离作为半短轴的长度，当机器人的预测轨迹进入

组合椭圆区域时，机器人与行人间的距离会随着

机器人规划路径尽快驶离组合椭圆区域而进一

步减小，但始终不会小于半短轴的长度，该描述

方式保障了机器人与行人间的社交舒适范围。

然后需要确定的是组合椭圆的正方向，如图 2
所示，红色和蓝色的箭头分别代表行人和机器人

运动的速度，绿色箭头代表机器人与行人的合速

度。将机器人与行人的相对速度方向作为组合

椭圆的正方向，因此无论机器人与行人间的速度

如何变化，椭圆的长轴方向始终指向行人相对于

机器人的前进方向，能够使机器人在最早时刻对

行人进行避让。

使用动态组合椭圆描述行人区域的方法充

分利用了机器人运动的空间特性与椭圆的几何

特性，能够兼容运动和静止的行人，在保证最小

舒适距离的同时，尽早采取行人避让策略，并且

不受行人与机器人运动状态限制，为局部路径规

划器提供了更加清晰明确的规划指导。

2 改进的动态窗口法

已知行人相对于机器人的位置和速度等先

验信息后，可以构建§1.2中提到的动态组合椭圆

行人区域，使机器人在预测轨迹进入行人区域

后，立即规划路径驶离该区域。由于经典动态窗

口法的评价函数结构清晰，具有天然的可扩展

性，因此本文在经典动态窗口法的基础上进行改

进，通过扩展评价函数实现融合行人预测信息的

局部路径规划算法。在对原有的局部路径规划

器进行改进的过程中，需要将机器人预测轨迹是

否已进入行人区域和快速驶离策略等要素作为

新的评判标准。

2.1 经典动态窗口法

在局部路径规划器中，动态窗口法原理直

观、扩展性强，且充分考虑了机器人的机械性能，

因此被广泛采用。经典动态窗口法由速度采样、

预测和评价函数 3部分组成。该算法对线速度 v
和角速度 w进行采样，并以当前速度为中心构建

采样速度窗口，根据加速度和最大速度等机器人

机械性能对窗口进行约束。获取多组采样速度

组合后，算法根据当前机器人的位置和朝向估计

其在一定时间内的轨迹，然后利用评价函数对轨

迹打分，采用得分最高的速度组合作为机器人的

速度指令。经典动态窗口法的评价函数由 3部分

组成，具体计算如下：

G ( v,ω )= σ ⋅( α ⋅h ( v,ω )+ β ⋅d ( v,ω )+ γ ⋅ s ( v,ω ) )
（2）

式中，h（v，ω）为第一部分评价函数项，用来评价

机器人在当前设定的采样速度下达到模拟轨迹

末端时的朝向与目标之间的角度差距；d（v，ω）为

第二部分评价函数项，代表机器人在当前轨迹上

与最近障碍物之间的距离，若无障碍物，则设为

常数；s（v，ω）为第三部分评价函数项，用来评价

当前规划速度的大小；α、β、γ分别代表各部分的

权重；σ为 3个评价函数的归一化参数。对上述 3
个评价函数分别归一化后相加，构成了经典动态

图 2 动态组合椭圆行人区域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Dynamic Elliptical
Pedestria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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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法的评价函数，可以理解为让机器人朝着目

