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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斯混合模型最大期望聚类的同时定位与
地图构建数据关联
阮晓钢, 张晶晶, 朱晓庆† , 周

静

(北京工业大学 信息学部; 计算智能与智能系统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24)

摘要: 数据关联是移动机器人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SLAM)中状态估计的前提和基础, 针对当前联合兼容分支定
界算法存在计算复杂度高、耗时长的问题, 提出了基于高斯混合模型(GMM)最大期望聚类分组的SLAM数据关联
算法. 首先, 为减少同一时刻参与关联的观测值数目, 在局部区域内采用GMM最大期望聚类算法对当前时刻的观
测值进行分组; 其次, 在各观测小组中采用联合兼容分支定界算法进行数据关联; 最后, 综合各观测小组的观测值
同局部地图特征得到的关联解, 得到最优的关联结果. 仿真实验结果表明, 基于高斯混合模型最大期望聚类分组的
SLAM数据关联算法在保证数据关联准确度的前提下, 计算复杂度得到了降低, 缩短了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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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association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state estimation of mobile robot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mplex and time-consuming computation of joint compatiblity branch
and bound algorithm, a SLAM data associ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 maximum expectation
(EM) clustering is proposed. First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observ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association at the
same time, group the current measurement using maximum expectation clustering algorithm for gaussian mixture model in
the local region. Secondly, conduct data association using joint compatibility branch and bound algorithm for each group.
Finally, obtain the optimal correlation result by combining the correlation result between each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local map features.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LAM data associ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gaussian mixture model
maximum expectation clustering guarantees the accuracy of data association,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of this method
is reduced and the running time is short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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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机器人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技术是实现机器人
导航的关键, 是指处于未知环境中的移动机器人从起

始点出发, 并利用自身携带的传感器不断感知, 依照
对自身的位置估计和获取的传感器数据信息, 实现自
身定位, 同时在定位的基础上增量式的构建环境地图,
实现机器人的自身定位和导航[1–3] . 数据关联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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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是移动机器人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中的关
键问题, 通常也被称为一致性问题.
具体地, 数据关联的目的在于判断在不同的时间
和环境区域下, 移动机器人携带的传感器通过对环境
区域进行探测获得的测量值和已经存在的环境地图
中的地图特征之间是否对应, 并根据以上对应关系来
判断其是否来自环境中相同的实体. 少数的几次数据
关联失败就会导致算法发散. 所以, 为保证SLAM状
态估计的准确性, 对数据关联的算法进行研究至关重
要[4–5] .
移动机器人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的相关研究领域
中, 应用相对比较广泛的数据关联方法有: 独立兼容
最近邻算法和联合相容分枝定界算法[6] . 独立兼容最
近邻 (individual compatibility nearest neighbor, ICNN)
算法的优势是实现过程相对容易, 并且具有较强的实
时性, 但是因为其未充分考量各个特征值的相关性,
因而在所处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容易受到较大影
响[7] . Neira 等人[8] 提出的联合相容分枝定界 (joint
compatibility branch and bound, JCBB)算法相对于独
立兼容最近邻算法的关联准确度得到了提高, 但是在
算法实现过程中的计算量较大, 实时性也比较差[9] .
研究学者不断对数据关联算法进行优化, 随后又相继
提出了概率数据关联算法 (probability data association, PDA)、联合最大似然 (joint maximum likelihood,
JML)、关联算法[10] 和多假设跟踪(multiple hypothesis
tracking, MHT)算法等[11] , 提高了移动机器人SLAM
数据关联算法的计算效率并解决了多目标跟踪的数
据关联问题. 冯林等人[12] 提出的基于动态阈值启发式
图搜索的移动机器人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数据关联
算法依据回溯思想实现了关联过程中的在线修正, 并
且为了能够尽可能的减小参与关联的数据量, 对门限
采用动态阈值的方法完成了过滤. 王希彬等人[13] 为解
决SLAM的数据关联问题, 提出了基于禁忌搜索的混
沌蚁群算法.
为了改进JCBB算法, 周武等人采用互斥准则和最
优准则来提高关联的准确度, 并自适应地进行分批数
据关联[14] . 姚聪等人[15] 引入K均值聚类算法对SLAM
数据关联算法做进一步优化, 根据K均值聚类算法对
观测值进行聚类分组的联合兼容分支定界算法, 确定
分组数目时依据的标准是机器人所处的环境区域, 这
极可能将本应处于同一观测组的相邻路标错误的分
在不同观测组, 最终导致关联结果出现错误. 刘丹等
人[16] 提出一种基于密度噪声的空间聚类分组(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 with noise)
的快速联合兼容分支定界的移动机器人同时定位与
地图构建数据关联算法, 关联准确度得到了提高并且
算法的运行时间明显减少.
以上研究为SLAM数据关联算法的优化做出了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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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并提供了理论依据, 针对当前SLAM数据关联算法
联合兼容分支定界算法存在虽然关联准确度高但计
算复杂, 耗时长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高斯混合模
型 (Gaussian mixture model,GMM) 的最大期望 (maximum expectation, EM)聚类SLAM数据关联算法[17] .
首先选取局部地图并在局部区域内采用高斯混合模
型的最大期望聚类算法对当前时刻的量测进行分组;
其次, 在每个观测小组中按照联合兼容分支定界算法
对观测量和特征值进行数据关联以得到多组关联解;
最后, 通过整合上一步骤产生的各小组中观测值和已
有的局部地图特征之间的关联结果, 得到最优的关联
解. 算法通过对局部地图的限定和选取以及对观测值
采用高斯混合模型的最大期望聚类算法进行分组. 其
优点在于: 1) 减少同一时刻参与关联的观测数量和地
图特征数, 从而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JCBB算法的计
算复杂度; 2) 采用最大期望聚类算法, 通过高斯混合
模型为局部关联区域进行合理的聚类分组, 无需根据
环境凭经验获得, 提高了算法的准确性.

