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对角障碍检测和优化蚁群算法的路径规划

徐兴毅，付丽霞**，张     勇，毛剑琳，郭     宁
(昆明理工大学  信息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针对大部分算法在多对角障碍环境中求解最短路径时会穿过对角障碍形成实际不可行路径的问

题，提出一种结合对角障碍检测的优化蚁群算法用于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 首先采用对角障碍检测标记出条

件障碍，然后使用三角选择法准确筛选出可通行和不可通行的条件障碍，最后提出自调整期望启发因子和信

息素更新策略. 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环境适应性强、收敛速度快和寻优能力强的特点，并能有效避免所

规划路径穿过对角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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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机器人的研究领域当中，路径规划[1] 一

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即移动机器人根据已知

的环境信息或者自身携带的传感器感知外界环境，

在复杂的环境中寻找一条无碰撞的路线，并完成指

定任务. 随着国内外学者的深入研究，机器人路径

规划不仅仅局限于准确找到一条无碰撞的路线，同

时还要求根据多个综合指标来选出最优路线，比如

充分考虑到能耗最低、路线最短和收敛速度快等

问题[2]. 因此，大量的智能算法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如：蚁群算法[3-4]、遗传算法[5]、粒子群算法[6] 和神

经网络[7] 等已运用于机器人的路径规划当中.
蚁群算法最初是由意大利的学者 Dorigo[8] 等

提出的一种模拟蚂蚁觅食行为，解决旅行商问题的

算法. 由于其具有并发性、自组织性、强鲁棒性等

特点，在路径规划中具有很大的优势，从而被广泛

地用于机器人路径规划，但蚁群算法存在搜索效率

较低、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等缺点，一些学者针对

这些问题进行了改进. 文献 [9]引入了一种启发式

机制的思想，在蚁群算法的基础上，通过候选节点

到目标点的距离动态调整启发函数 ,提高收敛速

度；文献 [10]通过自适应调节信息素挥发因子和

优化避障的策略，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蚁群算法容易

陷入局部最优解及收敛速度较慢等问题；文献 [11]

改进了节点间的状态转移规则，提出自适应调整启

发函数，使不同复杂环境下的路径规划都具有良好

的寻优能力；文献 [12]通过生成虚拟障碍物，避免

规划的路径穿过对角障碍，同时加入聚类算法，自

适应地调整搜索半径，提升了蚁群算法的环境适应

能力.
在上述对蚁群算法改进的研究中，除文献 [12]

外，都没有考虑到实际环境中存在对角障碍的问

题，导致这些改进蚁群算法在出现对角障碍的环境

中规划出的路线会穿过对角障碍，使规划出的路线

实际不可行. 文献 [12]虽然采用生成虚拟障碍的方

法避免了穿过对角障碍，但其中某些实际可通过的

区域被作为虚拟障碍而不可通行，无形中增加了障

碍物区域，使得规划出的路径并不是最短. 为此，本

文提出了如下的改进：①基于文献 [12]对角障碍检

测的基础上，将地图中对角障碍附近的自由栅格标

记为条件障碍，使得栅格地图得到进一步的简化，

减少算法的计算时间；②采用三角选择法筛选出可

穿越和不可穿越的条件障碍，提高地图的准确性，

既保证规划的路径不穿过对角障碍物，又能缩短路

径长度；③对蚁群算法中的期望启发因子 β和信息

素更新采用参数自调整策略，克服蚁群算法自身缺

陷，获得最短路径，并提升算法的收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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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对角障碍检测的环境建模

1.1    栅格法建模　栅格法是目前路径规划中最常

用的仿真环境建模方法 [13]，它能够将实际场景按

照一定比例量化成若干个面积相等的栅格. 其中，

不规则的障碍物通过腐蚀或膨胀处理，按照其在整

个实际场景中的大小和位置，等比例划分为多个栅

格，并标记为障碍栅格. 其余无障碍的地方所划分

的栅格标记为自由栅格. 可用一个 M×N的数组矩

阵来表示栅格地图中障碍物的分布情况 [14]，如式

（1）所示：

G (M,N) =

 1 ,障碍栅格;

0 ,自由栅格,
(1)