标点，在尽可能增大与障碍物间距离的同时以最

快速度运动。

2.2 扩展评价函数

经典的动态窗口法考虑了机器人的机械性

能，能够规划较为平滑的速度，但是对动态障碍

物的反应能力不佳，未能考虑障碍物的移动速

度，往往在距离障碍物较近时才能避让，易与行

人发生擦碰。本文以行人预测结果作为输入信

息，根据预测轨迹是否已进入行人区域和快速驶

离策略构建新的评价函数项。

利用 §1.2中提到的动态组合椭圆行人区域，

规划器可以判断当前机器人预测轨迹是否已进

入行人区域，一旦进入，则立即切换至优先避让

行人模式，使机器人尽快驶离行人区域。为了让

机器人在工作空间中遵守社交规则，本文为其制

定了快速驶离策略，要求机器人不与行人发生碰

撞、不与行人抢路、不对行人的运动造成干扰，由

此提出了一种简单有效的判断方法（见图 3），通

过判断机器人在行人前进方向的哪一侧对快速

驶离策略进行部署。

如图 3所示，机器人与行人即将相遇，此时判

断机器人在行人前进方向的哪一侧，如果在左

侧，则驱动机器人向行人的左手边规划路径，反

之就向行人的右手边规划路径，以上两种情况均

不会对行人产生干扰。可通过 k在 z方向上分量

的 正 负 判 断 机 器 人 与 行 人 的 位 置 关 系 ，计 算

如下：

k=       
Pn- 1 Pn×

  
Pn r1 （3）

式中，
      
Pn- 1Pn 表示行人的前进方向；

  
Pn r1 表示行

人与机器人的连线方向；k为两者的叉乘结果，若

k的 z分量为正，则代表在左侧，反之在右侧。

以快速驶离策略为指导，本文扩展了经典动

态窗口法的评价函数，且新增了一个驶离行人区

域的评价项 z ( v，ω )，计算如下：

z ( v,ω )=±( α ⋅  v- v0 + β ⋅ dmin ) （4）
式中，α、β分别为速度、距离的权重；v0 表示机

器人当前线速度；dmin表示预测轨迹末端点到行

人区域的最小距离。该评价项由两部分组成，

α ⋅  v- v0 为采样线速度与机器人当前线速度的

差值；β ⋅ dmin为预测轨迹末端点距离行人区域边

界的最小值。式（4）结果的正负由快速驶离策略

结果决定，能够得到较高权值的速度采样一般与

快速驶离策略方向相同，线速度较当前速度变化

不大，且末端点与行人区域边界距离较近、具有

较高权值的速度采样可以使机器人行进路线立

即发生偏转，既能保证前进速度的平滑性，又能

够向行人区域边界方向进行牵引，避免过度偏

离。利用扩展后的评价函数，局部路径规划器可

以在机器人预测轨迹进入行人椭圆区域后，立即

向不影响行人运动的方向规划路径，使机器人快

速离开该行人区域，实现融合行人预测信息的智

能避让。

3 局部路径规划算法实验与评价

3.1 实验数据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在机器人操作

系统（robot operating system，ROS）框架下，采用

Gazebo仿真的方式模拟机器人与行人相遇的情

景，将机器人和行人的位置以及相对速度作为先

验信息提供给局部路径规划器后，按照 ROS社

区 中 局 部 路 径 规 划 算 法 的 通 用 规 则 ，采 用

move_base导航包中局部路径规划器插件的形式

实现本文算法。在动态行人区域形状的设计中，

本文提出的组合椭圆区域与文献［13］中提出的

高斯区域在形状上比较相似，因此设计了实验一

对比二者在局部路径规划中的效果。实验二通

过对比的方法，比较了在各种情况下，使用经典

动态窗口法、Teb局部路径规划算法、Eband局部

路径规划算法和本文提出的融合行人预测信息

的局部路径规划算法的效果差异。实验二中的 3
种对比算法均为 ROS社区中常见且应用广泛的

局部路径规划器插件，具有即插即用的优良特

性，方便与本文算法在相同环境中进行比较。其

中，Teb算法、Eband算法均为弹力绳算法的改进

算法，Teb算法更加注重运行时间的最小化，而

Eband算法则更加注重局部路径规划中整体位姿

序列的平滑与优化。机器人的最大运动速度设

图 3 不影响行人运动的机器人路径规划

Fig.3 Path Planning of the Robot Without Affecting
Pedestrians’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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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 0.8 m/s，行人始终向正前方运动且速度大小

