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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室内语义建图中的场所感知方法综述
朱 博1

高 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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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场所感知问题是机器人语义地图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本文对室内语义地图相关的场所感知方法进行全面综述. 首
先, 根据近年的文献给出场所概念的描述性定义, 对研究中涉及的相近术语和概念进行辨析, 澄清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 然后,
根据实现场所感知目标所采用的线索对已有方法进行分类介绍. 主要分成 3 个大类: 基于环境布局几何信息的方法、基于环
境布局视觉信息的方法、基于用户指导信息的方法, 其中各类又根据所用信息特点细分为若干子类. 除此之外, 将一些特殊研
究方法单独归类进行补充说明. 阐述各类别方法对场所感知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工作原理, 并指出各种方法特点和局限性. 最
后, 分析了该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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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Perception for Robot Indoor Semantic Mapping: A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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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ce perception is a key problem in the robot semantic map research area, and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place perception related to indoor semantic mapping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a descriptive definition of
place concept is given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some similar terms and concepts
involved in this research are discriminated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me. Then, the existing methods
are classified in terms of the clues which are used to implement the place perception targets. There are mainly three
categories: the methods based on geometry in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yout, the methods based on visual in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yout, and the methods based on user guiding information. Each category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some sub-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sed information. Besides, some particular methods are also
described as an additional category. The ideas and principles used in all methods for solving place perception problem are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of these methods are also pointed out. Finally, some
potential issues are analyzed, and proba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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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服务机器人技术的突飞猛进加快了其
全面进入寻常百姓生活的步伐. 在此进程中, 人们发
现人与机器人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交互障碍. 例如:
尽管通过语音识别技术, 机器人能够获得某些语义
符号, 但是其难以理解符号的真正含义, 并将符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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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到 (Grounding) 真正的指代对象, 造成机器人难
以理解用户意图. 上述问题的解决受制于语义层技
术的发展程度, 语义地图技术是该领域重要研究内
容之一. 与室内场所有关的一类重要语义通常被称
为 “场所语义” 或 “场所概念 (Place concept)”, 例
如客厅、餐厅、走廊等. 与之相应的场所感知技术是
语义地图技术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现已形成新的
研究热点.
在场所感知技术支持下, 所创建的语义地图将
具有与人类相容的场所语义标签、空间范围和内涵
属性等特质, 从而能够促使服务机器人更加有意义
地推理、规划、决策、实施和完成室内服务任务, 并
且可以使用人类能够理解的场所概念进行自然交互.
服务机器人场所感知功能的缺失, 不仅会引起交互
障碍, 而且将导致很多服务任务难以顺利或类人地
实现. 例如: 机器人在不知道 “卧室” 概念时, 不能
在该场所中适时降低运行速度、保持轻声, 更一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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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 机器人无法在特定场所内采取恰当行为.
“场所” 本意为人类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处所,
英文文献中与之对应的单词为 “Place”. 为明确研
究对象并展开有关讨论, 本文综合现有研究资料, 给
出 “场所” 的一般描述性定义: “位于人类活动空间
中, 由人类思维根据某些线索抽象出的可由符号标
签指代且具有一定语义内涵的空间区域”. 而 “场所
感知” 问题指机器人如何将 “场所” 作为一个完整的
语义实体, 感知其存在性以及其他多种属性, 并保持
感知过程和结果与自然人认知行为相容. 场所感知
研究旨在研究如何使机器人从较高抽象概念层次上
理解所处环境, 得到有关环境的抽象知识 (如场所语
义符号、范围标识、功能属性等), 进而研究如何为
其他任务提供交互、指代、操作对象和上下文知识,
为任务规划和执行提供场所语义支持. 场所感知研
究的一般思路: 基于某种机制或原理, 在机器人内部
建立抽象场所概念模型 (结构); 通过与该机制相应
的离线或者在线学习算法, 获得模型参数; 当机器人
在环境中运行时, 传感器不断采集环境数据, 抽象模
型随之具象化, 形成环境场所的在线表达, 以符号、
图形、数据结构等形式输出. 场所感知研究的一个核
心问题是如何建立抽象场所概念模型, 不同方法建
立模型的出发点不同, 导致机器人的感知行为和结
果不尽相同.
从 2005 年前后开始, 国外许多科研院所对场所
感知问题开展了多方位研究, 相继出现一些大型支
持项目, 典型的如: 欧盟第六框架 (EU FP6) 下的
CoSy[1] 和 COGNIRON[2] 以及欧盟第七框架 (EU
FP7) 下的 CogX[3] 等. 目前, 该领域研究仍颇为活
跃, 一些实验室已出现能在小范围内运行的原型系
统, 研究人员还在不断将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与
领域问题结合, 探索终极解决之道. 相比较而言, 国
内在该领域研究相对不足: 一些工作仍停留在算法
研究, 罕有系统性研究, 在完整应用平台建设方面投
入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对 “场所” 概念的界定及场
所感知研究范畴的划分尚未形成共识, 尽管如此, 并
不影响相关研究的开展, 众多研究人员根据自己对
问题的理解给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不同场所感
知方法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场所感知问题. 按研究侧
重点分, 相关研究可以分为研究学习机制的方法、研
究特征构造的方法、基于人机交互的方法等; 按照研
究范式分, 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传统机器学习方法、仿
认知行为方法、仿认知生理方法等; 按照场所感知
线索 (或称场所语义信息来源类型) 划分, 相关研究
可以分为基于环境布局几何信息的方法、基于环境
布局视觉信息的方法、基于用户指导信息的方法等.
本文以上述第三种划分方式分别综述有关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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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类方法进一步根据所用信息特点细分出若干
子类 (见图 1).

图1
Fig. 1

场所感知方法分类

The category of place perception methods

为方便读者更加完整地了解相关研究领域现状,
给出一些与本文有关的综述性文章, 比较异同, 明确
本文所处地位. 文献 [4] 综述了近年来移动机器人
在语义建图方面的成果, 其涉及内容包括室内、室外
环境下多类别语义 (形状、物体等) 的提取与地图构
建．与之相比, 本文将关注重点放在室内语义地图创
建任务, 并仅对与 “场所语义” 有关的感知方法进行
综述, 可以看作是对文献 [4] 在室内场所语义方面综
述内容的细化和扩充. 文献 [5−6] 对基于图像的场
景语义分类研究进行了综述, 该研究领域中的室内
场景分类研究与机器人背景下的相关研究有相似之
处, 但研究目标不尽相同, 最主要是缺乏对场景在三
维空间中布局形式 (目标位置、大小、姿态等) 的考
量. 近年, 室内场景分类与机器人环境感知研究互相
交叉渗透, 出现一类关注于提取场所语义的方法, 可
以看作是场景分类研究在机器人背景下的推广, 一
些典型方法在后文综述. 机器人室外自然场景理解
研究方面，文献 [7] 对有关问题给出了全面的综述.

