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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机器人系统中引入人脑智能，是提高机器人认知、决策等能力的有效手段。 针对脑－机器人

控制存在着人脑疲劳、需要多个导联的信息等问题，提出了一种结合同步定位与地图构建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ＬＡＭ）的脑机协同导航方法。 通过基于 ３ 个导联的稳态视觉

诱发电位，实现人脑感兴趣目标区域图像的选取，并结合 ＳＬＡＭ 和人工势场方法，完成脑机协同导航

任务。 测试结果表明，基于稳态视觉诱发电位的目标区域图像选取方法，平均正确率为 ９４．１７％，证明

３ 个导联选取目标区域图像是有效的。 在此基础上，测试结合 ＳＬＡＭ 的脑机协同导航方法，结果表明

导航任务完成率为 ９２．５％。 所提方法缓解人脑疲劳的同时，降低了脑电采集的硬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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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基于 ＳＬＡＭ 的自主导航技术在机器人、自
主导航车、无人机等智能装置中得到广泛应用［１⁃２］，
但该技术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如智能算法无法应对

复杂环境变化、突发情况难以正确处理等，许多研究

人员尝试将人脑引入智能装置中来解决这些问题。
脑－机接口（ｂｒａ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ＣＩ）技术旨在

建立一条不依赖于大脑外围神经与肌肉组织的输出

通道，实现人脑直接与外部设备通讯的功能［３］。
ＢＣＩ 技术在智能轮椅、机器人等［４⁃６］领域有着广泛的

应用。 针对基于 ＳＬＡＭ 的自主导航技术所存在的问

题，国内外曾有研究者尝试过将 ＳＬＡＭ 技术与 ＢＣＩ
技术相结合。 Ｌｉｕ 等［７］ 提出了一种基于脑－机器人

接口结合 ＳＬＡＭ 的控制策略，通过人工势场的方法

与脑电信号（ｅｌｅｃｔｒｏ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ｇｒａｍ，ＥＥＧ）相结合，建
立起 ＥＥＧ 强度与势场强度之间的关系。 其中脑电

信号识别精度可以达到 ９１％，所提出的脑电－人工

势场方法，可以获得在非结构化环境中规划无障碍

轨迹的运动命令。 Ｌｉ 等［８］ 采用基于左右手的运动

想象作为脑遥操作系统的输入，设计了基于深度学

习的 ＳＬＡＭ。 基于运动想象的平均脑电识别正确率

可以达到 ７１．７２％，在走廊环境下的一系列实验证明

了该系统的可行性。 Ｌｉ 等［９］ 提出了一种人机共享

的轮椅导航控制策略，采用脑机共享控制模式和自

主控制模式。 自主控制模式下，使用基于角度的势

场和基于视觉 ＳＬＡＭ 的综合方法来指导机器人在障

碍物中的导航；共享控制模式下，脑电识别正确率可

达 ８５％，保证被试完成控制任务。
以上研究者们将 ＳＬＡＭ 技术与 ＢＣＩ 技术进行结

合，解决了部分问题的同时又引入新的问题。 上述

研究都是通过 ＢＣＩ 直接控制移动机器人执行复杂运

动，所以脑－机器人系统的控制需要大量脑电信息，
进而对于导联的数量要求较高，常见的导联数目有

３２ 导及 ６４ 导，这不便于日常携带和使用。 目前许

多基于 ＢＣＩ 的技术都是将人脑作为完成任务的主要

部分，这就导致人脑在整个任务过程中负荷大，易造

成人脑疲劳，降低脑机系统有效性。 脑机协同

（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ＣＣ）可以有效地解决

上述问题。 ＢＣＣ 是脑科学与机器相互结合共同处

理问题的方式，指的是人脑与计算机相互协同，密切

协作，共同处理各种复杂问题［１０］，ＢＣＣ 是一种全新

的人机协作方式。 其中，计算机主要负责数据处理

等任务量较大的工作，人脑主要负责计算机难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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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工作，如选择、决策、评价、认知等。 ＢＣＣ 技术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通过 ＢＣＩ 技术与不同的计算

机技术进行结合，可以改进现有的许多计算机应用

技术。

１　 脑机协同导航思路与研究内容

在真实环境中，ＳＬＡＭ 指无人车等智能装置在

移动过程中通过自身搭载的传感器精确估计自身位

姿的同时，估计真实环境并创建环境地图的过程。
目前 ＳＬＡＭ 技术与 ＢＣＩ 技术的结合方式多是从主动

的脑控出发，即通过大脑控制机器人在非结构环境

下进行同步定位与地图构建或者执行其他复杂任

务。 在整个任务过程中，人脑需要承担大部分工作

量，导致操作人员负担较大，极易产生疲劳、注意力

分散，任务完成率较低。 同时由于所执行的任务比

较复杂，需要的脑电信息量更多，对于 ＥＥＧ 采集要

求更高，不便于日常的使用与推广。 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结合 ＳＬＡＭ 的脑机协同导航方法，
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与人脑智能各自的优势。 通过视