2
2.1

SLAM数
数据关联模型
SLAM数
数据关联

移动机器人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技术不仅与机器
人自身的状态有关, 还关系到外界环境信息. 同时定
位与地图构建中的数据关联问题, 具体涉及3种对应
关系: 携带环境感知传感器的移动机器人处于不同时
间和不同的场合区域, 其传感器获得的观测量之间的
关系; 获得观测量与已有的环境地图特征之间的关系;
已有环境地图特征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比分析以上3
种关系来确定观测量和特征值是不是来自环境区域
内的相同实体, 上述过程可以被看做是在应用观
测–特征匹配特性来对环境状态空间进行搜索. 机器
人获得一个新的观测数据存在3种可能; 一是为已构
建环境特征信息; 二是新的环境特征; 三是虚景集合,
即该观测值不是真实物理路标的反映, 而是传感器噪
声或镜面反射引起的.
假设机器人所处的环境区域内存在n个地图特征
F = F1 , F2 , · · · , Fn , 激光传感器测量到m个观测量
Z = Z1 , Z2 , · · · , Zm . 需要应用SLAM数据关联技术
建立相关假设Hm = j1 , j2 , · · · , jm , 用特征Fji 来匹
配每一个观测值Zi , 当传感器测量值Zi 与地图中的所
有特征都不匹配时ji = 0. 其中, 测量值Zi 和相应的
特征Fji 是由测量函数fiji (x, y) = 0相关联的, 表明
测量值和相应特征的相对位置必须是0.

2.2

联合兼容分枝定界算法

联合相容分枝定界(JCBB)算法是当前移动机器
人SLAM研究领域常用的基于单个观测的独立匹配关
联算法之一, 算法实现过程中, 联合相容检验方法用
于把移动机器人获取的观测特征和地图特征完成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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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关联, 分枝定界方法则是用来对关联解空间进行搜
索.
在关联假设集Hm = j1 , j2 , · · · , jm 下, 地图特征
的联合观测方程表示如下:

ẐHm = hHm (X̂k,k−1 ) + nHm =


hj1 (X̂k,k−1 )


..
.

.

(1)

hjm (X̂k,k−1 )
联合新息为

vHm = ZHm − hHm (X̂k,k−1 ).

