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和人工势场法的

移动机器人导航

陈     满，李茂军**，李宜伟，赖志强
(长沙理工大学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针对移动机器人在公共服务领域导航任务中的深度强化学习算法所面临的状态信息交互困难、回

馈机制不充分和动作探索冗余等问题，提出势场增强注意力深度强化学习 PARL算法. 首先，利用人工势场法

和注意力机制设计势场注意力网络；然后，利用人工势能场理论构建一种全新的势场奖励函数；最后，提出反

向近似模型，并结合势场奖励函数的空间划分方式改进动作空间. 实验结果表示，使用 PARL算法驱动的机器

人，自主学习效率得到提高，平均导航成功率和安全率分别为 100%和 98.2%，与 SARL、CADRL、ORCA算法

相比，平均导航时间缩短 0.14～1.11 s，且导航动作的鲁棒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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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机器人导航任务可以描述为移动机器人

依据自身和周围的环境信息，安全自主地避开障碍

物并实现朝向目标位置的运动[1]. 随着移动机器人

导航技术的迅速发展，其应用场景已经逐渐从工厂

等结构化场景走向公共服务领域. 该领域的场景通

常存在众多行人，并且行人的运动随机性较大，因

此机器人需要与行人频繁地交互并合理预测行人

的运动轨迹，这给导航任务带来了难度.
目前行人环境中的导航方法通常可以分为基

于模型的方法和数据驱动方法. 基于模型的方法使

用数学或物理模型来描述机器人与行人的交互，并

预测行人的运动轨迹，然后结合传统的路径规划算

法如滚动窗口法完成导航任务. Chik等 [2] 使用高

斯过程模型对行人的运动进行建模，并进行机器人

与行人的交互，在行人环境中实现了导航任务；

Takanashi等 [3] 提出了行人随机建模方法，通过大

量行人轨迹获取随机模型，获得更精确的交互效

果. 这类基于模型的方法需要根据不同的实验场景

设置不同参数，对于陌生的导航场景泛化能力有限，

且导航效果欠佳.

随着机器学习的发展，无模型的数据驱动方法

成为行人环境下机器人导航的热门研究方向. 赵英

男[4] 将导航任务抽象为“格子游戏”，使用 Sarsa算

法进行移动机器人导航，实现了初步导航功能；

Chen等[5] 使用深度强化学习解决行人状态下多机

器人协同导航问题，使导航更高效；Chen等[6] 提出

了社会注意力深度强化学习算法，采用社会注意力

网络作为状态值函数，使机器人与行人的交互更充

分. 以上数据驱动的方法使机器人具有“学习能力”，
极大地提升了场景适应性，但也面临着学习效率低

下、收敛困难等问题.
针对上述现有导航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文

将传统物理模型和数据驱动方法融合，提出势场

增强注意力深度强化学习PARL算法. 主要工作有：

①提出势场注意力网络，有效地扩充了机器人和行

人的状态信息，促进状态信息的交互；②建立势场

奖励函数，并设置不同空间平衡各部分奖励，完善

了奖励回馈机制；③提出反向近似模型，并结合综

合奖励函数的空间划分方式改进动作空间，减少机

器人的无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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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算法
 

1.1    人工势场法　人工势场法是一种虚拟力法，

常用于机器人导航任务中[7]. 该方法假设机器人在

目标位置的引力势场中受到引力作用，在障碍物的

斥力势场中受到斥力作用. 引力势场函数和斥力势

场函数分别表示为：

Ugra =
1
2
ξα2

gra, (1)

Urep =


1
2
η

(
1
αrep
− 1
α0

)2

,αrep ⩽ α0,

0,αrep > α0,

(2)

ξ η αgra

αrep

α0

其中，  为引力势场常数，  为斥力势场常量，

为机器人当前位置与目标位置之间的欧氏距离，

 为机器人当前位置与障碍物之间的欧氏距离，

 代表障碍物的最大影响距离. 引力为引力势场

的负梯度，斥力为斥力势场的负梯度，表示为：

Fgra = −∇Ugra = −ξαgra, (3)

Frep =−∇Urep = η

(
1
αrep
− 1
α0

)
1
α2
rep
∇αrep,αrep ⩽ α0,

0,αrep > α0.