频反馈叠加刺激技术，获取非结构环境信息，人脑自

主选择感兴趣的目标区域图像，使用合适的机器学

习算 法 解 码 ＥＥＧ， 提 取 目 标 区 域 图 像 的 ＯＲＢ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ｅｄ ＢＲＩＥＦ）特征点与 ＯＲＢ⁃
ＳＬＡＭ 地图中的特征点匹配，将特征点的质心作为

目标点。 目标点坐标传入人工势场，对机器人产生

引力，控制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下执行导航任务。
机器人主要负责目标区域图像处理、周围环境信息

感知、非结构环境下动态避障等计算量较大的任务。
因为人脑在整个过程中任务量比较小，所需要的脑

电信息量较少、操作时间短，所以通过脑机协同的方

法，不仅降低操作人员的操作难度，还有效地缓解操

作人员的疲劳程度，降低 ＥＥＧ 采集的要求。
１．１　 结合 ＳＬＡＭ 的脑机协同导航方法

结合 ＳＬＡＭ 的脑机协同导航主要包括 ４ 个部

分：环境感知与反馈、人脑目标区域选择、脑电信息

处理、机器人自主导航。 如图 １ 所示，具体实现方法

是将机器人置于非结构环境中，遥操作控制机器人

对于非结构环境进行三维地图构建。 地图构建完成

后，机器人平台的摄像头采集周围环境信息，将采集

到的环境图像信息经由无线路由器发送到远程计算

机，通过在实时图像上叠加刺激块并反馈给操作人

员。 将采集到的 ＥＥＧ 数据经无线网络发送至计算

机，由计算机进行预处理、特征提取和目标分类，选
择出相应的目标区域图像经由无线网络发送到机器

人平台上。 图像特征点与 ＳＬＡＭ 地图的特征点进行

匹配，获取导航目标点坐标后在人工势场中形成引

力作用，障碍物对机器人产生斥力的作用，在合力的

作用下共同控制机器人运动。

图 １　 结合 ＳＬＡＭ 的脑机协同导航示意图

１．２　 脑机协同导航构成

完成脑机协同导航任务需要 １ 名系统操作员、
１ 台高性能计算机、１ 个载有 Ｋｉｎｅｃｔ 深度相机传感器

和摄像头传感器的小强机器人、１ 套 ＥＥＧ 采集仪

器、无线路由器和中继路由器。 它们通过无线网络

连接到一起，组成局域网进行数据交换。 整个系统

结构如图 ２ 所示，该系统主要包括脑－机接口模块、
无线传输模块、自主导航模块与刺激显示模块。 脑
－机接口模块主要由 １ 套博瑞康 ６４ 导无线脑电采集

装置、中继路由器以及计算机组成，负责 ＥＥＧ 的采

集与信号处理。 无线传输模块主要由无线路由器组

成，负责数据的接收与发送。 自主导航模块主要是

由小强机器人平台构成，负责目标点确定、自主定

位、地图构建、自主导航等任务。 显示刺激模块由

１ 台远程上位机组成，负责诱发 ＥＥＧ 和环境信息展

示。 脑机协同导航的各个模块之间的连接通过无线

传输模块来实现。 自主导航模块与无线传输模块之

间的信息交换为双向通道，传输的数据是实时环境

信息、动态障碍物信息及脑电解码信息；脑－机接口

模块与无线传输模块之间采用单向通道，ＥＥＧ 从脑

电采集模块的中继路由器发送到远程上位机处理；
远程上位机通过 ＳＳＨ 协议访问机器人的 ＩＰ 地址，
用于开启机器人 ＵＳＢ 摄像头和深度相机等设备。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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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脑机协同导航的整体架构

２　 脑机协同导航方法实现

２．１　 基于稳态视觉诱发电位的脑机接口

稳态视觉诱发电位 （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ｅｖｏｋ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ＳＳＶＥＰ）是一种由稳定频率闪烁视觉刺激