(2)

联合新息协方差可以表示为
T
SHm = HHm Pk,k−1 HH
+ RHm .
m

(3)

上 述 公 式 中: ZHm = [Zk,1 · · · Zk,m ], HH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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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做数据关联, 所以可以预先设定一个关联门限,
把落在关联门限内的已知特征作为目标可能关联的
对象. 将关联门限值设置为r + d, r为移动机器人携带
的激光传感器的有效扫描距离, d为补偿距离, 补偿距
离d的引入使得数据预处理后得到的局部地图能够尽
可能全面的包含同传感器获得的测量值相匹配的环
境地图特征. 局部关联区域表示如下:
√
(xf − xr )2 + (yf − yr )2 < r + d,
(5)
式中: (xf , yf )表示特征点的位置, (xr , yr )表示机器人
位置坐标. 如图1所示, 关联的局部区域为以机器人为
中心, 以r + d为半径的虚线圆内的区域. 圆点表示地
图中已有的特征, 星号表示传感器新观测到的观测值.
通过预处理步骤获得局部关联区域, 使得在某单一时
刻参与移动机器人SLAM数据关联的环境地图特征数
目得到有效减少.

∂hHm
|
. 则联合相容的检测准则为下式成立:
∂X (X̂k,k−1 )
2
T
DH
= vH
s−1 v .
(4)
m
m Hm Hm
如果上式成立, 则将所有观测特征和地图特征视
为联合相容的.
在移动机器人SLAM数据关联问题中应用分枝定
界准则的主要目的是对解空间进行遍历, 并求得最优
解向量. 选取分支准则为式(4)的联合相容检测准则,
然后根据其马氏距离来确定搜索顺序, 并将整个关联
解空间划分为多个子集; 在划分出的各子集当中, 定
界标准的选取确立为观测特征和地图特征配对数目
的单调非减规则, 最后对解空间的最优关联解进行选
取, 选择配对数中最大的关联假设作为最终结果.

3 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最大期望聚类分组
传统的联合兼容分支定界SLAM数据关联算法中
的观测值解空间根据解释树模型进行描述, 并采用了
分支定界法结合相容性的递增式计算搜索以获取最
优的数据关联结果, 此过程中同时考虑到了全部传感
器获得的观测值之间的相关性, 因此数据关联结果的
准确度比较高, 并且鲁棒性较强. 但是JCBB算法是将
当前时刻观察到的所有观测值同地图中已有的环境
特征进行关联, 在大范围密集环境中, 特征的数量随
时间迅速增大, 导致JCBB算法的计算量成指数增长、
计算量大、复杂度高. 可以通过减少同一时刻参与关
联的观测数量和地图特征数使算法得到改善. 对地图
特征进行预处理, 得到局部关联区域以减少同一时刻
参与关联的环境特征数; 还有就是采用最大期望算法,
通过高斯混合模型为观测值进行合理的聚类分组以
减少同一时刻参与关联的观测值数量. 具体实现如下:

3.1 数据预处理
实际情况中, 机器人每一步运动范围有限, 距离观
测比较远的特征可以被忽略, 观测不需要和每个已知

图 1 数据关联示意图
Fig. 1 Data association diagram

3.2

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最大期望聚类分组

移动机器人携带激光传感器在环境中行进, 获得
的观测值一般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分布, 现将机器人观
测到的特征值进行聚类分组. 文[15]中应用K均值聚
类算法对观测数据进行了分组, 当整体观测值数据量
较大时容易导致局部最优; 与此同时, 该算法在处理
实际问题是对噪声和离群值(outliers)十分敏感, 只用
于numerical类型数据, 非凸(non-convex)数据和不规
则形状的聚类均不能通过该算法得到有效解决. 于是
文[16]就用density-based methods来系统解决这个问
题. 该方法不仅可以发现任意形状的聚类, 还能够对
存在噪声的数据进行比较准确的处理. 基于密度的聚
类方法取得的结果和用于识别聚类的固定参数有关,
即使具有相同的判定标准聚类算法依然会受到稀疏
程度的影响, 也就是说, 如果聚类相对比较稀疏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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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划分为多个类, 反之如果密度较大, 聚类将被合并
为一个. 所以, 本文采用高斯混合模型最大期望(EM)
算法对观测值及进行聚类分组. 高斯混合模型(GMM)
中的概率密度函数(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能够简化数据的处理步骤, 并将
精 确 的 处 理 结 果 分 配 至 各 Gaussian 混 合 成 分 中.
GMM在对参数进行评估的过程中, 应用了最大期望
值算法(EM)进行处理, 达到了改善数据分析运行效率
的目的[18–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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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j = i) · pm (zj |qj = i)
=
pm (zj )
πi · p(zj |µi , σi )
k
∑

.