(4)

因此，机器人在其工作空间受到的合力为所受

引力与斥力的矢量和（图 1），该合力决定机器人在

该位置的运动情况.
 

 
图 1    人工势场受力分析

Fig. 1    Force analysis of artificial potential field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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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深度强化学习　基本的强化学习以马尔科夫

决策过程（Markov Decision Process，MDP）为理论

框架[8]，具体过程如下：在   时刻，智能体获取状态

，根据给定的策略  ，选择并执行相应的动作  ，

然后过渡到新的状态   并获取奖励  . 智能体强

化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个最优策略  ，该策

略可以最大化未来奖励之和：

R∞t =
∞∑
i=t

γri, (5)

γ ∈ [0,1)

V(st) t st

其中，  是未来奖励的折扣系数 . 状态值函

数   可以定义为   时刻状态   的期望奖励，拆

分成即时奖励和后续折扣奖励，表示为：

V(st) = E[rt+1+γV(st+1)], (6)

π∗

V*(st)

其中，E 为数学期望. 最优策略   可以执行最高累

计奖励的控制动作，从而得到最佳状态值函数

，用贝尔曼最优方程表示为[9]：

V*(st) =max
at∈A

(rt +γ
w

st+1
Pat

st st+1V∗(st+1)dst+1), (7)

Pat
st st+1 st at st+1其中，   为在状态   下执行动作   过渡到 

的状态转移函数.

V

深度强化学习（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DRL）算法[10] 使用深度神经网络作为非线性函数

近似器来近似   值，并且引入经验重播方法[11] 和

目标值网络. 经验重播方法将智能体与环境交互获

得的经验集储存在记忆池中，训练时采样经验集，

打破经验之间的关联性，增加学习的效率与稳定

性. 目标值网络用于更新状态值网络参数，提升算

法的收敛能力. 

2    势场增强注意力深度强化学习算法
 

g
x

B

2.1    状态空间　状态空间包括机器人状态和行人

状态两个方面，将机器人和行人均抽象为 2D平面

中的圆，目标位置   抽象为平面中的点，以机器人

为原点，机器人到目标位置的方向为   轴正方向建

立坐标系. 则机器人自身的状态   表示为：

B = [p,v,r,vo,dg], (8)

p v r vo

dg

Hi

其中， 、 、  和   分别表示机器人的位置、速度、

半径和预设速度，  表示机器人与目标位置的距

离. 行人的状态   为：

Hi = [pi,vi,ri,di,dm,ds], i = 1, · · · ,n, (9)

n pi vi ri

di

dm ds

s

其中，  为行人的数量， 、  和   分别表示行人的

位置、速度和半径，  表示机器人与行人的距离，

 和   分别表示行人的最大影响距离和机器人与

行人的安全距离. 综合（8）、（9），得到状态   为：

s = {B,H1,H2, · · · ,Hn}. (10)
 

2.2    势场注意力网络　对于行人环境中的机器人

导航任务，需要机器人与行人充分交互，并对状态

信息进行编码，预测行人运动轨迹. 势场注意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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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图 2）将人工势场模型和注意力机制 [12] 融合，

主要由 3个模块组成：势能模块、交互池化模块、

整合模块. 

U Ui

2.2.1    势能模块　势能模块将行人和机器人的

部分状态用人工势场法抽象，再合并到原有状态中，

扩充状态信息. 首先，依据公式（1）、（2）构建机器

人势能因素   和行人势能因素  ，表示为：

U(dg) =
1
2
ξ1d2

g , (11)

Ui(di) =


1
2
η1

(
1
di
− 1

dm

)2

,di ⩽ dm,

0,di > dm,

(12)

ξ1 η1

B
′ H

′
i

其中，  为引力势能因子，  为斥力势能因子. 则融

合势能因素的机器人状态   和行人的状态   分
别为：

B′ = [p,v,r,vo,U(dg)], (13)