所诱发的具有与刺激频率相同和更高次谐波频率成

分的 ＥＥＧ 稳态响应，主要出现于大脑皮层枕区。 基

于 ＳＳＶＥＰ 的 ＢＣＩ（ＳＳＶＥＰ⁃ＢＣＩ）系统具有更高的信息

传输速率，相应的系统和实验设计也更加简便。 同

时 ＳＳＶＥＰ⁃ＢＣＩ 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在游戏、文字拼

写、机器人运动控制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 虽然

ＳＳＶＥＰ⁃ＢＣＩ 可以轻松诱发脑电信号，但是需要操作

人员长时间注视屏幕，容易引发视觉疲劳。 本文拟

采用脑机协同的方式来缓解 ＳＳＶＥＰ⁃ＢＣＩ 所带来的

人脑疲劳问题。
２．２　 基于 ＳＳＶＥＰ 的目标区域图像选取方法

传统的脑－机器人直接控制技术，需要大量的

导联才能够获取足够多的 ＥＥＧ，以满足控制的需

求。 但是大量的导联限制了日常使用，不利于 ＢＣＩ
的应用推广。 脑机协同的方法相较于传统脑控技

术，人脑的任务量较小且对于脑电信息需求量较少，
为减少导联的数目提供了可行性。

如图 ３ 所示，本研究采用 ３ 个导联的 ＳＳＶＥＰ 目

标区域图像选取的方法。 机器人摄像头获取环境信

息通过无线模块传输到显示界面，在视频界面添加

相应的 ＬＣＤ 闪烁块，闪烁频率分别设置为 １２．４，１６，
１７．８，２０ Ｈｚ，由这些闪烁块以及环境信息构成 ＬＣＤ
视觉刺激界面。 使用脑电放大采集装置采集操作人

员 Ｏ１，Ｏ２，ＯＺ 导联的 ＥＥＧ，这里之所以选择三导联

通道为 Ｏ１，Ｏ２，ＯＺ，是因为闪烁块所诱发的 ＳＳＶＥＰ
信号出现于大脑皮层枕区，当操作人员注视着特定

频率闪烁的模块时，提取其枕区的 ＥＥＧ，即对 Ｏ１，
Ｏ２，ＯＺ 导联进行频谱分析，就会发现 ＥＥＧ 在特定频

率及倍频处会有明显的波峰。 对于所采集的脑电信

号，通过无线模块传输到数据处理单元，进行脑电信

号分析与处理。 使用相应的机器学习算法进行特征

提取和分类，最终根据分类结果判断操作人员所选

择的目标区域图像。

图 ３　 基于 ＳＳＶＥＰ 的目标区域图像选取示意图

２．３　 脑电信号处理

ＥＥＧ 具有较好的时间分辨率，但微弱的信号强

度极容易受各种噪声信号的干扰，因此必须对采集

的 ＥＥＧ 进行预处理，提高 ＥＥＧ 的可用性。 同时为

正确解码操作人员的意图，需要对所采集的 ＥＥＧ 进

行特征提取和分类，最终输出相应的指令结果，处理

过程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基于典型相关分析的 ＳＳＶＥＰ 信号处理框图

２．３．１　 脑电信号预处理

ＳＳＶＥＰ 信号具有比较明显的频域特征，在进行

稳态视觉诱发时选择的刺激频域大多为低频，所以

需要对高频噪声进行滤除。 本文通过滤波处理工频

噪声，为此设计了 ５０ Ｈｚ 陷波器来滤除工频噪声干

扰。 经过陷波器处理的 ＥＥＧ，需要根据 ＳＳＶＥＰ 所设

置的频率，设计相应的带通滤波器。 本文所选的 ４
个闪烁频率为 １２． ４，１６，１７． ８，２０ Ｈｚ，所以对原始

ＥＥＧ 信号进行 ５～３０ Ｈｚ 的带通滤波。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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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脑电信号特征提取与分类

经过预处理之后的 ＥＥＧ 利用典型相关分析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ＣＡ）算法进行特征

提取和分类。 ＣＣＡ 是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通过

计算 ２ 个数据组中各变量的线性组合，求出相关度

最具有代表性的线性变量组合，并利用 ２ 个线性组

合间的相关度来反映 ２ 组信号的相关性。 将 ＣＣＡ
算法应用在 ＳＳＶＥＰ 特征提取中，就是将原始的 ＥＥＧ
和特定频率的正余弦信号及倍频信号求典型相关

度，得到的相关度即为特征信息。 例如提取频率为

ｆｉ 的特征，可将相关的参考序列 Ｓｉ 设置为

Ｓｉ ＝

ｓｉｎ（２πｆｉ ｔ）
ｃｏｓ（２πｆｉ ｔ）
　 　 ︙
ｓｉｎ（２πＨｆｉ ｔ）
ｃｏｓ（２πＨｆｉ ｔ）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Ｔ