为 1.0 m/s，将本文算法中行人与机器人的最小舒

适距离设置为 1 m，将其他方法中行人的膨胀区

域半径也设为 1 m。在 ROS框架下，由激光数据

生成的膨胀区域由外向内共分为 3层，分别为缓

冲区、危险区和致命区，致命区域半径由机器人

底盘半径决定，实验中设为 0.325 m，为保障安

全，机器人理论上不应进入致命区。仿真场景如

图 4所示，图 4（a）为 Rviz可视化界面，黄色的点为

仿真的二维激光点，机器人和行人均通过真实模

型表示；图 4（b）为 Gazebo界面，能够仿真二维激

光数据，并获取行人和机器人的准确位姿与速度

信息。

3.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实验一中，比较了使用高斯行人区域和本

文提出的组合椭圆行人区域对局部路径规划器

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速度采样数量较

小的情况下，两种行人区域的描述方式均能够使

规划器提前对行人做出避让，并安全绕离。不过

二者在完成单次轨迹评分计算所消耗的时长有

所不同，机器人运动过程中与行人的最小距离以

及消耗时长如表 1所示。

通过表 1可以看出，随着单个窗口内速度采样

总数的增加，两种行人区域描述方式对应的耗时也

在线性增长，当速度采样总数相同时，采用高斯行

人区域的方法耗时为采用组合椭圆行人区域方法

的 5.7倍。实验一中设置的路径规划频率为 3 Hz，
当速度采样总数达到 20×50时，采用高斯行人区

域的方法已不能得到实时规划结果，与行人间的最

小距离因延时而缩短；而采用组合椭圆的方式则可

以在同等采样总数下，实现 15 Hz的路径规划频

率，与行人间的最小距离比较稳定。导致两种不

同行人区域描述方式耗时不同的主要原因是，采用

式（4）计算预测轨迹末端点到行人区域边界最小距

离的计算量不同。在使用组合椭圆行人区域时，可

以用参数方程的形式表示椭圆，将预测轨迹末端点

转换到椭圆坐标系中，根据由原点指向预测末端点

的向量与 x轴的夹角确定其在椭圆边界上的近似

最近点，并计算点间距离，该方法的计算量较小。

而采用高斯行人区域则需要求解以预测轨迹末端

为圆心、与行人区域相切圆的半径来表示最近点间

距离，计算量较大。单次速度窗口采样的速度组合

越多，两种行人区域对应的规划所用时间差距越明

显。实验一的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动态组合椭圆

行人区域更适合高动态环境下的局部路径规划。

实验二在 ROS框架下利用 Gazebo仿真工具

对整体环境进行仿真，分别采用 4种不同的局部路

径规划算法，对机器人与行人在正向、侧前向和正

侧向 3个方向上相遇的情况进行处理，实验结果如

图 5~7所示。图 5为正向相遇情况，图 6为侧前向

相遇情况，图 7为正侧向相遇情况。图 5~7中，绿

色曲线为利用A*算法规划的全局路径，行人以及

环境周边的蓝色区域为利用激光数据生成的致命

膨胀区域。图 5（a）中的红色线段为采用动态窗口

法计算得到当前分数最高速度的模拟轨迹；图 5（b）
中的红色散点曲线为采用Teb局部路径规划算法

动态规划的局部路径；图 5（c）中的绿色圆形序列表

示利用 Eband局部路径规划算法计算的局部路径

上机器人的预测位姿序列；图 5（d）中的红色区域

表示本文提出的动态组合椭圆行人区域，粗红线表

示机器人的历史轨迹，细红线表示利用本文提出的

算法计算得到当前分数最高速度的模拟轨迹。实

验二的对比结果已汇总为视频形式并上传到网

络，读者可访问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
BV18t4y1U7SG查询。

由图 5可知，当机器人正面与行人相遇时，经

典动态窗口法未能提前向侧方规划路径，与行人

图 4 仿真实验环境

Fig.4 Simulation Experiment Environment

表 1 两种行人区域描述方式在不同速度采样数下单次

规划耗时以及与行人间的最小距离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Time and Minimum Distance
Between Two Pedestrian Zone Description Methods in
Single Local Plan Under Different Sampling Counts

单个窗口内速

度采样总数

10×20
10×50
10×80
20×20
20×50
20×80

单次规划耗时/ms
高斯行人

区域

74
183
295
146
372
589

本文行

人区域

13
31
53
25
66
104

与行人间的最小距离/m
高斯行人

区域

1.08
1.03
1.01
1.05
0.85
0.73

本文行人

区域

1.05
1.04
1.02
1.03
1.0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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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碰撞；Teb方法在接近行人时规划了比较平

滑的绕离路径，但由于绕离空间不足，与行人发

生了碰撞；Eband方法能够提前规划绕离路径，但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与行人距离较近，易发生擦

碰；本文算法能够利用行人区域提前规划绕离路

线，且始终与行人保持舒适距离，在绕离行人后

能够快速回归全局路径。

由图 6可知，当机器人于侧前方与行人相遇

时，经典动态窗口法在接近行人时，会在行人的

运动方向上规划避让路径，易与行人发生碰撞；

同样，Teb 方法也因与行人抢路而发生碰撞；

Eband方法在与行人接近时采用后退避让方式，

等待行人通过后重新规划路径，未与行人发生碰

撞，但由于无法探测到后方环境，一般禁止机器

人后退；本文算法能够向不影响行人运动的一侧

提前规划绕离路径，始终与行人保持舒适距离，

并在绕离行人后快速回归全局路径。

由图 7可知，当机器人于正侧方与行人相遇

时，采用经典动态窗口法、Teb方法和 Eband方法

均无法提前规划路径，导致其与行人发生碰撞；而

采用本文算法能够向不影响行人运动的一侧提前

规划绕离路径，始终与行人保持舒适距离，且绕

离行人后能够快速回归全局路径。

表 2统计了在以上 3种场景中采用 4种不同

的局部路径规划算法时机器人与行人在运动时

的最小距离。分析表 2可知，与前 3种算法相比，

本文算法充分考虑了行人运动的速度，能够提前

对行人运动进行预判，为绕离预留充足的时间。

在运动过程中，本文算法对应的机器人与行人的

最小间距均大于社交舒适距离，不会对行人的运

动产生干扰。

图 5 正面相遇的实验结果

Fig.5 Positive Meeting Results of Experiment

表 2 不同路径规划算法在 3种场景中与行人的最近距离

Tab.2 Closest Distance Between Pedestrian and Robot
Using Different Path Planning Algorithms in