H′i = [pi,vi,ri,di,dm,,ds,Ui(di)], i = 1, · · · ,n. (14)

s′经过势场模块扩充后的状态   为：

s′ = σ(s) = {B′ ,H′1,H
′
2, · · · ,H

′
n}. (15)

 

s′ ei

2.2.2    交互池化模块　交互池化模块使用多个

多层感知器（Multi-Layer Perceptron，MLP）[13] 构建，

将扩充后的状态信息编码为长度固定的向量，获取

机器人与行人的交互特征，然后使用注意力机制构

建行人对机器人的影响力，最后得到人群特征. 首
先将状态   编码到固定长度的向量   中：

ei = ϕe(s′;We), (16)

We ϕe ϕe ei

ρ f

其中，  为   的权重，  使用 ReLU激活. 再将 
输入到后续的 MLP   中，获得机器人与行人的交

互特征：

fi = ρ f (ei;W f ), (17)

ρ f W f fi
φψ ψi

其中，  表示全连接层，使用 ReLU激活，  为 
的权重. 然后使用MLP   获取行人注意力分数  ，

用于表征行人对机器人的影响力，表示为：

ψi = φψ(ei;Wψ), (18)

φψ Wψ φψ

fi ψi

其中，  使用 ReLU激活，  为   的权重. 最后

将交互特征   和行人注意力分数   加权线性组合，

得人群特征：

N =
n∑

i=1

Softmax(ψi) fi. (19)
 

B
′ N

zv

V(s)

2.2.3    整合模块　整合模块用于计算状态值网

络输出结果 . 将    和人群特征    输入到整合模

块的 MLP   中，则输出状态值函数的输出结果

 为：

V(s) = zv(B
′
,N;Wv), (20)

zv Wv zv其中，  使用 ReLU激活，  为   的权重. 

2.3    势场奖励函数　对于行人导航环境，需要机

器人准确避开行人，并尽量以最短的时间到达目标

位置，因此需要设置一种合理的奖励策略. 受人工

势场理论的启发，构建势场奖励函数，该奖励函数

由位置奖励函数和方向奖励函数构成，并设计势场

奖励函数空间平衡各部分奖励. 

2.3.1    位置奖励函数　位置奖励函数由目标引

导奖励函数和避障奖励函数组成，目标引导奖励使

机器人快速到达目标点，避障奖励使机器人与行人

保持一定距离. 首先，使用引力势场函数构建目标

引导奖励函数：

raim(dg) = ξ2d2
g , (21)

 
图 2    势场注意力网络

Fig. 2    Potential field atten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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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2

di

其中，  为引力奖励因子. 使用斥力势场函数构建

避障奖励函数部分，设置该奖励为负数，随着机器

人与行人相对距离   的减小而减小：

ravo(di) =

 −
1
2
η2

(
1
di
− 1

dm

)2

,di ⩽ dm,

0,di > dm,

(22)

η2其中，  为斥力奖励因子. 

Fg

2.3.2    方向奖励函数　机器人导航任务中，机器

人的当前方向对于合理导航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考
虑到人工势场法中机器人受到的合力方向可以良

好地契合机器人的运动方向，故依此设计方向奖励

函数，对当前机器人的方向做出评价. 由公式（3）可
知，机器人所受目标位置的引力大小   为：

Fg(dg) = ξ2dg, (23)

Fi

引力方向为机器人指向目标位置. 由公式（4）可知，

机器人所受行人的斥力大小   为：

Fi =

 η2

(
1
di
− 1

dm

)
1
d2

i

∇di,di ⩽ dm,

0,di > dm,

(24)

斥力方向为行人指向机器人. 合力表示为全体引力

和斥力的矢量相加：

Fj = Fg+

n∑
i=1

Fi, (25)

Fj使用合力   的方向表示预期方向. 机器人预期方

向和实际方向之间的契合程度表示为：

φ = arccos
Fj·Fa∣∣∣Fj

∣∣∣ |Fa|
, (26)