G (M,N) = 1

G (M,N) = 0

式中，  时表示栅格地图上 M行 N列存

在障碍物，不可通行；  时表示栅格地图

上M行 N列没有障碍物，可自由通行.

xi,yi

为了方便在计算中能够迅速找到对应的栅格，

对每一个栅格进行编号，建立一个直角坐标系，以

x为横轴，y为纵轴，每个栅格对应的编号为 i，每个

栅格的中心点坐标为（ ），栅格编号与中心点坐

标的对应关系为：
xi = a (mod(i,Mmax)−0.5) ,

yi = a
(
Mmax+0.5− ceil

(
i

Mmax

))
,

(2)

式中，a表示每个栅格的边长，Mmax 表示栅格图中

横纵轴栅格数的最大值，mod是求余符号，ceil是
舍余求整符号.
1.2    对角障碍检测　将实际环境转化为栅格地

图，通常会出现大量的对角障碍，所谓对角障碍就

是如图 1（a）所示形成对角的障碍栅格 B1 和 B2，为
机器人的安全考虑，应避免机器人穿越 B1 和 B2 相
交的对角点，在本文中叙述为避免机器人穿过对角

障碍 B1 和 B2. 由此，本文针对栅格地图中出现多个

对角障碍的问题提出了基于对角障碍检测的地图

优化，目的是找到地图中的对角障碍，并将其附近

的自由栅格标记为条件栅格，从而避免机器人穿越

对角障碍，对角障碍检测的实现步骤如下，图 1所

示为栅格地图优化前后的对比.

D (i, j)

步骤  1　通过邻接矩阵寻找障碍栅格，并判

断栅格编号 i和 j之间的关系，找出对角障碍. 邻接

矩阵表征每个栅格与其 8个领域栅格的关系，通过

创建一个 i×j的二维方阵 D，i和 j为栅格的编号，

 代表栅格 i与栅格 j之间的关系，其满足如

下的关系：

D (i, j) =

 1 ,栅格i、j为障碍栅格且相邻;

0 ,其它.
(3)

D (i, j) = 1式中，  表示栅格 i和 j为相邻的障碍栅格.
根据对角障碍的特征，搜索矩阵 D中值为

1的元素所对应的 i和 j的数值，记编号 i的障碍栅

格编号为 B1，编号 j的障碍栅格编号为 B2，则满足

式（4）的 B1 和 B2 互为对角障碍.
B2−B1 = M±1, B1 < B2. (4)

式中，M为栅格图中横向栅格最大值.
步骤 2　在对角障碍附近标记条件障碍. 当判

断栅格 B1 和 B2 互为对角障碍后，将满足式（5）的
自由栅格 Cg1、Cg2 标记为条件障碍（也称为条件

栅格）.

 
图 1    地图优化前后对比

Fig. 1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map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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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1 = B1+M,Cg1为自由栅格;
Cg2 = B2−M,Cg2为自由栅格.

(5)

1.3    条件障碍的筛选　通过对角障碍检测标记出

条件障碍，文献 [12]中将标记出的条件栅格全部

虚拟为障碍栅格，虽然避免了规划出的路径穿越对

角障碍，但是会使得部分实际可通行的条件栅格变

为障碍，从而无形中增加了所规划出的路径长度.
例如：图 2中当机器人从节点 S1 行进至节点 S3 时，

如果条件栅格 Cg1 可穿越，则机器人行进的最短路

径为 S1→Cg1→S3，但用文献 [12]的方法得到机器

人行进的路径将是 S1→S4→S3，显然不是最短路径.
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对条件障碍采用三角选择法

进行筛选，准确筛选出可通行和不可通行的条件栅

格. 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　计算当前机器人所处位置到八邻域

节点的距离，并用邻接矩阵 G记录.
G (S 1,S 2)

(x1,y1)

(x2,y2)

G (S 1,S 2)

创建一个 M×M的邻接矩阵  ，设机器

人所处节点 S1 的坐标为  ，且栅格 S1 不为障

碍栅格，下一邻接节点 S2 坐标为   ，则将

S1 到 S2 的距离   按式（6）进行计算.
G (S 1,S 2) =

√
|x1− x2|2+ |y1− y2|2, S 2为自由栅格;