(8)

πl · p(zj |µl , σl )

l=1

高斯混合聚类将观测特征集合Z 划分为k 个component, 表示为 Group = {Group1 , · · · , Groupk }, 每
一个观测样本的component标记表示为

λj = arg max γji .

(9)

i∈{1,··· ,k}

高斯函数(Gaussian function)的计算性能相对较
好, 高斯混合模型是具有k 个聚类中心的聚类算法, 如
果系统中的样本分类是未知的, 已知条件只给出样本
点, 能够计算出模型参数π, µ和σ , 对于给定的观测数
据集合Z , 对其模型参数的求解可用极大似然估计.
激光传感器观测到的数据信息点数量为m个, 并
且服从某种分布pm (z; λ), 算法的目的就是希望求得
m
∏
参数λ, 以使生成数据点的概率 pm (zi ; λ)实现最大
i=1

化, 这里的
图 2 数据关联聚类分组示意图
Fig. 2 The clustering grouping diagram of data association

首先将每一步观测到的特征值集合 Z = z1 , z2 ,
· · · , zm 和高斯混合成分个数k 作为输入, 然后进行高
斯混合分布的模型初始化. 高斯混合模型中k 值的选
取根据环境确定, 根据激光传感器扫描到的观测值范
围, 一般选择分组的个数为 3 ∼ 5 个. 高斯混合分布
(GMM)认为数据是从几个单高斯分布模型(GSM)中
生成出来的, 其中: µ是模型期望, σ 是模型方差. 即概
率密度函数为
k
∑
pm (zi ) =
πk N (zi ; ui , σi ),
(6)
i=1

其中: πi > 0是权值因子, 表示选择第i个混合成分的
k
∑
概率, 并且 πi = 1; 单个高斯分布N (z; µk , σk )表
i=1

示高斯混合分布中的一个簇(component)分组, 表示如
下:
T −1
1
1
· e[− 2 (z−u) σ (z−u)] . (7)
N (z; u, σ) = √
2π|σ|
生成样本Z = z1 , z2 , · · · , zm 的高斯混合成分用
随机变量Q = qj (j = 1, · · · , k)表示, qj 的先验概率

P(qj = i)对 应 于πi (i = 1, · · · , k), 根 据 Bayes 定 理,
现将根据第i个GMM生成的样本zj 的后验概率密度
函数表示为γji (i = 1, · · · , k):

γji = pm (qj = i|zj ) =

m
∏

pm (zi ; λ)称为似然函数. 一般情况下,

i=1

单个数据点的概率值比较小, m个数据点的概率的乘
积更小, 非常容易发生浮点数下溢现象, 因此, 通常取
m
∑
似然函数的对数, 变成 ln pm (xi ; θ)称为log-likelii=1

hood function. GMM的log-likelihood function就是
m
∏

LL(Z) = ln(

pm (zj )) =

j=1
m
∑
j=1

ln(

k
∑

πi · p(zj |µi , σi )).

(10)

i=1

因此, 可以应用最大期望值算法对观测数据集模
型进行迭代优化求解, 随后根据已经完成训练的模型
区分观测值数据样本所属的分类. 具体步骤表述为:
首先从k 个簇分组中随机选取一个(其中任意一个簇
被选中的概率用权值因子πk 来表示); 随后将观测值
数据样本代入上一步选取的簇中, 并判断该数据样本
是否属于此类别, 若不是则重新选取簇分组.
Expectation步骤: 假设模型参数已知, 求隐含变量
Q分别取q1 , q2 , · · · 的期望, 也就是Q分别取q1 , q2 , · · ·
的概率. 此步骤在高斯混合模型中就是求观测值样本
数据点由每一簇分组生成的概率γji .
Maximization步骤: 考虑根据最大似然方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求取模型参数. 将Expectation
操作步骤求得的γji 看做是观测值样本数据点zi 由第
k 个簇分组生成的概率. 如果参数 πi , µi , σi 能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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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Z)最大化, 那么由

4 仿真结果及分析

∂LL(Z)
= 0得
∂µi
m
∑

1
µi = ∑
·
γji zj .
m
j=1
γji

(11)

j=1

样本权重是每个样本属于该成分的后验概率, 令
∂LL(Z)
= 0有
∂σi
m
∑
1
σi = ∑
·
γji (zj − µi )(zj − µi )T .
m
j=1
γji