Fa φ

Fa

rori(φ)

其中   表示机器人实际运动向量， 为预期方向

与实际方向 的夹角. 考虑公式（26），设计方向奖

励函数  ，表示为：

rori(φ) = −τ
∣∣∣∣∣2πφ

∣∣∣∣∣ , (27)

τ其中，   为角度因子. 

ds

dm ds

dm

λi = [λaimi ,λorii ]

2.3.3    势场奖励函数空间　如图 3所示，以行人

为中心构建势场奖励函数空间，依次将行人周围空

间划分为方向引导空间、综合空间和目标引导空

间 . 其中方向引导空间和综合空间使用半径为  
的圆区分，综合空间和目标引导空间使用半径为

 的圆区分，如公式（9），  为行人的最大影响距

离，  为机器人与行人的安全距离. 势场奖励函数

空间使用权重向量   表示：

λi =



[λaimi = 0,λorii = 1],di < ds,

[λaimi =
di−ds
dm−ds

,λorii =
dm−di

dm−ds
],ds ⩽ di < dm,

[λaimi = 0,λorii = 0],dm ⩽ di.

(28)

综合公式（21）、（22）、（27）、（28），得到势场奖

励函数为：

r = raim(dg)+
n∑

i=0

λi
[

ravo(di)
rori(φ)

]
. (29)

 

2.4    动作空间　 

Mmax

O Mrev

2.4.1    反向近似模型　受基于近似动作模型策

略选择的 Q−学习算法[14] 启发，提出反向近似模型，

用于在新的环境状态下删减部分动作选项，减少不

必要的探索. 假设机器人的原始动作空间为  ，

新环境状态为  ，定义反向近似动作空间   为：

Mrev = J(Mmax,O), (30)

J其中，  表示反向近似函数. 

at v

vdev ω ωdev vdev

ωdev

at

2.4.2    动作空间　假设移动机器人可以朝任何

方向移动，其动作    主要包括速度   、速度偏差

、方向    和方向偏差    4个要素，其中  
和   用于表征机器人内部故障或外部环境因素

对速度和方向造成的偏差. 则   表示为：

at = {v,vdev,ω,ωdev} ∈ A, (31)

v (0,vo]

ω [0,2π) vdev

ωdev

其中，  可取 5个值，分别在   呈指数间隔分布，

 可取 16个值，分别在    均匀分布，  和
 与机器人内部状态和实际导航场景有关，为了

简化动作空间，实验中均设置为 0，因此原始动作

空间 A 为 80种离散动作的集合.

S a S b S c

依据综合奖励函数空间划分方式将状态分为

、  和   3类，结合反向近似模型，将动作空间

 
图 3    势场奖励函数空间

Fig. 3    Potential field reward functio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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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A S b

Ab

重新改进（图 4）. 其中，  表示环境中存在机器人

位于行人的方向引导空间中，此时机器人的动作空

间为  ；  表示机器人位于所有行人的目标引导空

间中，采用动作空间  ，由公式（30）得：

Ab = J(A,S b), (32)

ω

S c

Ac ω

该动作空间的方向   可取 11个值，有 55种离

散动作；  表示机器人同时位于综合空间和目标

引导空间（或均位于综合空间）中，采用动作空间

，该动作空间的    有 13种取值，有 65种离散

动作.
 

 
图 4    反向近似模型

Fig. 4    Reverse approximation model
  

V V
′

2.5    训练过程　当机器人从零开始学习时，获得

的奖励具有稀疏性，收敛速度较慢，因此使用

ORCA算法[15] 收集 3 000个经验集并预训练 50轮，

目的是初始化状态值网络   和目标值网络   的权

重，让机器人具有一般的导航能力，即保证机器人

总体上能够朝向目标点运动，但是不能保证机器人

不发生碰撞，也不能保证其导航时间最短.
ε

π∗

D
π∗

强化学习训练过程使用  −贪婪策略选择最优

动作或随机动作，最优动作由最优策略   决定. 引
入记忆池  ，采用随机经验重播方法[16] 选择经验

集. 其中   表示为：

π∗=argmax
at∈A

(r(st,at)+γ
w

st+∆t
Pat

st st+∆t V
*(st+∆t)dsst+∆t ),

(33)