1 概念辨析
本节在进一步明确场所概念要素的基础上, 尝
试比较相近术语.

1.1 场所概念的要素
由引言中场所概念的描述性定义可知, 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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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要素:
1) 场所具有空间属性. 人类从事的室内活动总
是在一定空间区域中进行, 不同场所通常位于不同
的空间区域, 有时不存在明确物理边界.
2) 场所具有语义属性. 自然人选择在某一空间
区域内从事特定活动, 其活动本身具有一定意义、涉
及特定行为和物品, 并且所选择的区域还具有某些
适于特定活动的特征. 这样, 承载相应活动的空间区
域在人类活动过程中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了多重
语义.
3) 场所具有符号属性. 为使交流过程便捷, 人
们会使用词汇标签对复杂的场所实例进行指代和区
分.
4) 场所具有抽象属性. 场所对象不是一种物理
实体, 客观环境中通常也不存在显式的场所标识符
和界定标志, 人们通过某种思维活动来感知它的存
在, 并将其从环境中抽象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 “场
所” 概念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具有一
定主观性, 不同常识背景的人对具体场所内涵的理
解不尽相同.
目前研究中, 机器人所使用的传感器 (与人类感
受器覆盖的信息空间不同) 和感知方法等存在局限
性, 导致机器人感知到的实际 “场所” 不完全符合前
述定义, 而仅具备四大属性中个别属性. 例如, 有人
把场所感知归结为获得场所标签, 利用图像手段解
决问题, 忽略了空间属性. 后文述及的大部分研究工
作中, 其 “场所” 内涵并不严格符合前述定义. 随着
研究工作的深入, 机器人掌握的 “场所” 内涵将逼近
其真实含义.

1.2 “ 场所 ” 与 “ 场景 ”
在文献中被提及的另一术语 “场景 (Scene)”, 经
常被视为 “场所” 的同义词. 心理学高层场景感知
领域曾有学者给出 “场景” 概念的一种描述性定义:
场景是真实环境的一种语义上连贯 (通常可被命名)
的视图 (View), 它由以空间合理方式布局的背景元
素和多个离散景物组成[8] . 信息科学研究实践中一
般认为 “场景” 概念可以描述为环境中各种元素呈
现出的景况. 比较前述定义, “场所” 与 “场景” 概
念并不等同. 首先, “场景” 在概念范围上更加宽泛,
主要包括: 自然场景、城市场景、室内场景和事件场
景等[5] . 室内情况下, 场景指代的尺度范围较广, 只
要语义连贯, 甚至在任意尺度上均能形成一个场景,
如: 房屋一隅也可形成一个场景, 显然不能称之为场
所. 其次, 实践中 “场景” 概念通常忽略了研究对象
的空间属性, 因此经常出现在图像识别领域或基于
平面图像的机器人环境感知研究中; 相应地, “场景
识别” 研究通常仅关注于语义标签的获得, 而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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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标签所对应的深层语义属性. 文献 [9] 给出 “场
所” 及 “场景” 的一种形式化定义, 较为严格地区分
了两者, 文中指出 “场所” 由 “场景” 及 “场景” 区域
间存在的空间关系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逐渐流
行的场景理解研究不再满足于仅仅获得整个场景的
标签, 而是尝试提取蕴含于视图平面中的物体关系、
区域标签以及对场景内各种目标的位置及大小进行
推测[5] 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机器人领域所关注的
场所感知研究目标相吻合, 不同之处在于机器人领
域更加关注在三维空间中对场所概念的把握. 需要
指出的是, 目前对两类概念的界定仍缺乏普遍共识,
注意通过上下文语义来区分 “室内场景” 是否等同
于 “场所”.

1.3 场所感知传感器与信息源
机器人场所感知研究通常不脱离机器人平台进
行, 所利用的底层信息也来自移动机器人传感器, 常
见传感器有 RGB-D 传感器、视觉传感器、激光雷
达等. 将为场所感知提供某种基础支持信息的信源
称为 “场所语义信源”, 简称 “语义源”. 不同语义源
所提供信息类型不同, 直接影响感知算法设计和结
果内涵. 同一传感器可能提供支持场所感知的多种
类型信息 (如 RGB-D 传感器可以提供图像信息、深
度信息、空间点云信息等), 即多种语义源可位于同
一传感器载体之上, 它们可被不同场所感知方法所
利用. 可见, 语义源与传感器并非一一对应.

1.4 场所感知与场所分类研究
众多文献提及场所感知研究时常使用术语 — 场
所分类 (Place classification[10] 或 Place categorization[11−12] ) 或者场所语义标注 (Semantic place labeling[13] ). 这类问题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
处理类内存在的差异性[14] , 相关研究侧重于获取所
属场所类别的语义符号. 根据前述对 “场所” 概念的
描述性定义, 显然, 场所分类/标注问题并不是场所
感知研究的全部内容. 事实上, 场所感知问题可视为
场所分类问题的一般性问题, 反之, 场所分类问题视
为场所感知问题的特殊性问题. 单一的场所分类问
题通常仅关注于获得场所标签而忽视了场所的其他
属性.

1.5 场所感知与场所识别
场 所 感 知 问 题 不 同 于 场 所 识 别 问 题 (Place
recognition problem). 场所识别问题通常着眼于
处理 “事先见过” 的场所如何再次被可靠地识别出
来, 即场所模型的测试数据与训练数据来自同一环
境[14] , 其研究不需要考虑对类内变化 (Intra-class
variation) 的鲁棒性[13] , 研究重点也不在于类人地
从语义角度对周边环境识别, 相关研究有时可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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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脱离语义进行 (例如: 简化为底层特征的匹配问
题[15] ), 此类问题可更确切地被称为 “地点识别” 或
“位置识别” 问题. 而场所感知问题 (狭义上, 场所分
类问题) 中场所模型的测试数据来源于预先未知的
环境, 需在线对这些数据分析以完成对当前空间的
语义层感知. 事实上, 某些场合下, 两者之间的界限
并非完全清晰, 一些技术甚至可以同时胜任场所识
别和场所分类问题[13] , 后文叙述中至少将与语义无
关的且可明确区分的场所识别研究排除在外.
下面, 根据场所感知过程所依赖的主要场所语
义信源类型, 将现有方法分为三类进行综述. 之后,
对一些特殊方法进行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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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esian mixture models, DBMM) 分类器, 主要
用于利用 2D 激光雷达信息实现场所分类. Uršič
等[23] 提出一种组合层次化表达模型, 学习环境中
不同形状出现的频率, 进而用于解决房间分类问题.
Soares 等[24] 基于激光雷达数据, 将多种 AdaBoost
分类器与概率决策表相结合, 提升分类性能. Kaleci
等[25] 使用原始激光数据作为特征向量, 提出一种
融合 K 均值和学习矢量量化网络 (Learning vector
quantization, LVQ) 的概率方法实现对 “房间”、“过
道” 和 “门口” 的分类.