(12)

j=1
k
∑

权值因子πi > 0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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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SLAM数据关联算法在不同
环境中获取关联结果的高效性和准确性, 利用Bailey
等人开发的SLAM算法模拟器[20] 设计了如图4–5所
示的仿真环境. 仿真环境1尺寸大小为160 × 160 m2 ,
仿真环境2尺寸大小为240 × 240 m2 . 图4–5中: 实线
为机器人的实际路径,“◦”为路标点,“∗”表示环境
中实际存在的特征. 将本文提出的GEMJCBB算法同
JCBB算法, KJCBB算法, DFJCBB算法分别从定位精
度, 算法运行时间长短以及关联性能等方面进行了对
比分析.

πi = 1, 使其最大化LL(Z),

i=1

求得

πi =

m
1 ∑
·
γji .
m j=1

(13)

根据式(11)–(13)更新模型参数, 并根据式(9)确定
zj 的component标记λj , 将zj 划分到相应的component,
即Groupλj = Groupλj ∪ {zj }, 最终得到component
的划分结果Group = {Group1 , · · · , Groupk }.
在移动机器人运动的每一步, 通过GMM–EM算法
将所有的观测值分成若干关联度小的分组. 然后对每
一个分组采用JCBB数据关联方法从而得到局部关联
结果Groupk , 每一个分组表示为解释树中的一层,
Groupk 为这一层中的节点. 从该解释树中选择最联合
相容的匹配对作为最终的关联结果, 本文称该算法
为GEMJCBB. 算法描述如图3所示.

图 4 仿真环境1
Fig. 4 Simulation environment 1

图 5 仿真环境2
Fig. 5 Simulation environment 2

4.1

图 3 GEMJCBB算法流程图
Fig. 3 GEMJCBB algorithm flow chart

路径拟合效果比较分析

图6 – 7中: 蓝色实线为机器人的实际路径, 绿色
“∗”表示环境中实际存在的特征, 红色“◦”为预测
特征, 黄线表示估计路径. 其中图6是仿真环境1下的
数据关联及路径拟合效果图, 如图6(a)–(d)所示, 分别
为JCBB算法、K 均值聚类和JCBB的数据关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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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JCBB算法和本文提出的高斯混合模型–最大期望
值聚类JCBB算法在仿真环境1中的数据关联和路径
拟合结果. 仿真环境 1 的拐角比较平滑, 可以看出图
6(d)中机器人所得到的预测观测值与实际的环境特征
几乎都吻合. 而且都是一个预测观测值对应匹配一个
环境特征, 且路径跟踪拟合的效果更好, 其定位精度
更高, 数据关联的准确性更好.

(d) GEMJCBB
图 6 仿真环境1下的4种方法数据关联效果图
Fig. 6 Four data association methods in simulation
environment 1

在仿真环境2下验证4种算法的区别, 图7(a)–(d)
分别为JCBB算法、KJCBB算法、DFJCBB算法、本文
提出的GEMJCBB算法的路径拟合结果.
(a) JCBB

(b) KJCBB

(a) JCBB

(c) DFJCBB

(b) KJC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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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EMJCBB的SLAM数据关联算法提供了更加可
靠的关联结果, 使SLAM的位姿估计精度较其他3种
算法得到了提高.

(a) X 轴误差
(c) DFJCBB

(b) Y 轴误差
图 8 仿真环境1下的路径拟合误差
Fig. 8 Path fitting error in simulation environment 1

(d) GEMJCBB
图 7 仿真环境2下的4种方法数据关联效果图
Fig. 7 Four data association methods in simulation
environment 2
(a) X 轴误差