∆t

V*(st)

∆t

π∗

其中  ，  为相邻两个动作决策之间的时间间隔，

 为最佳状态值函数. 由于相邻两个动作决策

之间的时间间隔   较小，因此可使用等速模型近

似[17]，则   简化为：

π∗ = argmax
at∈A

(r(st,at)+γV*(st+∆t)). (34)

最终，得到势场增强注意力深度强化学习

（potential field enhanced attention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PARL）算法，用该算法进行训练，算法训

练过程如图 5所示.
 

 
图 5    PARL算法训练过程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PARL
algorithm

 

算法 1　势场增强注意力深度强化学习

γ αP

αR C

ε L tmax

输入　未来奖励折扣  、预训练学习率  、强

化学习学习率  、目标网络权重更新周期  、贪

婪因子  、记忆池容量  、最大运行时间  ；

V
′

θ
′

输出　状态值网络 V的权重参数 θ，目标值网

络 的权重 ；

V θ

V
′

θ
′

θ
′
= θ

步骤 1　预训练状态值网络   并获得权重  ，

初始化目标值网络   和权重  ，使  ；

s0

步骤 2　初始化机器人导航场景，获取初始状

态  ；

步骤 3　判断当前状态类别并选择动作空间；

ε at

at =

argmax
at∈A

(r(st,at)+γVθ(st+∆t)) Vθ V

步骤 4　使用  -贪婪策略选择动作  ：在当前

动作空间内随机选择动作或选择最优动作  

（  表示状态值网络  

的状态值函数）；

at st+∆t

r(st,at)

步骤 5　执行动作  ，过渡到新状态空间  ，

并获得奖励  ；

D L

D

D

步骤 6　若记忆池   中经验集的数量为  ，则

删除最早的经验集，并将新的经验集存入   中，并

使用随机经验重播方法从记忆池   中抽取经验集；

V
′

y = r(st,at)+γVθ
′
(st+∆t) Vθ

′

V
′

步骤 7　依据经验集和目标值网络   计算目

标值   （  表示目标值网络

 的状态值函数）；

y

V θ

步骤 8　根据目标值  ，使用梯度下降方法更

新状态值网络   的权重参数  ；

tmax

C V
′

步骤 9　目标值网络权重更新，即在一轮中，

若机器人导航到当前位置所用的总时间小于  ，

则每隔   步动作决策更新一次目标值网络   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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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

θ
′
= θ重  ，使  ；

ε步骤 10　更新贪婪因子  ；

tmax

步骤 11　判断是否满足终止条件，即机器人

到达目标点或导航时间大于  ，若满足则终止本

轮循环；否则，转到步骤 3；
步骤 12　判断是否达到设定的轮次，若满足

则结束训练；否则，转到步骤 2. 

3    实验和结果分析
 

10 m×10 m

p g
vo m/s r

∆t s
tmax s n

3.1    实验环境和参数　如图 6所示，使用 V-REP
仿真软件建立仿真环境 . 机器人的导航空间 S为

 正方形区域，为了防止训练过程中移动

机器人运动到工作空间 S之外，在其边缘设置墙

壁. 机器人的起始位置   和目标位置   均在图 6中

表示，预设最大速度   为 1  ，半径   取值为 0.3 m，

相邻两个动作决策之间的时间间隔   为 0.25  ，最
大运行时间   设置为 25  . 行人数量   取值为 5，
行人的运动使用随机模型控制[3].
 