2 利用环境布局的几何信息实现场所感知
2.1 基于 2D 几何信息的场所感知
由于环境的二维几何信息与某些场所语义相关,
因此可以被用于实现场所感知.
相关研究很早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 上世
纪 80 年代, Laumond[16] 在环境的理想几何模型下,
通过分析图的分解树实现了对 “房间 (Room)”、“走
廊 (Corridor)” 等场所概念的识别.
距离传感器能够方便地获取环境的几何信息,
因此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通过对其数据模式分类
(实例见图 2) 实现场所感知. Mozos 等[17] 仅利用
激光传感器数据进行场所感知, 他们使用 AdaBoost
算法训练弱分类器集合以得到一个强分类器, 从而
凭借该强分类器实现了机器人对 “房间”、“走廊”
和 “门口” 等室内场所的区分. 该方法在后来的研
究中, 被多次扩展使用, 例如: 文献 [18] 基于该方
法构建了室内环境的语义拓扑地图. Shi 等[19] 采
用 Logistic 回归 (Logistic regression) 作为多类分
类器 (Multi-class classifier) 对给定环境标注 “办公
室 (Office room)”、“教室 (Lecture room)” 和 “走
廊” 三类场所标签, 其方法可以观察者位置或者障碍
物点作为场所的语义载体, 并能够生成语义栅格地
图. 最近, Shi 等[20] 指出他们的上述方法对一些语
义类型存在分类模糊性 (Classification ambiguity),
遂提出用概率图模型避免这些问题: 使用支持向量
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 分类器和基于
条件随机场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CRF) 的类
Voronoi 随机场 (Voronoi random field, VRF) 算
法对广义 Voronoi 图 (Generalized Voronoi graphs,
GVG) 的节点进行场所语义标注, 所标注场所分为
三个笼统的大类: 少量个体活动的房间、多人团体
活动房间和过道. Sousa 等[21] 采用 SVM 分类器实
现对两类场所 — “房间” 和 “走廊” 的区分. Premebida 等[22] 提出一种动态贝叶斯混合模型 (Dynamic

图2
Fig. 2

位于房间、门口、走廊时距离传感器数据实例[17]
The data instance of range sensors in room,
doorway, and corridor[17]

Friedman 等[26] 从激光传感器生成的占有栅格
地图中提取 Voronoi 图, 之后以其上点作为 CRF 的
节点, 从而估计每个节点的标签, 可区分出的场所
包括: “房间”、“走廊”、“门口” 和 “交叉口 (Junction)”. Luperto 等[27] 假设不同类型建筑物具有
不同拓扑属性及结构特征, 根据建筑类型选定分类
器, 进而确定米制地图上的房间类型. Liao 等[28]
基于激光数据构建多层输入, 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对
其进行学习和分类, 最终基于信度树融合多层信息
给出预测标签, 其分类框架未来将用于 RGB-D 数
据. Buschka 等[29] 提出一种房间检测技术, 使得
机器人在导航过程中能够利用声纳自动并增量地检
测出 “类房间” 区域, 作者随后指出利用区域的偏
心率 (Eccentricity) 参数可将其进一步分类为 “房
间” 或 “过道”. Liu 等[30] 利用概率生成模型和基于
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 的推理技术实现了对占有栅格地图中语义
信息的自动提取. Hellbach 等[31] 将占有栅格地图
作为输入, 采用非负矩阵分解方法对其分解, 得到环
境特征, 利用 GLVG (Generalized learning vector
quantization) 分类算法对栅格单元进行分类, 进而
得到建筑结构的语义标签.
从根本上看, 上述方法受二维几何信息中所含
场所相关信息量少的限制, 只适用于提取少量与几
何结构密切相关的场所概念, 而难以胜任对其他复
杂场所的感知任务 (如: 文献 [20] 中仅能在笼统类别
层次上实现分类, 又如对于开放式场所的感知). 另
外, 基于 2D 几何信息并采用分类器的方法均存在
如下困难: 当场所固有结构的复杂性增加时, 确定合
理的特征形式变得更加困难. 合理的特征一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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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维持类内不变性; 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持系统的
泛化能力、计算开销等性能, 而不适当的特征将直接
导致分类性能降低. 尽管如此, 这类方法可为进一步
感知多样、复杂场所提供感知基础.

2.2 基于 3D 几何信息的场所感知
最近, Swadzba 等[12, 32] 给出一种新颖观点: 3D
场景几何编码了有关场景信息, 对形成室内场景分
类能力具有重要贡献, 而物体检测仅扮演次要角色.
他们指出这一假设受脑研究和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
发现所支持. 作者给出的另一假设是人工环境主要
由平坦表面构成. 以这些假设为出发点, 他们提出
一种 3D 空间特征向量 (作为向量定义基础的夹角
特征和面积比特征参见图 3), 用以捕捉场景类的 3D
空间结构, 从而实现场景分类. 作者将其方法应用于
来自真实环境的 RGB-D 数据集, 不同组合特征下
的分类率均高于 60 %.

图 3 3D 空间特征向量构成基础[32]
Fig. 3 The construction base of
3D space feature vector[32]

该方法拓展了利用几何信息所能处理的场所类
型, 为场所感知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但其仍存
在一些开放性问题, 例如: 从论文中相关例子看出,
场所中的物理分隔结构 (如: 墙) 参与了场景分类过
程, 因此若面向开放式等复杂场所, 该方法的可行性
与可靠性需要进一步探讨; 脑区域响应情况与高层
抽象概念的生成之间有无必然联系, 以及两者的相
关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该方法目前能够实现语
义标注, 但相关语义内容的回溯如何实现等.
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基于几何特征的感知
方法普遍难以通过语义回溯得到对人类有意义的场
所内涵解释.

3 利用环境布局的视觉信息实现场所感知
人类获取的环境信息大量源于视觉感受器, 近
年来机器视觉理论与技术飞速发展, 使得机器人通
过视觉传感器实现类人的环境感知成为可能. 视觉
传感器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环境信息, 机器人凭借
它可以感知更丰富的场所类型.