由于环境中尖角设计的特殊性, 在拐角后的路径
拟合出现些许偏差, 通过观察比对可以看出, 本文提
出的算法路径拟合效果更好.
为了能够更加精确的比较基于4种数据关联算法
路径拟合的精度, 分别绘制了如图8、图9的位姿估计
误差曲线, 位姿估计误差曲线分别描述了在仿真环
境1和仿真环境2下实际路径和估计路径的X 轴和Y
轴方向的误差. 在仿真环境1中基于JCBB, KJCBB,
DFJCBB, GEMJCBB算 法 的SLAM在X 轴 方 向 的 平
均估计误差分别为0.2308, 0.2278, 0.1997, 0.1894; 在
Y 轴 方 向 的 平 均 估 计 误 差 分 别 为 0.3040, 0.2033,
0.1798, 0.1721. 在仿真环境 2 中基于JCBB, KJCBB,
DFJCBB, GEMJCBB算 法 的SLAM在X 轴 方 向 的 平
均 估 计 误 差 分 别 为 1.0845, 0.8071, 0.6707, 0.6581;
在 Y 轴方向的平均估计误差分别为 0.4314, 0.3019,
0.2539, 0.2452. 通过仿真实验结果可知, 本文提出的

(b) Y 轴误差
图 9 仿真环境2下的路径拟合误差
Fig. 9 Path fitting error in simulation environment 2

4.2

算法运行时间对比分析

在仿真环境中, 机器人从初始状态开始逆时针匀
速移动, 分别对基于GEMJCBB以及上面提到的3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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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算法的SLAM进行20次蒙特卡洛仿真实验, 下表显
示了4种关联算法的关联时间以及基于这4种算法的
SLAM 运行总时长. 由运行结果可知, 本文提出的
GEMJCBB–SLAM数据关联算法在仿真环境1中的算
法 平 均 运 行 时 间 为 137.3047 s, 平 均 关 联 时 长 为
119.3047 s; 在仿真环境 2 中的算法平均运行时间为
207.4528 s, 平均关联时长为188.6390 s. 对仿真实验
结果进行分析可知, 本文提出算法的平均运行总时长
和关联时长均小于其他3种算法. 具体地, KJCBB,
DFJCBB和GEMJCBB 3种算法均对观测量进行了分
组, 降低了联合兼容计算中观测量的维数, 进而降低
了计算的复杂度; 同时, GEMJCBB算法采用高斯混合
模型(GMM)最大期望值(EM)算法对观测值进行聚类
分组. GMM中的概率密度函数能精确的将观测样本
数据分配到各个混合成分中, 并简化数据处理步骤.
同时, GMM在评估参数时参考了EM算法思想, 使算
法的数据分析速度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并且本文提出
的GEMJCBB算法在数据预处理操作中划定了局部关
联区域, 减少了同一时刻参与数据关联的环境特征数
量, 所以进一步提高了算法的效率.
表 1 仿真环境下算法运行时间对比表
Table 1 Algorithm running time comparison table in
simulation environment
仿真环境

算法类型

总时长/s

关联时长/s

1

JCBB
KJCBB
DFJCBB
GEMJCBB

297.6401
186.0923
149.2904
137.305

256.6897
162.5437
136.2904
119.305

JCBB
KJCBB
DFJCBB
GEMJCBB

446.8185
275.0963
215.0569
207.453

419.5671
252.3081
197.4563
188.639

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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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的比率, 计算如下:

TP
.
(15)
TP + FP
召回率(Recall)、真正类率(true positive rate, TPR),
Precision =

表示判对样本中的正样本率, 即检测到的正确的观
测–特征匹配对数占总观测–特征匹配对数的比例, 计
算公式为

TP + TN
.
(16)
Total
准确率(Accuracy)是众多评价指标中比较常见且容易
Recall = TPR =

理解的, 定义为被分对的样本数与总样本数的商, 一
般情况下, Accuracy数值越高效果越好. 计算公式为
TP + TN
Accuracy =
.
(17)
Total
4种算法的关联准确度平均值见表2, 本课题中提出的
算法的关联准确度高于其他3种算法. 为了更加全面
而科学的评价算法, 再次对4种算法进行综合考量, 常
见的方法 F–Measure, 又称为 F–Score. F–Measure 是
Precision和Recall加权调和平均:

F − Measure =
(α2 + 1) × Precision × Recall
.
Precision + Recall

(18)

当参数α = 1时, 就是最常见的F1Score, 也即

F1Score =

2 × Precision × Recall
.
Precision + Recall

(19)

表 2 仿真环境下算法关联准确度对比表
Table 2 Correlation accuracy comparison table of
algorithms in simulation environment
准确度
算法类型