Three Scenarios

算法

动态窗口法

Teb算法

Eband算法

本文算法

与行人的最近距离/m
正向

0
0
0.05
1.03

侧前向

0
0
0.12
1.08

正侧向

0
0
0
1.04

图 6 侧前方相遇的实验结果

Fig.6 Front Side Meeting Results of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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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图 5~7和表 2可以看出，经典动态窗口

法未能对动态障碍物提前做出反应，且存在与行

人抢路的现象，主要原因是该方法未考虑行人舒

适度，将场景中所有障碍物均视为静态障碍物，

而行人具有一定的速度，这导致机器人在短时间

内无法规划有效路径对行人进行避让，因此易发

生擦碰；Teb算法在与行人接近时能够规划平滑

的绕离路径，但未考虑行人舒适度，且绕离空间

不足，因此易与行人发生碰撞；Eband算法能够提

前对行人规划绕离路径，但未考虑行人舒适度，

易与行人抢路，发生碰撞；而本文提出的融合行

人预测信息的局部路径规划算法在 3组对比实验

中均有出色表现，在与行人的最小距离方面始终

大于社交舒适距离。通过构建动态组合椭圆行

人区域，本文算法使行人区域的主方向始终指向

机器人与行人的相对运动方向，而且行人运动速

度越大，椭圆越狭长，无论与行人从任意方向以

任意速度相遇，机器人均能提前做出预判。根据

本文提出的快速驶离原则，机器人通过判断自身

相对于行人的位置确定局部路径规划的正方向，

使机器人向行人前进方向的侧后方规划局部路

径，实现不与行人抢路的目的。利用扩展后的评

价函数，在机器人的预测轨迹进入行人区域时，

在尽量保持当前线速度的前提下，将机器人沿行

人区域边界进行牵引，使机器人在最短时间内驶

离行人区域且不会发生过度偏离。综上所述，本

文算法不仅可以使机器人提前对行人做出避让，

而且在规划路径时不会对行人的运动产生干扰，

在实现智能避让的同时，极大降低了机器人与行

人的擦碰风险。

4 结 语

高动态场景给机器人路径规划带来了极大

的挑战，采用经典的边探测边规划的方式无法满

足安全避让动态障碍物的要求，因此需要在路径

规划中加入行人预测信息。本文提出了一种融

合行人预测信息的局部路径规划算法，将行人相

对于机器人的位置和速度作为先验信息，创新性

地提出了动态组合椭圆行人区域的概念，通过判

断机器人预测轨迹是否进入行人区域以及制定

快速驶离策略的方式对经典动态窗口法的评判

函数进行扩展。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算法能够

充分考虑行人信息，提前做出避让并向不影响行

人运动的方向进行路径规划，且不会对行人原始

运动意图造成干扰，有效降低了机器人与行人发

生擦碰的风险，显著提高了机器人在高动态场景

中运动的智能水平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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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cal Path Planning Algorithm Based on Pedestrian

Prediction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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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robotics, a large number of service robots have
appeared in the areas with large human flows, such as shopping malls, schools, hospitals, and restaurants.
Many people make calls or operate mobile phones while walking, but fail to observe the surroundings care‐
fully, thus they are prone to be collided with the moving robots. Therefore, the motion planning of the ro‐
bot is subject to higher requirements by the highly dynamic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obot’ s
mobility and intelligence, a local path planning algorithm based on pedestrian prediction is proposed in the
paper. The position and speed of pedestrians relative to the robot is taken as the priori input of the algorithm,
and the concept of an elliptical pedestrian zone which dynamically changes with the speed between the robot
and the pedestrian is innovatively proposed. By extending the scoring function of the classic dynamic win‐
dow approach, the robot’s intelligent avoidance of pedestrians is achieved, and the interference caused by
robot movements on pedestrians’ moving intentions is minimiz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robot and pedestrian, and can make a
pre‐judgment and intelligent avoidance without the attention of the pedestrian.
Key words：pedestrian prediction；local path planning；pedestrian zone；highly dynamic environment；ser‐
vice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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