497

3.1 基于平面图像特征实现场所感知
有关方法主要以图像特征为线索, 利用平面图
像实现场所感知. 相关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
寻找某种适于场所描述的图像特征 (组合) 及相应处
理框架. 由于此类方法通常仅需要环境的二维图像
(不限于 RGB 图像), 因此相关研究有时可以脱离机
器人载体来进行, 相关技术的应用对象也不局限于
机器人. 尽管如此, 本节仅对一些与移动机器人应用
有密切关系的研究内容进行综述.
Torralba 等[33] 给出一种基于上下文的视觉系
统, 该系统可以实现对新环境的场所分类, 其中使用
了一种同时考虑纹理属性和其空间布局的全局特征.
Fazl-Ersi 等[13] 提出一种新的场景描述子 — HOUP
(Histogram of oriented uniform patterns), 它不仅
可以用于场所识别也可以用于场所分类. Quattoni
等[34] 提出一种非常适于室内场景识别任务的模
型, 该模型涉及一种图像层面的 “场景原型” 概念,
能够同时利用图像的局部和全局信息完成识别任务.
Madokoro 等[35] 使用 SIFT (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和主旨 (Gist) 特征作为上下文, 提出一
种无监督场景分类方法. Wu 等[36] 提出一种用于场
所类别和实例识别的新的特征表达 — 空间 PACT
(Spaci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census
transform histograms), 与一些其他特征相比, 其优
势在于更好的性能、较少的待调参数、极快的速度和
非常易于实现. Pronobis 等[37] 以一种能够捕捉丰
富视觉表观 (Visual appearance) 信息的高维直方
图特征 — 组合感受区直方图 (Composed receptive
field histograms, CRFH) — 结合 SVM 分类器实现
场所识别. 之后, Pronobis 等[38] 又进一步提出一种
用来度量分类器输出的信度水平的方法, 该方法被
用于视觉线索整合, 作者在实验中使用 CRFH 和
SIFT 两种视觉线索, 获得了更好的识别性能. Luo
等[39] 使用增量 SVM 解决场所识别算法的时变适
应性问题. Pronobis 等[40] 提出一种利用多模态信
息实现场所分类的思想, 他们利用 SVM 将文献 [17]
和 [37] 的工作结合起来, 使得机器人学会依房间类
型使用不同线索进行场所识别. Li 等[41] 提出一种
通用场景学习和分类方法 (不局限于室内场景), 其
中利用局部区域的集合来表达场景图像, 使用无监
督方法获得主题 (Theme) 分布和码字 (Codeword)
分布, 面向 13 类复杂场景的实验结果表明, 其方法
具有令人满意的分类性能. Ranganathan[42] 提出一
种称之为 “PLISS (Place labeling through image
sequence segmentation)” 的技术, 其利用视频或图
像流实现场所识别和分类, 使用了一种在线贝叶
斯变化点检测 (Batesian change-point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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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将图像流分割成与场所相对应的部分, 从而
实现场所感知. Wu 等[43] 基于 CENTRIST (Census transformhi stogram) 图像描述子对常规视频
摄像机的图像连续处理, 实现视觉场所分类 (Visual
place categorization, VPC).
最近, Mozos 等[44] 利用 Kinect 摄像机实现了
对 “走廊”、“实验室”、“办公室”、“厨房” 和 “自习
室” 五种场所的高精度分类, 其方法将 RGB-D 传
感器获取的灰度和深度图像均变换为局部二元模
式 (Local binary patterns) 直方图, 并以此构成单
一特征向量, 然后利用有监督分类器分类, 作者指
出以 SVM 作为分类器更适合其实验情况. 2013
年, Choi 等[45] 尽管仍基于 2D 图像研究室内场景
理解问题, 但是他们注意到捕捉物体间语义和几何
关系的 3D 几何短语 (3D geometric phrases) 的重
要作用, 所给出的方法取得了对室内场景的有效解
释. Costante 等[46] 提出基于多线索 (SPMK (Spatial pyramid matching kernel)、SPACT (Spati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census transform
histograms) 特征) 的迁移学习方法, 避免面对新场
景时机器人需要进行繁琐的重复学习. Ali 等[47] 通
过屏蔽低熵值区域降低经典 SIFT 特征算法的复杂
性, 使之适用于室内场所分类. Sünderhauf 等[48] 利
用卷积网络给出一种迁移性和扩展性良好的场所分
类系统, 在三类摄像头上进行了实验测试, 并研究
了场所语义信息在机器人导航和物体检测任务中的
应用. Carrillo 等[49] 将场所分类问题视为一种高效
l1 -最小化问题, 保证分类性能的基础上提高了学习
速度. Kostavelis 等[50] 将一种基于表观的直方图与
SVM 分类器相结合来处理语义建图中的场所分类
问题. Jung 等[51] 尽管使用了激光雷达, 但是他们将
激光数据转换成图像 (见图 4) 进行处理, 提出一种
LNP (Local n-ary patterns) 描述子, 用来描述相邻
像素间的多模态数值关系, 实现对五类室内场所的
分类.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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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binary patterns) 直方图进行室内场所分类, 实
验证明其具有高分类性能和低特征维度. Premebida
等[22] 的 DBMM 分类器用于对 RGB-D 数据分类
取得了较高精度. 牛杰等[53] 提出一种融合全局及显
著性区域特征的移动机器人室内场景识别方法, 在
MIT 室内场景数据库上的准确率优于相关文献算
法.
此类方法通常仅使用从环境获取的平面图像信
息, 在相关处理过程中损失了环境的三维空间信息,
不能直接提供关于场所的三维几何描述, 导致难以
对目标场所进行有效定位. 面对开放式场所时, 目标
场所定位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不准确定位可能造成
机器人 “所见” 和 “所在” 场所在空间上出现冲突.
最近流行的 RGB-D 传感器不仅能够得到环境
的 RGB 信息, 还能够同时获取与之对应的深度信
息, 利用深度恢复环境的三维空间信息、实现场所定
位将能够弥补本类方法的不足, 相关研究应当引起
重视.
3.2 基于三维图像实现场所感知
近年来, 随着 3D 传感器的低成本化, 其被更为
广泛地应用于机器人平台, 直接获取环境的三维信
息变得更加方便. 有文献将直接由 3D 传感器捕获
的同时具备真实色彩和三维度量信息的环境视图称
为三维图像 (见图 5)[54] . 基于此类图像所蕴含的丰
富信息可以实现场所感知.