 
图 6    移动机器人 V-REP仿真环境

Fig. 6    V-REP simulation environment for mobile robot
 

γ

ε

使用 PyTorch框架建立 PARL算法模型控制

机器人，其中预训练学习率为 0.01，强化学习学习

率为 0.001，未来奖励的折扣系数   为 0.9，贪婪因

子   在 5 000轮训练中从 0.5线性衰减到 0.1. 

tmax

tmax

tmax

∆t

3.2    训练实验　本实验将一轮定义为一次完整的

机器人导航过程，按照导航结果的不同，可将每次

导航分为以下 3种情况：①导航成功，即机器人在

最大运行时间   内成功到达目标位置；②超出导

航时间，即机器人运行时间超过  ，且未发生碰

撞；③发生碰撞，即机器人在   内碰到行人或墙

壁. 在每轮导航过程中，机器人每隔   进行一次迭

代，直到完成此轮导航为止.
使用 PARL算法对移动机器人进行 5 000轮训

练，使用 SARL算法[6] 和 CADRL算法[5] 作为对比

tmax

实验. 如图 7、8所示，分别绘制机器人平均导航成

功率和平均导航时间曲线，其中横坐标表示训练轮

数，纵坐标分别表示未来 200轮训练的平均导航时

间和平均导航成功率，发生情况②和③时导航时间

均视为  .
 

 
图 7    不同算法机器人平均导航成功率

Fig. 7    Average navigation success rate of robots with different
algorithms

 

 

 
图 8    不同算法机器人平均导航时间
Fig. 8    Average navigation time of robots

 

由图 7、8可知，随着训练轮数的增加，机器人

导航时间减少，导航成功率提高，说明机器人在行

人环境下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导航效果随着自主学

习逐渐变好 . 训练过程中，PARL和 SARL的导航

时间和导航成功率均显著优于 CADRL，这是因为

CADRL的状态值函数只能考虑机器人与最近行人

的关系，交互不充分，导致训练效果较差 . 相比于

SARL，PARL在训练过程中的导航时间更少，成功

率更高，并且训练曲线的收敛速度更快，这说明

PARL将物理模型和数据驱动结合的方式，可以提

升机器人训练过程中的自主学习效率. 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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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PARL在前期对平均导航时间的改善尤为明显，

而且 SARL的平均导航时间在 700轮左右出现大

幅度下跌，且曲线整体平滑程度较差，这是说明

SARL在训练前期的探索效果较差，而融合了

APFM的 PARL改善了这一情况，使前期的训练更

具有合理性. 

3.3    测试实验　分别对训练 5 000轮的 PARL、
SARL和 CADRL进行 500次测试，计算平均结果.
除了训练过程所采用的 3种强化学习算法之外，添

加 ORCA算法作为对比实验，用于反映基于模型

的算法和强化学习算法的性能差异，同样进行 500
次测试实验，计算平均结果.

ds

对于每组测试实验设置 5个实验指标：①平均

成功率；②平均碰撞率；③平均导航时间，即机器人

完成情况①所需的平均时间；④平均安全率，用于

表征发生情况①时机器人和行人距离大于行人安

全距离   的概率，表示为：

fa =
1
W

W∑
a=1

ta
Ta
, (35)

W ta
a

Ta a

其中   为测试实验导航成功总次数，  为机器人

第   次成功导航过程中相对于所有行人均处于安

全距离的时间，  为机器人第   次成功导航所用

的总时间；⑤平均导航时间标准差，用于表征导航

动作鲁棒性，发生情况②和③的测试实验不参与计

算，表示为：

V =
1
W

√√√ W∑
a=1

(Ta−T )2. (36)

由表 1可知，测试实验中的 PARL的平均成功

率和平均安全率达到 100%和 98.2%， PAPL和

SARL的导航成功率均大幅度高于 CADRL，这是

因为注意力机制可以充分考虑机器人与导航场景

中各行人的位置关系，而 CADRL只能考虑最近行

人的位置，对导航场景存在短视现象，从而引起较

多碰撞 .  ORCA的导航成功率分别低于 PARL和

SARL58.2%和 56.6%，这是因为 ORCA这类基于

模型的方法仅考虑当前一定范围的导航场景，对于

较远距离行人运动的预测不够充分. PARL的导航

成功率不仅远高于 CADRL和 ORCA，也比同样拥

有注意力机制 SARL高出 1.6%，表明 PARL这种

将数据驱动和物理模型融合的方法，对机器人导航

任务具有积极作用.