0.9, S 2为条件栅格;

0, S 2为障碍栅格．

(6)

(0,1)

表示式（6）中将机器人所处位置到条件障碍的

距离范围设置为  ，目的是使条件障碍能够更

大概率地被选中，通过多次实验可得最优值为 0.9.
步骤 2　对条件栅格采用三角选择法进行筛

选，将满足穿越条件的条件栅格加入到待选节点，

其余不可穿越的条件栅格加入禁忌表.
设机器人当前位于节点 S1，选择与 S1 邻接的

条件栅格 Cg，通过式（7）计算得到 S3,如 S3 为自由

栅格，则根据式（8）进行条件障碍筛选分类，将不可

穿越的条件栅格放入禁忌表，其它可穿越的条件障

碍放入待选节点表. 如此，可使地图得到进一步优化.
S 3 = 2Cg−S 1, (7)

G
(
Cg,S 1

)
= 0.9或G

(
Cg,S 3

)
= 0.9或;

G
(
Cg,S 3

)
= 0,Cg不可穿越表;
否则, Cg可穿越表.

(8)

如图 2所示，机器人从 S1 移动到 S3 时，经步

骤 1的对角障碍检测后标记出的条件栅格 Cg1 和
Cg2，再经步骤 2筛选出实际可穿越的 Cg1 作为待

选节点，其规划路径为 S1→Cg1→S3，则可得到

S1 至 S3 的最短路径，既能避免机器人穿越对角障

碍，又能获得最短路径.

2    基于改进蚁群算法的路径规划

蚁群算法模拟了自然界中蚂蚁外出觅食的过

程，每只蚂蚁在其通过的路径上会释放出信息素，

使得一定范围内的蚂蚁能够察觉并影响他们以后

的路径选择. 当路径上的蚂蚁越来越多时，该路径

上的信息素强度将得到增强，蚂蚁选择该路径的概

率增加 [15]，从而促使整个蚁群最终找到一条最短

的路径.
2.1    蚁群算法原理　蚁群算法是一种正反馈机

制，其实质是调整算法转移概率公式中信息素和启

发信息在公式中的占比，使得最优解能够得到更大

概率地被选择. 状态转移概率决定着被选为下一节

点的可能性大小，蚂蚁由当前节点 i选择下一节点

j的转移概率为：

Pk
i j (t) =


[
τi j (t)

]α[
ηi j (t)

]β∑
j∈ak

[
τi j (t)

]α[
ηi j (t)

]β , j ∈ ak;

0, 其它.

(9)

ηi j (t) = 1/d je, (10)

τi j (t)

ηi j (t)

式中 ak 表示蚂蚁 k可以到达的节点,α为信息素启

发因子 ,β为期望启发因子 ,  为 t时刻蚂蚁从

i到 j的信息素浓度,  为 t时刻蚂蚁从 i到 j的
启发信息,dje 表示节点 j到终点 e的欧式距离.

信息素更新策略影响各节点信息素的挥发和

积累，引导蚂蚁群能找到一条最优的路径达到目标

点,信息素更新公式为：

τi j = (1−ρ)τi j (t)+∆τi j (t, t+1) , (11)

 
图 2    条件栅格的筛选

Fig. 2    Selection of condition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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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i j (t, t+1) =

 Q
Lk
, 蚂蚁本次迭代经过 (i, j);

0, 其它.
(12)

∆τi j (t, t+1)式中 ρ为信息素挥发因子,  表示本次蚂

蚁在路径上的信息素增量,Q为信息素强度,Lk 表示

第 k只蚂蚁所走的路径总长度.
2.2    启发因子自调整策略　蚁群算法在初期的搜

索中，信息素浓度较低，启发信息对下一节点的选

择占主导作用；而后期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信息

素浓度逐渐增强，启发信息的影响应该得到减弱，

以提高算法收敛速度. 由此，本文提出了一种自调

整策略动态更新期望启发因子，其基本思想是引入

一个可自调整的期望启发因子，随着蚂蚁迭代次数

的增加来减弱启发信息对节点选择的影响，将传统

蚁群算法的式（9）改进为式（13）和式（14）：

Pk
i j (t) =


[
τi j (t)

]α[
ηi j (t)

][β′]∑
s∈ak

[
τi j (t)

]α[
ηi j (t)

][β′] , j ∈ ak;

0,其它.
(13)

β′ = βK − k+1/K, (14)

式中 k为当前蚂蚁迭代次数，K为蚂蚁总的迭代

次数.