图 5 检测出特征点的 3D 图像[54]
Fig. 5 The 3D image including the detected
feature points[54]

图4

[51]

厨房全景图像 (上图为深度图, 下图为反射图)
Fig. 4 The panoramic images of a kitchen

(depth image above and reflectance image below)[51]

Jung 等[52] 利用 RGB-D 传感器获取灰度和深
度图像, 使用一种基于两类图像的共生 LBPs (Lo-

Romero-González 等[54] 利用空间金字塔划分
由 RGB-D 数据得到的点云空间, 基于 3D 局部特征
生成划分块的直方图进而生成描述空间点云的全局
描述子, 用于室内场景分类. Martı́nez-Gómez 等[55]
利用点云库 (Point cloud library, PCL) 实现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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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其中利用 BoW (Bag-of-words) 方法从局部
3D 描述子生成全局描述子, 进而通过分类器实现语
义分类, 其方法适用于由移动机器人获得的 RGB-D
图像.
此类方法通常将目标环境的三维视图视为一个
整体, 进而以全局描述子描述并分类, 处理思路与基
于平面图像特征的方法相仿, 但优势在于能够充分
利用环境三维信息实现对光照变化鲁棒的分类性能.
需要指出, 此时三维空间信息仅被用作分类器输入,
在分类完成后被遗失, 导致仍难以通过分类结果直
接界定场所边界, 不足之处与基于平面图像特征的
方法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 此类方法如果能够将所获
取的三维空间信息保留至分类完成, 并对支持特征
所对应的三维信息实现回溯, 将能够克服前述局限
性.

3.3 基于图像序列的空间分布实现场所感知
与单纯的平面图像信息相比, 图像序列的空间
分布通常能够带来关于场所的其他方面的信息, 特
别是空间信息, 相关研究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
Zivkovic 等[56] 利用谱聚类 (Spectral clustering) 等技术对全景图像节点聚类, 聚类得到的凸区
域与人类的 “房间” 概念粗略吻合. 事实上, 该方法
的节点聚类过程隐式地利用了室内空间中的物理分
隔物, 导致面向完全开放式场所时方法失效 (节点
将相互联系、彼此具有连通性, 导致不能合理聚类).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开放性不强的房间, 作者的方法
依然有效 (如 Home2 中 “客厅” 与 “工作室 (Workroom)” 间无明显物理分隔物, 但仍被成功区分, 其
中, 工作室有三面墙且与 “客厅” 连接处存在障碍
物). 吴皓等[57] 提出构建室内环境的 3 层地图, 在全
局语义层中, 对视觉序列为节点的无向加权图进行
Min-Ncut 谱聚类产生 “房间” 概念, 之后进一步根
据其中的物品确定房间的高层语义. Rituerto 等[58]
基于 GIST 特征对穿戴式全向视觉传感器图像进行
聚类, 分割出语义节点 — 场所 (细化为大、中、小房
间和走廊) 和过渡区 (门、门框、楼梯间及电梯间).
此类方法不足之处在于, 节点聚类过程隐式地
利用了室内空间中的物理分隔物, 导致完全开放式
场所中方法会失效.

3.4 基于物品实现场所感知
室内场所通常会关联某些典型物品, 基于该原
理, 机器人可首先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环境物品, 进
而显式地以环境物品为依据实现场所感知. 相关方
法得益于近年物体识别研究的长足进步.

3.4.1 扩展 2D 几何信息的方法
为弥补前述基于 2D 几何信息方法的不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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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法在已有成果基础上以视觉传感器感知环境物
品, 进而实现对高层场所概念的感知. Zender 等[59]
在使用激光传感器实现场所粗分类[17] 的基础上, 以
视觉传感器识别环境物品, 进而实现场所感知. 作
者使用本体来构成室内环境的概念模型, 从而将特
定物品与高层场所概念相关联, 其方法的不足之处
在于: 如果环境发生较大改变, 本体必须进行相应
修改, 否则有可能不能正确感知场所概念; 另外, 该
方法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如物品的数量、摆放关系等
对场所感知的影响, 其适应性、灵活性、鲁棒性不够
好. Mozos 等[60] 同样在文献 [17] 工作的基础上进
行扩展, 将视觉信息整合进场所语义标注过程, 并利
用隐马尔科夫模型 (Hidden Markov model, HMM)
处理各个场所类间的依赖性, Rottmann 等[61] 所做
的工作与之类似. Galindo 等[62] 在文献 [29] 工作
基础上, 整合物体识别环节 (简化为识别具有一定颜
色和形状的几何物体), 利用所提出的两层地图表达
(空间层和语义层) 实现对场所的感知, 该方法利用
NeoClassic 系统进行语义层建模, 本质上仍使用了
室内环境本体, 因此不足之处也与 Zender 的方法相
似.

3.4.2 仅依赖物体类别信息的方法
Rogers 等[63] 使用上下文线索, 利用 CRF 模
型实现物品和房间类别的联合推理, 其中, 对物品
− 房间相容性以及房间相邻性两种依赖关系进行了
建模, 机器人通过感知过程能够得知房间的位置和
范围. 遗憾的是, 作者人为指定模型的相关参数, 而
未进一步讨论模型学习问题, 而且模型中也未考虑
物品间空间关系对场所感知的影响. Viswanathan
等[64] 利用空间 – 语义信息在物品地图上对物品进
行聚类并对场所显式标注 (包括位置和范围), 该研
究基于手工构建的物品地图开展而未考虑底层物体
识别等问题. Viswanathan 等在文献 [65] 中进一步
扩展之前工作, 在场所分类过程中使用了真实的物
体识别结果, 具体地研究了从 LabelMe 数据库自动
学习物体 − 场所关系和物体检测器的方法, 进而利
用物体检测器检测图像中的物体, 最终利用场所模
型 (Place model) 推理得到场所标签, 作者未同时
使用视觉传感器解决目标物品的定位问题且未考虑
物品间空间关系对场所感知的影响. Viswanathan
等[66] 进一步将物体分类和图像全局特征相融合实
现场所分类. Espinace 等[67−68] 使用常见物体作为
中间层语义表达, 构建了一种生成式概率分层模型
(Generative probabilistic hierarchical model): 用
物体分类器将底层视觉特征与物体关联, 其中, 以
3D 几何信息提高视觉分类器性能; 同时, 用上下文
关系将物体与场景关联. 该方法同样未考虑物品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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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关系对场所感知的影响. Charalampous 等[69]
的方法在 RGB-D 数据基础上, 首先, 检测主要平面;
然后, 在该平面附近分辨物体; 最后, 利用朴素贝叶
斯分类器, 对物体分布情况进行分类, 从而确定场所
类型. Kostavelis 等[70] 将场所分类和物体分类相结
合, 共同投票决定机器人所站位置的场所语义.
前述研究均未显式地考察物体间空间关系对场
所感知的影响, 而事实上, 对于人类来说此类关系会
从直觉上影响其对环境物品的聚类, 从而进一步影
响对场所的感知, 对于开放式场所来说这一因素尤
为重要. 下面一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显
式地考虑了物体间的空间关系.
3.4.3 物体类别结合物体关系信息的方法