tmax

平均导航时间方面，PAPL比其他 3种算法缩

短 0.14～1.11 s，CADRL的平均导航时间不仅远高

于 PARL和 SARL，也比基于模型的 ORCA高，这

是因为 CADRL驱动的机器人没有系统的规划路

径能力，不会快速靠近目标位置，因此也出现了超

出最大导航时间  （情况②）的现象，同为短视算

法的 ORCA可以更快地靠近目标位置，但是更容

易发生碰撞 . 另外，PARL和 SARL的机器人平均

导航时间分别比 ORCA低，说明 PARL和 SARL
在快速接近目标位置的能力上优于 ORCA. PARL
算法的平均导航时间相比于 SARL下降了 1.3%，

说明在导航过程中，PARL驱动的机器人运动路径

更加合理，能够更快到达目标位置.

ds

平均安全率方面，PARL分别高于 SARL和

CADRL3.3%和 17.5%，这表明 PARL在导航过程

中对行人安全距离   的控制较为精确，在快速到

达目标位置的同时，又保证了导航的安全性.
平均导航时间标准差方面，使用 CADRL驱动

的机器人，其鲁棒性不仅远低于 PARL和 SARL，
也低于 ORCA，这同样是因为该算法的缺乏系统的

规划路径能力，因此平均导航时间的波动幅度较大，

鲁棒性较差. PARL的平均导航时间标准差相对于

SARL降低了 55.9%，这说明 PARL可以提升机器

人导航的鲁棒性，使机器人的导航动作更加稳定.
由上述实验结果和分析可知，本文提出的

PARL对移动行人导航场景具有较好的效果，在导

航成功率、导航时间、导航安全性和导航动作鲁棒

性等方面均优于对比实验. 

4    总结

根据公共服务领域行人场景中的机器人导航

任务，本文提出了 PARL算法. 该算法将物理模型

和数据驱动从状态值函数、奖励函数和动作空间

3个方面融合，分别以势场注意力网络作为状态值

表 1    测试实验各指标数据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various index data of test experiment

算法
平均成

功率/%
平均碰

撞率/% /s
平均导航

时间

平均安

全率/%
平均导航

时间标准差

PARL 100.0 0.0 10.43 98.2 0.15

SARL 98.4 1.6 10.57 94.9 0.34

CADRL 46.2 53.0 11.54 80.7 1.35

ORCA 41.8 58.2 10.86 - 0.82

注：-表示无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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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网络，使用人工势场思想设计奖励函数，使用反向

近似模型改进动作空间. 实验结果表示，PARL可

以使移动机器人的自主学习效率得到提高，且平均

导航成功率和安全率分别为 100%和 98.2%，与

SARL、CADRL、ORCA算法相比，平均导航时间

缩短 0.14～1.11  ，且导航动作鲁棒性更强. 在未来

的工作中，将集成更多的功能到深度强化学习框架

中，使移动机器人更加适应真实的行人环境. 同时，

拓展该算法到具体的移动行人场景中，也是未来研

究工作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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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robot navigation based on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potential fiel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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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difficulties  of  state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insufficient  feedback  mechanism  and
redundant action exploration faced by the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lgorithm of mobile robots in the navigation
task of public services,  PARL algorithm is proposed. First  of all,  we use the artificial  potential  field method and
attention mechanism to design a potential  field attention network.  Then we use artificial  potential  field theory to
construct  a  new potential  field  reward  function.  Finally,  we  propose  a  reverse  approximation  model.  The  model
combines  the  space  division  method  of  the  potential  field  reward  function  to  improve  the  action  spac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the mobile robot driven by the PARL algorithm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autonomous learning. Compared with SARL, CADRL, DRCA algorithms, the average navigation success rate
and safety rate are 100% and 98.2%,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navigation time is shortened by 0.14～1.11 s and
the navigation action is more robust.

Key words: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artificial potential field method；mobile robot；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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