β′

由（14）式可知，当前蚂蚁迭代次数 k从 0逐渐

增加至总的迭代次数 K，随着 k的增加，期望启发

因子   逐渐变小，满足了对期望启发因子前期强、

后期弱的自调整策略，使得启发信息逐渐削弱，间

接促使信息素的作用得到增强，加快了蚁群算法的

收敛速度.
2.3    信息素更新自调整策略　信息素更新的作用

是为了减弱陷入死锁蚂蚁所通过路径上的信息素

浓度，同时增强每次迭代后最优蚂蚁路径上的信

息素浓度 . 传统蚁群算法使用固定的信息素增量

进行更新，虽然能够使得一些路径上的信息素迅

速积累，得到较快的收敛速度，但导致算法搜索范

围小，容易陷入到局部最优. 另外，使用 2.2节的启

发因子自调整策略，随迭代次数的增加会间接促使

信息素作用增强，如果仍沿用传统蚁群算法的信息

素更新策略，将导致信息素的作用过强. 针对这一

问题，本文提出信息素自调整策略，使信息素随迭

代次数缓慢增加，将传统蚁群算法的式（11）改进为

式（15）.

τi j (t+1) = (1−ρ)τi j (t)+
k
K
∆τi j (t, t+1) , (15)

∆τi j (t, t+1) =

 Q
Lk
, 蚂蚁本次迭代经过 (i, j);

0, 其它.
(16)

式中 k为当前蚂蚁迭代次数，K为蚂蚁总的迭代

次数.
k
K

k
K

改进后的蚁群算法前期   比较小，信息素增

量小，保持了路径选择的多样性，使搜索范围扩大，

不容易陷入局部最优；在算法后期，参数   增大，

信息素增量大，最优路径的信息素浓度增大，且

1.3节中期望启发因子 β的减小进一步促使信息素

对节点的选择占主导地位，使得算法的收敛速度得

到提高.
2.4    改进算法的具体步骤　

　　步骤 1　利用对角障碍检测将地图中对角障

碍附近的自由栅格标记为条件栅格；

步骤 2　初始化蚁群算法中的各个参数，即信

息素启发因子 α、期望启发因子 β、信息素挥发系

数 ρ、蚂蚁迭代次数 k和蚂蚁数M；

步骤 3　对机器人当前所处栅格的八邻域进

行搜索，记录下自由栅格和条件栅格的编号并存入

矩阵，作为下一步可选节点，将障碍栅格加入到禁

忌表中；

步骤 4　对下一步可选节点中的条件栅格采

用本文 1.3节的三角选择法进行筛选，根据式（8）
筛选出可穿越的条件栅格并保留在待选节点表中，

将不可穿越的条件栅格加入到禁忌表中；

步骤 5　将待选节点逐一带入公式（13）中计

算选择概率所占的比重，通过轮盘赌决定下一步可

行进的栅格，并判断蚂蚁数量是否达到最大值，如

达到则继续下一步，否返回步骤 3继续搜索；

步骤 6　所有蚂蚁完成一次搜索以后，找出本

次迭代中的最优路径，根据公式（15）进行信息素更

新，更新完成后将蚂蚁数清零，迭代次数加 1；
步骤 7　判断迭代次数是否达到最高次数 Kmax，

达到则输出蚂蚁的最优路径长度并绘制收敛曲线，

否则跳转至步骤 3继续进行搜索.