关联性能对比分析

仿真环境1

仿真环境2

JCBB

0.9871

0.9757

KJCBB

0.9883

0.9865

DFJCBB

0.9918

0.9908

GEMJCBB

0.9927

0.9913

在分析算法的关联性时引入二分类问题, 将实例
划分为两类, 即正类(positive)或负类(negative). 评价
数据关联性能用到的4个指标: TP(ture positive)为真
正类, 表示检测到的正确的观测–特征匹配对数; TN
(ture negatives)为真负类, 表示检测到的新环境特征
个数; FP(false positive)为假正类, 表示检测到的错误
的观测–特征匹配对数; FN(false negatives)为假负类,
表示没有检测到的正确的观测–特征匹配对数. 当前
时刻的观测数目表示为Total:

Score较高时则能说明方法比较有效. 图10即为两个

Total = TP + TN + FP + FN,

Score值均有所下降, 但本文提出算法没有值过低的情

(14)

正确率(Precision)表示预测为正的样本中预测正确所

F1Score 综合了 Presicion 和 Recall 的结果, 当 F1仿真环境中, 分别用4种关联算法进行数据关联的F1Score. 由图10可知, 本文提出算法在仿真环境1下的
F1Score值较其他3种算法得到了提高, 在仿真环境2
下, 由于拐角幅度较大, 4种算法在运行过程中的F1况, 在4种算法的运行效果中依然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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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RUN S, LIU Y, KOLLER D, et al.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with sparse extended information fil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otics Research, 2010, 23(7/8): 693 – 716.
[3] DAI Jiahui, XU Pengcheng, LI Xiaobo. Research on data association
in SLAM based laser sensor. Control Theory & Applications, 2018,
35(9): 1382 – 1390.
(代嘉惠, 许鹏程, 李小波. 二阶中心差分粒子滤波FastSLAM算法.
控制理论与应用, 2018, 35(9): 1382 – 1390.)

(a) 仿真环境1

[4] IVALDI S, LEFORT S, PETERS J, et al. Towards engagement models that consider individual factors in HRI: On the relation of extroversion and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robots to gaze and speech during a
human-robot assembly tas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obotics,
2017, 9(1): 63 – 86.
[5] SEGUNDO P S, RODRIGUEZ-LOSADA D. Robust global feature
based data association with a sparse bit optimized maximum clique
algorithm. IEEE Transactions on Robotics, 2013, 29(5): 1332 – 1339.
[6] CHEN Baifan. Research on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of mobile robot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Changsh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009.
(陈白帆. 动态环境下移动机器人同时定位与建图研究. 长沙: 中南
大学, 2009.)

(b) 仿真环境2
图 10 仿真环境下的F1Score
Fig. 10 F1Score in simulation environment

5 结论
数据关联是移动机器人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中状
态估计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联合兼容分支定界(JCBB)算法是目前能够得到可靠
关联结果的常用的SLAM数据关联算法, 但是在大范
围密集环境中, 参与关联的地图环境特征和观测值的
数量随时间迅速增大, 导致JCBB算法的计算量成指
数增长, 导致计算复杂度高. 实际应用中, 要求好的数
据关联算法在准确度高的同时, 还需具备实时性
好、计算复杂度低的特点.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高斯混
合模型的最大期望聚类的SLAM数据关联算法, 通过
减少同一时刻参与关联的观测数量和地图特征数使
算法得到改善. 首先对地图特征进行预处理, 得到局
部关联区域以减少同一时刻参与关联的环境特征数;
其次采用EM算法, 通过高斯混合模型为观测值进行
合理的聚类分组以减少同一时刻参与关联的观测值
数量. 随后将局部关联区域内的环境特征值与聚类分
组后的观测值分别进行关联. 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提
出的基于高斯混合模型最大期望值聚类分组联合兼
容分支定界算法获得了准确的关联结果, 同时降低了
计算复杂度, 提高了算法效率, 为移动机器人SLAM
中的定位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DURRANT-WHYTE H, BAILEY T. Simul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Part. IEEE Robotics & Automation Magazine, 2006, 13(2):
99 – 102.