Ranganathan 等[71] 将星座物体模型 (Constellation object model) 推广到 3D 情形, 用物体构成
的 “星座” 对场所建模, 进而利用贝叶斯推理规则实
现场所识别. 利用该方法构成的场所模型为 3D 模
型, 其以局部坐标系描述物体的空间位置, 包含了物
体间的绝对空间关系. 该场所模型由于面向机器设
计 (如物体位置以平移变量表达), 造成模型本身不
利于人机交互. Vasudevan 等[72−74] 系统地研究了
基于朴素贝叶斯分类器 (Naive Bayesian classifier,
NBC) 构建概念模型、实现室内场所感知的方法 (效
果见图 6). Vasudevan 等[73] 主要提出 4 种方法, 其
中, 方法 M1、M2 和 M3 仅考虑了场所中的物品,

图6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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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M4 在 M3 的基础上考虑了物品间的关系 (距
离关系), 其方法可处理开放式场所. Vasudevan 等
的工作有如下不足: 1) 所用概念模型缺乏定性的、
符号的、结构化的、直接的概念表达能力, 而这种
能力在人机交互及共享概念时非常重要. 2) 概念模
型不易通过人机交互来学习或修改. 3) M4 方法考
虑空间关系时, 直接在高层概念模型中使用底层度
量数据, 模型变得复杂且物理意义和语义不甚清楚.
4) M4 方法考虑的物品间关系不够丰富, 且定量关
系描述本身不利于人机交互; 5) 相关方法未考虑以
显式形式标示场所概念对应空间区域. 最近, Klenk
等[75] 提出一种 “上下文依赖的空间区域 (Contextdependent spatial region)”, 作者利用物体实例间
的定性空间关系 (拓扑和位置关系) 描述, 采用类比
(Analogy) 方法, 并借助于锚点 (Anchor point) 实
现敞开式场所感知并进行了区域标注. 文献 [75−76]
分别以仿真和实验验证所提方法, 仅限于对 “教室
前部” 这类场所进行感知, 由于相关技术尚不完善,
造成机器人感知结果与人类感知结果不完全吻合.
另外, Klenk 的方法基于机器人全局坐标系给出谓
词 “LeftOf” 和 “below” 的内在结构定义, 从用户
角度看这些谓词并不符合日常习惯, 会造成人机交
互困难. Ruiz-Sarmiento 等[77] 利用 CRF 模型实现
房间内物体和房间类型的联合分类, 算法性能在由
RGB-D 数据构成的 NYU2 数据库上 进 行 了 测 试,

基于 NBC 的场所感知效果[73]

The place perception effect based on NBC[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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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达到约 70 %. Chen 等[78] 基于 RGB-D 图
像, 提出一种全局优化框架, 将分割、空间支撑关系
推理、多物体识别和场景分类统一起来, 实现对场景
的较全面理解.
上述方法以 “物品” 为场所感知基础 (基本单
位), 在直觉上与人类对环境的认识相吻合, 因此, 此
类方法能够提供更多类人的语义信息, 相关研究势
必将作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而持续得到关注.

4 用户指导实现场所感知
此类方法中, 用户能够利用自身知识、直观地
教会机器人认识所处环境, 大大增加机器人使用便
利性和趣味性, 同时便于扩充知识库. 相关研究主
题通常被称为 “人类扩展建图 (Human augmented
mapping, HAM)”[79] . Spexard 等[80] 在移动机器人
平台上将视觉定位和人机对话技术整合, 使得用户
能够通过对话系统在线为机器人习得的新位置赋予
场所标签. Diosi 等[81] 提出一种新型建图方法, 其
利用用户与机器人的交互过程生成带有场所标签的
地图, 该方法主要分为两个过程, 首先, 在地图构建
过程中由用户指定机器人当前位置的语义标签; 然
后, 在这些标签的引导下, 完成对栅格地图的语义分
割, 从而识别出完整的房间. Milford 等[82] 指出用
RatSLAM 这种非笛卡尔建图方法获得的环境表达
由于缺乏类人的空间概念, 而不能实现有效的人机
交互. 针对该不足之处, Milford 等提出使用一种老
师 − 学生范式 (Teacher-student paradigm), 教会
机器人识别不同室内场所. Booij 等[79] 提出一种主
动人机交互技术, 以此来解决 HAM 系统中的两个
重要问题 — 标签缺失问题 (人类在建图过程中不会
对路过的所有房间提供标签) 和环境表达不一致问
题 (人与机器人对环境的表达不完全一致). NietoGranda 等[83] 基于高斯模型提出一种利用人类指导
从语义上划分度量地图的方法, 作者将得到的地图
成功用于导航任务. Topp 等[84] 立足于 HAM 这一
概念, 研究人类如何向机器人展示自己熟知的环境,
进而证实作者提出的用于服务机器人的一般性环境
模型的正确性. Gemignani 等[85] 利用 RGB-D 传感
器进行激光点检测和物体分割, 设计了一种能够通
过人机交互在线增量构建环境表示的原型系统 (实
例见图 7). 同时, Gemignani 等在文献 [86] 中, 对
所提出的交互式语义建图方法进行了实验评价.
上述方法中, 人类用户实际上起到在线提供场
所语义标签和修正机器人感知结果的作用, 本质上
仍然需要寻求某种合理的场所信息描述和处理机制,
使得在机器人内部尽可能形成与人类一致的环境表
达, 进而使得被赋予的场所标签具有与人相容的含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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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场所感知方法
除上述三个主要方面外, 一些其他研究同样值
得关注. 有研究人员从理论框架角度研究室内场所
感知问题, 如: Pronobis 等[9] 给出一种场所感知理
论框架. Luperto 等[87] 从一般意义上研究室内场所
分类问题, 提出一种考虑环境因素和标签因素的泛
化框架.
Sheng 等[88] 利用目前逐步普及的可穿戴传感
器捕捉用户行为, 关联推理直接得到相应家具类型
(示意图见图 8). 未来, 基于其方法可以间接获取到
场所语义信息.