3    实验结果分析

在 Matlab R2019a的软件中进行仿真实验，计

算机为 Windows10 64 bit的操作系统，CPU为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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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9750H，计算机内存为 8.00 GB. 为了验证算法的

环境适应性和优越性，在多对角障碍环境和无对角

障碍环境中分别进行仿真实验.
3.1    多对角障碍环境中的仿真实验　为了验证多

对角障碍的环境中，本文所提出的算法能够有效地

避免穿过对角障碍，同时得到最优路径. 仿真环境

设置为存在多对角障碍的 20×20栅格环境，进行

4种不同策略下的规划路径结果比较，同时将收敛

曲线、算法运行时间进行对比. 设置初始参数 α值

为 1、β值为 7、ρ值为 0.5、蚂蚁数目 m为 50，最大

迭代次数 Kmax 为 100，共进行 10次实验，取 10次

实验结果的平均值进行分析.
由图 3（a）可以看出，传统蚁群算法在多对角

障碍的环境中，虽然规划出了一条抵达目标点的路

径，但是所规划的路径穿过了对角障碍，无法在实

际场景中运用；图 3（b）中采用加入对角障碍检测

的传统蚁群算法，通过标记条件障碍，并将条件障

碍全部虚拟为障碍栅格，标记后障碍栅格在地图中

占比 37.25%，比未标记前增加了 15%，整个地图环

境变得简洁，减少了计算量，同时规划出的路径能

成功避免穿过地图中所有的对角障碍. 但可以看出

在地图中一些拐角的地方，部分可通过的条件栅格

被虚拟为障碍栅格而无法穿越，导致所规划的路径

并不是最短；图 3（c）中在图 3（b）中算法的基础上

加入了三角优化算法实现条件障碍的筛选，筛选出

可穿越的条件障碍并将其加入待选节点表，比单纯

采用对角障碍检测增加了搜索的范围，更有利于得

到最优路径. 如此，既避免了穿过对角障碍，又克服

了图 3（b）中存在的缺陷，寻得了最优路径；图 3（a）、
（b）、（c）均采用传统蚁群算法，为解决传统蚁群算

法存在的缺陷，图 3（d）中对图 3（c）中的传统蚁群

算法进行了改进，加入参数自调整策略，动态调整

期望启发因子和信息素更新机制，形成本文最终的

算法，规划出的路径避免穿过对角障碍，且能寻得

最优路径 .图 3（e）绘制了 4种不同算法的收敛曲

线，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本文算法在寻到最优路

径时的迭代次数明显少于其它算法，并且收敛曲线

较为平缓，表明本文算法收敛速度更快，且能稳定

地收敛于最优解.
此外，从表 1中的实验结果数据可以看出，本

文算法中相比其它 3种算法，在准确躲避对角障碍

得到最优路径的同时，平均收敛迭代次数和收敛时

间均为最少，说明了对条件障碍的筛选使地图得到

简化，算法计算量减少，提高了算法的收敛速度，同

时算法总耗时（即：算法达到最大迭代次数 Kmax 为

100时的耗时）缩短.
通过上面的实验数据分析，本文的改进算法用

于多对角障碍环境中机器人路径规划，能够准确避

免穿过对角障碍的同时寻得最优路径，且算法的效

率有所提升.
3.2    无对角障碍环境中的仿真实验　为不失一般

性，证明本文的改进算法在无对角障碍的环境中也

具有较好的性能，在与文献 [11]相同的栅格地图

环境中，将本文算法的仿真实验结果与文献 [11]
的仿真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设置初始参数 α值

为 1.3、β值为 8、ρ值为 0.4、蚂蚁数目 m为 50，最
大迭代次数 Kmax 为 100，在 20×20和 30×30的栅格

地图中分别进行仿真实验.
通过对比图 4（a）和 4（b）可以看出在无对角障

碍的环境中，两种算法在 20×20和 30×30的地图中

都能够寻到一条最优路径，但结合表 2的实验结果

对比可知，本文算法加入参数自调整策略后，在相同

的环境下收敛迭代次数少于文献 [11]，收敛速度更

快. 如此，验证了本文所采用的算法在无对角障碍的

环境下同样能获得最优路径，并具有较好的收敛性.