[7] LI Yanju, XIAO Yufeng, GU Song, et al. Research on data association in SLAM based laser sensor. Microcomputer & Its Applications.
2017, 36(2): 78 – 82.
(李延炬, 肖宇峰, 古松, 等. 基于激光传感器的SLAM数据关联算法
的研究. 微型机与应用, 2017, 36(2): 78 – 82.)
[8] NEIRA J, TARDOS J D. Data association in stochastic mapping using the joint compatibility test. IEEE Transactions on Robotics & Automation, 2001, 17(6): 890 – 897.
[9] GUO Jianhui, ZHAO Chunxia, SHI Xingxi. Improved joint compatibility data association approach for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 building (SLAM). Microcomputer & Its Applications, 2017,
36(2): 78 – 82.
(郭剑辉, 赵春霞, 石杏喜. 一种改进的联合相容SLAM数据关联方
法. 仪器仪表学报, 2008, 29(11): 2260 – 2265.)
[10] XU Jun, ZHANG Guoliang, JING Bin, et al. A joint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optimized data association approach to SLAM problem.
Robot, 2012, 34(4): 492 – 497.
(徐君, 张国良, 敬斌, 等. 一种优化的联合极大似然SLAM数据关联
方法. 机器人, 2012, 34(4): 492 – 497.)
[11] DALLIL A, OUSSALAH M, OULDALI A. Sensor fusion and target tracking using evidential data association. IEEE Sensors Journal,
2013, 13(1): 285 – 293.
[12] FENG Lin, CHAI Hongxia, SUN Tao, et al. SLAM algorithm based
on heuristic graph search with dynamic threshold. Computer Engineering, 2011, 37(17): 185 – 188.
(冯林, 柴红霞, 孙焘, 等. 基于动态阈值启发式图搜索的SLAM算法.
计算机工程, 2011, 37(17): 185 – 188.)
[13] WANG Xibin, ZHAO Guorong, LI Haijun. Transactions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ransactions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1, 37(17): 185 – 188.
(王希彬, 赵国荣, 李海君. 基于禁忌搜索的混沌蚁群算法在SLAM
数据关联中的应用.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2012, 32(7): 725 – 728.)
[14] ZHOU Wu, ZHAO Chunxia. An optimized data association solution
for SLAM. Robot, 2009, 31(3): 217 – 223.
(周武, 赵春霞. SLAM问题的一种优化数据关联算法. 机器人, 2009,
31(3): 217 – 224.)
[15] YAO Cong. The research of mobile robot localization method based
on Bayesian theory.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2015.
(姚聪. 基于贝叶斯理论的移动机器人定位方法研究. 重庆: 重庆大
学, 2015.)

274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16] LIU Dan, DUAN Jianmin, WANG Changren. A fast joint compatibility data association algorithm for SLAM based on clustering. Robot,
2018, 40(2): 158 – 177.
(刘丹, 段建民, 王昶人. 一种基于聚类分组的快速联合兼容SLAM
数据关联算法. 机器人, 2018, 40(2): 158 – 177.)
[17] TETSURO N, YUKI M, YASUMASA J, et al. Gaussian mixture
model for coarse-grained modeling from XFEL. Optics Express,
2018, 26(20): 26734 – 26749.
[18] MADHAVI M C, PATIL H A. Design of mixture of GMMs for queryby-example spoken term detection. Computer Speech & Language,
2018, 52: 41 – 55.
[19] HE Qing, YI Na, WANG Xinyong, et al. Research on maximum expected clustering algorithm based on gaussian mixture model. Microcomputer Applications, 2018, 34(5): 50 – 53.
(何庆, 易娜, 汪新勇, 等. 基于高斯混合模型的最大期望聚类算法研
究. 微型电脑应用, 2018, 34(5): 50 – 53.)

第 37 卷

[20] BAILEY T, NIETO J, GUIVANT J, et al. Consistency of the EKFSLAM algorithm. IEEE/RSJ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Robots and
Systems. Piscataway, USA: IEEE, 2006: 3562 – 3568.

作者简介:
阮晓钢

博士, 教授, 研究领域为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人工智

能、机器人学与机器人技术, E-mail: adrxg@bjut.edu.cn;
张晶晶 硕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为机器人环境认知与导航, E-mail:
13031016855@163.com;
朱晓庆

博士, 讲师, 研究领域为特种服务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机

器人设计智能控制、机器学习等, E-mail: alex.zhuxq@bjut.edu.cn;
周 静 硕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导航, E-mail:
228602328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