Fig. 7

图 7 人机交互获取环境知识[85]
Surrounding knowledge obtaining based on
human-robot interaction[85]

图 8 根据运动传感器推理家具类型[88]
Fig. 8 Furniture type inferring based on
motion sensors[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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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研究人员尝试综合多种不同类型感知线索
来实现对场所的感知, 如: MartinezGomez 等[89] 充
分利用 RGB-D 传感器信息, 将 2D 图像特征 (Pyramid histogram of orientated gradients, PHOG) 与
3D 特征 (基于 NARF (Normal aligned radial feature) 的特征) 相结合, 并利用图像序列的时间连续
性实现场所分类.

6 目前存在问题与未来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 机器人室内场所感知研究业已引起
众多研究人员的兴趣, 源于机器视觉、机器人学、机
器学习、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领域的
大量新成果、新技术和新方法被用于这项研究. 尽管
如此, 由于该领域研究仍处在发展初期, 大量开放性
问题仍尚待发现和解决. 下面各节在讨论研究领域
目前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给出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

6.1 复杂场所感知
总体上, 已有研究工作中目标场所复杂性不足,
距实际情况仍有一定距离. 主要表现在: 目标场所
的形式还较为简单, 布局较为规整, 场所区域间分割
清晰, 场所训练和识别过程中环境保持静态不变等.
随着社会发展, 室内居住环境中众多场所的形
态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现代人崇尚自由、追求个性、
多元化审美、反对拘束、提倡人性化等生活理念反
映到居室布局上, 因而出现更加复杂的室内场所环
境. 例如: 一些功能性居室不再受物理隔断的约束而
呈现一定开放性; 起居环境中物品摆放更加随意、无
规则. 这种生活理念的盛行, 直接加剧了环境结构、
特征的多样性, 对机器人的场所认知能力提出了新
的挑战: 稳定特征的提取和鲁棒分类都变得更加困
难, “语义 − 区域” 的对应性和模糊性更加难以确定
等.
作者前期工作[90−91] 尝试从开放式场所这类较
为复杂的场所对象入手, 提出以抽象场所概念原型
来描述场所, 以一种类人方式评价测试环境与场所
概念原型的相似程度, 实现场所语义和区域感知. 不
足之处在于所考虑的物体种类比较单一, 还需要研
究多类物体混杂情况.

6.2 深化感知结果内涵
目前, 现有场所感知算法普遍侧重于获得场所
的语义标签, 对场所区域的界定通常也只限于利用
物理边界. 除此之外, 对场所概念其他内涵的感知研
究较为少见. 根据前述场所概念的描述性定义, 这显
然不足以适应更一般的机器人应用任务.
早期研究中, Mozos 等[92] 的多层次整合系统提
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可在不同层面上描述并感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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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但仍无法在各层面上生成场所的符号性描述. 需
要进一步研究、发掘不同层面上场所的显式符号及
谓词描述结构, 用于交互或语义回溯. 未来需要解决
场所对应区域的自适应标注问题, 特别是考虑语义
模糊性后的标注问题. 总之, 对环境场所实现包括空
间属性、语义内涵、关联语义等在内的深层内涵捕
捉，理解场所的深层语义信息, 使机器人实现对场所
的类人的全面感知与理解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6.3 抽象概念迁移与未知类别感知
目前研究中, 尽管各种方法可以处理测试集与
训练集间的差异性, 但是这种差异性离实际情况仍
比较远. 一些方法仅能处理有限数量的同质场所
(Homogeneous places[87] ), 相关算法的泛化性能远
达不到 “有限训练, 处处感知” 的要求. 这种现象说
明现有方法的训练过程事实上仍不能捕捉到场所概
念的本质, 仅停留在表观数据模式分类或者浅层概
念学习阶段, 难以将已习得概念迁移到对新见场所
环境的感知中. 未来需要研究具有概念级泛化性能
的方法.
室内场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造成实际环境中可
能出现先验知识中没有的场所类型, 目前大部分基
于分类的方法只能将未知环境划分到已知类 (默认
满足闭集假设[48] ), 对未知环境中未知类的有效发现
和概念建立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前述文献 [42] 给出
的解决方法为未知场所检测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
另外, HAM 领域研究内容也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
有效途径.
抽象概念迁移能力和未知类别感知能力是机器
人场所感知技术走向实用的两个关键问题, 前者是
对已知场所概念的充分理解与泛化, 后者是对未知
场所概念的发现与主动感知.

6.4 多信息融合
由于单信息源对环境的观察角度单一, 有局限
性, 不足以应对场所复杂性, 一些研究已经开始采取
多类型、多模态、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来解决场
所感知问题. 例如: 文献 [11] 融合激光传感器和视
觉传感器信息实现场所分类; 文献 [51] 尽管仅使用
了激光雷达, 但是对其提供的深度和反射两种模态
信息进行处理融合. 虽然已有大量研究人员投入这
方面研究, 但目前研究工作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一
些基本问题尚待解决, 如: 仍不能有效确定对常见室
内场所完备的信息模态集合、信息有效融合机理不
甚明确等. 未来重点要解决多信息下有效互补信息
的提取和利用、适用于场所感知的新模态信息发现、
融合技术/策略研究、信息互补模态的确定等问题.
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 该领域研究将有可能带来适
应丰富场所类型的、可靠的场所感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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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新感知线索研究
传统研究范式下, 常规机器人传感器能够提供
的与场所感知有关的线索仍然有限. 然而, 一方面,
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 新型传感器不断涌现, 如各种
可穿戴传感器 (头盔、腕带等), 这些传感器可能提
供服务于场所感知任务的新线索, 文献 [88] 的工作
便是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另一方面, 在一
些新的理论观点影响下, 传统机器人传感器同样可
能提供新的场所感知线索, 例如: 文献 [32] 中, 尽管
仍以常见的 RGB-D 传感器作为环境信息采集设备,
但受人脑生物特性启发而设计的三维空间特征向量
含有丰富场景信息, 作者将其作为一种新感知线索
实现对场所的感知. 文献 [93] 能够获得室内场景框
架，能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获取场所语义值得进一
步研究. 上述两方面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新线索
的发现有助于机器人实现对复杂、多义场所的全面、
深层次感知与理解.