4    结论

（1）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在仿真环境中考虑到对

角障碍的存在，而实际运用场景中往往会存在大量

的对角障碍. 本文基于文献 [12]对角障碍检测的基

础上，提出通过三角选择法实现条件障碍的筛选，

准确区分可穿越和不可穿越的条件障碍. 仿真结果

表明使用加入了对角障碍检测和条件障碍筛选的

蚁群算法能够简化地图，并提升地图的准确性，缩

短算法运行时间，准确避免穿过对角障碍，并得到

最优路径.
（2）针对传统蚁群算法存在收敛速度慢、搜索

范围小而易陷入局部最优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

参数自调整策略，期望启发因子和信息素更新能够

随迭代次数的增加得以动态调整，使算法前期扩大

搜索范围，后期快速收敛，从而保证在全局搜索中

算法的全局性和收敛性都能够得以兼顾，规划出的

路线较快地收敛到全局最优路径.
（3）在多对角障碍和无对角障碍的仿真环境中

进行实验和算法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具

有环境适应性强、收敛速度快和寻优能力强的特

652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yndxxb.ynu.edu.cn 第 42 卷



点，有一定的优越性.
论文中主要针对环境信息已知的静态路径规

划，没有考虑动态环境下算法的适应性，这也是文

章的不足之处和后续研究的重点.

 
图 3    多对角障碍环境中不同算法结果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algorithms under multi-diagonal obstacles

表 1    对角障碍环境下的实验结果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multi-diagonal obstacle environment

算法 平均收敛迭代次数 规划路径长度 平均收敛时间/s 算法平均总耗时/s

传统蚁群 30 28.627 4 2.965 221 9.719 562

对角障碍检测 20 30.970 6 1.959 106 9.576 410

对角加条件障碍 17 28.256 3 1.680 547 9.660 051

本文算法 11 28.256 3 1.054 999 6.563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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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planning based on diagonal obstacle detection and optimized ant colony algorithm

XU Xing-yi，FU Li-xia**，ZHANG Yong，MAO Jian-lin，GUO Ning
(Facul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For  the  problem  that  most  of  the  algorithms  will  cross  the  diagonal  obstacle  to  form  an  actual
infeasible  path  in  solving  the  shortest  path  in  the  multi-diagonal  obstacle  environment,  an  optimal  ant  colony
algorithm combined with diagonal obstacle detection is proposed for the path planning of mobile robots. First of
all, the condition obstacles are marked by diagonal obstacle detection. Then, the trigonometric selection method is
adopted to select  the passable and impassable condition obstacles  accurately.  Finally,  the self-adjusting expected
heuristic  factor  and  pheromone  updating  strategy  are  put  forwar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shows  that  this
algorith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fast  convergence  speed  and  strong
optimization ability, as well as it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planned path crossing the diagonal obstacles.

Key words: ant colony algorithm；path planning；diagonal obstacle detection；triangular selection method；
self-adjustment

第 42 卷 徐兴毅等：基于对角障碍检测和优化蚁群算法的路径规划 655

https://doi.org/10.6041/j.issn.1000-1298.2018.12.044
https://doi.org/10.6041/j.issn.1000-1298.2018.12.044
https://doi.org/10.1016/j.procs.2018.07.051
https://doi.org/10.1016/j.procs.2018.07.051
https://doi.org/10.1016/S0303-2647(97)01708-5
https://doi.org/10.1016/S0303-2647(97)01708-5
https://doi.org/10.3778/j.issn.1673-9418.1811015
https://doi.org/10.3778/j.issn.1673-9418.181101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9722.2018.08.01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9722.2018.08.01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9722.2018.08.01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9722.2018.08.014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0446.2005.02.008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0446.2005.02.008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0446.2005.02.008
https://doi.org/10.6041/j.issn.1000-1298.2018.12.044
https://doi.org/10.6041/j.issn.1000-1298.2018.12.044
https://doi.org/10.1016/j.procs.2018.07.051
https://doi.org/10.1016/j.procs.2018.07.051
https://doi.org/10.1016/S0303-2647(97)01708-5
https://doi.org/10.1016/S0303-2647(97)01708-5
https://doi.org/10.3778/j.issn.1673-9418.1811015
https://doi.org/10.3778/j.issn.1673-9418.181101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9722.2018.08.01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9722.2018.08.01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9722.2018.08.01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9722.2018.08.014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0446.2005.02.008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0446.2005.02.008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0446.2005.0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