6.6 以人类为中心的场所感知方法
已有方法所采用的感知机制以及概念模型均面
向机器, 这种 “以机器处理为中心” 的研究方式尽管
为有关算法的实现带来了便捷性, 但造成难以在机
器人内部形成类人的场所语义结构和内涵, 导致从
语义层面与用户直接交互信息发生困难, 同时造成
有关方法的环境适应性较差. 为此, 需要开发 “以人
类为中心” 的感知机制以及概念模型, 这样不仅有
助于语义层人机交互, 而且有助于在真实语义层面
完成其他相关任务, 并维持良好环境适应性.
一个可行思路是求助于近年在认知心理学、脑
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等认知学科领域的新研究成
果, 从自然人的认知机理出发, 寻求解决途径. 文
献 [90−91] 在这方面做了初步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
为短期内权衡底层生物认知机理模拟计算的复杂
性、认知模型优异拟人性和应用需求迫切性三者间
的关系, 生物学启发的认知架构[94] (Biologically inspired cognitive architectures, BICA) 范式可能是
目前可以遵循的较为合理的研究范式. 在此范式上,
可直接借鉴 “类脑” 机器人[95] 、“类脑” 智能[96] 的相
关研究成果, 用于解决场所感知问题. 未来, 还需要
建立能够全面涵盖一般性场所感知问题的认知理论
框架, 以此指导和完善具体技术的发展.

6.7 场所感知中的先进学习机制
欲使机器人习得人类的场所概念, 绝大多数方
法需要依赖先进机器学习算法.
目前, 大多数主流机器学习算法均能在机器
人场所感知领域觅得踪迹, 例如: AdaBoost 集成
学习[17] 、SVM[21] 、概率图模型学习[20] 、半监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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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20, 56] 、无监督学习[35] 、贝叶斯推理[73] 、神经网
络[48] 等. 这其中, 占据主导地位的学习算法是 SVM
和基于概率的方法. 尽管这些主流机器学习算法能
够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出众的感知性能, 但机器人的
环境认知行为仍与自然人有较大差距, 感知系统的
性能和表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人员的精心设计
和调校, 其问题根源在于主流学习算法的运行机制
仍不 “像” 自然人. 近年随着认知学科的发展, 这
种情况有望逐步改善. 根植于认知学科的迁移学
习[46] 、深度学习[27, 53] 、类比学习[75] 等学习方法在
该领域已崭露头角, 虽然起步时间尚短, 但为解决领
域问题带来新的思路, 相关研究有望很大程度上改
善现存局面, 必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
另外, 随着目标场所复杂性的增加和感知内容
的丰富, 感知系统机制和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 感知
系统中仅使用单一学习方法的方式在未来将不能满
足场所感知的需要, 多种学习方法的有机结合将逐
渐成为主流. 文献 [58] 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它使
用最近邻分类器标注图像, 在此基础上考虑空时一
致性, 利用 HMM 来完成整个序列的标注.

6.8 基准评价数据库及评价体系建立
现有场所感知方法面向的感知对象形式不尽相
同, 所使用的传感器种类繁多, 搭载的机器人平台也
各式各样, 这些情况使得难以构造统一基准数据库
对有关方法进行评价. 目前, 尚无基准数据库能够满
足所有场所感知方法的实现要求, 进而无法开展一
般性评价研究. 为全面客观评价感知方法的性能, 建
立包含多元环境信息的标准场所感知数据库将具有
重要意义.
未来, 建立统一的场所感知基准评价数据库, 除
需满足一般数据库建立条件, 还需要考虑如下因素:
1) 覆盖多种类、多表现形式、多布局情况的室
内场所.
2) 基准机器人平台上可扩展任意传感器配置.
例如: 搭载和扩充不同类型传感器、同类别不同型号
传感器, 并且同类别同型号传感器的配置数量和安
装位置可以按照感知方法的需要调整.
3) 基准平台可以精确复现数据采集时的运动过
程. 使机器人在不同传感器配置下均能以一致行为
采集数据, 有助于在相同行为下比较感知过程性能.
4) 考虑应用场景, 定义多个标准化运行状态.
使得可在多种运行状态下比较感知方法性能. 标准
化运行状态如: 自由遍历、规定路线、拟人行进等.
5) 保持采集数据的信息完备性. 保存传感器数
据帧的同时, 需要保存帧对应时间戳、机器人位姿、
传感器参数等信息.
6) 确立数据库建立标准, 建立开放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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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界各地的室内场所不尽相同, 并且室内环境
布局也在逐步发展变化, 有必要研究数据库构建标
准, 使各地研究人员可以根据标准扩充数据库, 丰富
数据库涵盖范围.
基准评价数据库上, 还需要建立一套标准评价
体系. 除了传统面向机器的评价指标外 (如: 识别率、
召回率等), 还需要确定一系列面向用户的评价指标,
如: 感知结果可接受率、感知行为拟人程度评分、直
观语义种数等.

6.9 应用研究
目前, 基于场所感知结果的实际应用研究仍较
少. 主要原因在于: 一方面, 场所感知方法研究仍处
于发展阶段尚未成熟; 另一方面, 整合场所语义的机
器人应用系统较为复杂, 高层语义层与底层度量、拓
扑层次的整合还存在困难. 作为一种为用户提供直
接环境语义、辅助机器人实现类人行为的前沿技术,
场所感知方法的应用研究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未来可能的一些应用研究包括: 研究应用场所
感知技术实现机器人的社会性交互行为, 使之在不
同场所中采取恰当行为; 研究场所语义支持下传统
机器人任务的语义辅助实现, 如: 语义定位、语义导
航等, 文献 [50] 在最近给出了一种语义导航研究的
实例; 研究场所语义辅助下的语义交互、语义关联任
务、物体搜寻等相关应用问题.
另外, 场所感知研究的有关成果不仅能够用于
构建更加智能的机器人, 而且可扩展应用于一些生
活辅助设备和系统, 如: 智能拐杖、助盲系统等，为
用户提供场所感知服务, 满足与场所有关的辅助任
务的需要, 最终为用户提供便利. 这些扩展领域的应
用研究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最后, 由于包含高层场所语义的应用系统结构
复杂、模块众多, 为保证系统功能实时实现, 各模块
计算资源的优化组合与实时计算问题需要进一步研
究.

7 总结
为使机器人实现类人的场所语义理解行为, 众
多场所感知方法从不同侧面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对
该研究领域中一些基本概念进行阐述和辨析的基础
上, 本文以场所感知线索类型为划分依据, 主要综述
了三大类方法, 包括: 基于环境布局几何信息的方
法、基于环境布局视觉信息的方法、基于用户指导
信息的方法, 其中各类方法又根据所用信息特点细
分为若干子类. 阐述了各方法对场所感知问题的解
决思路和工作原理, 并指出各类方法的特点和局限
性. 最后, 分析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未来研究方
向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未来, 场所感知研究的有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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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仅能够用于构建更加智能、易于交互、与人自
然和谐相处的机器人, 而且可扩展应用于一些生活
辅助设备和系统, 为用户提供场所感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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