， ｔ ＝ １
Ｆｓ

， ２
Ｆｓ

，…，Ｎ
Ｆｓ

，ｉ ＝ １，…，Ｋ

（１）
式中： Ｎ是原始 ＥＥＧ的长度；Ｆｓ 为 ＥＥＧ的采样率；Ｋ
为 ＣＣＡ 算法的待分类模式数，待求模式可表示为

ｆｔａｒｇｅｔ ＝ ｍａｘ
ｆｉ

ρ（ ｆｉ），　 ｆｉ ＝ ｆ１，ｆ２，…，ｆｋ （２）

式中， ρ（ ｆｉ） 为 ＥＥＧ 信号与参考信号 Ｓｉ 的典型相关

系数。 由此得到 ４ 类 ＥＥＧ 的相关性系数，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ＳＳＶＥＰ 信号特征分布图

２．４　 目标区域图像处理

目标区域图像选择后如何进行目标区域导航至

关重要。 图像的特征点由关键点和描述子表达，单
词（ｗｏｒｄ）是由某一类特征的特征点构成；由所有的

单词构成字典（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构建字典后对于给定任

意特征，只要在字典中使用汉明距离逐层查找，就可

以找到与之对应的单词。 在机器人使用 ＯＲＢ⁃ＳＬＡＭ

建立稀疏地图的过程中，对所有特征点使用 ｋ⁃
ｍｅａｎｓ 聚类方法，将其分成若干类，每一类即表示为

１ 个单词。 由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所构成的类别数量不能

太少，否则会产生误匹配问题，但是数量过大会带来

查找效率问题。 由于单词数量过多需要提高查找效

率，视觉词袋模型一般使用树结构进行存储。 本文

所采用的方法是 Ｋ 叉树，设置树的深度为 ｄ，则可以

构成 Ｋｄ 个单词，建立的树形结构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树形结构存储词袋

在离线生成 Ｋ 叉树字典后，通过 ３ 个导联的

ＳＳＶＥＰ 选取目标区域图像，将图像中的每个特征点

都从根节点往下遍历，根据汉明距离一直遍历到叶

子节点，就可以找到位于叶子节点的图像单词。 将

目标区域图像中的每个特征点与 ＳＬＡＭ 地图中的特

征点匹配后换算成 ＳＬＡＭ 地图中的三维坐标，取这

些特征点的质心为目标点坐标。 最后将目标点坐标

传入导航系统进行路径规划并驱动机器人前进。
２．５　 真实环境构建

为测试结合 ＳＬＡＭ 的脑机协同导航方法，首先

需要对真实的非结构化环境进行建模，以获取环境

相应的信息。 利用 ＯＲＢ⁃ＳＬＡＭ 算法对实验场景进

行三维地图建模，获取三维地图模型特征点稀疏地

图的俯视图，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稀疏特征点图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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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分布全局的点为所建地图中的 ＯＲＢ 特征

点，离散的蓝线为机器人进行非结构环境下建模时

所走过的真实路径，连续的红线为人工规划的可行

走路径。

３　 方法验证和结果分析

３．１　 目标区域图像选取方法验证

为验证基于 ３ 个导联的 ＳＳＶＥＰ 目标区域图像

选取方法的可行性，本文对含图像反馈的 ＳＳＶＥＰ 范

式进行测试，本实验分为训练阶段和测试阶段，训练

阶段主要完成分类器参数优化，测试阶段主要用来

检验分类器和目标区域图像选取方法的性能。
３．１．１　 实验材料

本实验需要用到如下器材：计算机 １ 台、脑电采

集仪器 １ 套、无线路由器 １ 个、小强机器人平台。
３．１．２　 实验步骤

１） 本实验中 ４ 名被试需分别进行 ３ 组实验，共
计 １２ 组实验。 每组实验中需要被试依次注视 ４ 个

频率的闪烁块，每个闪烁块的刺激时间长为 ２ ｍｉｎ，
共计时长 ８ ｍｉｎ。

２） 设置脑电采集放大器采样频率为１ ０００ Ｈｚ，
每名被试采集到的是维度为 ４×３×１２０ ０００ 的脑电数

据，其中“４”代表 ４ 个频率闪烁块，“３”表示进行 ３
组实验，“１２０ ０００”由采样时长乘以采样频率获得。
对脑电数据进行清洗后，每 ０．８ ｓ 截取一个样本数据

片段，则每个被试有 ３ 组样本，每组 ４ 个频率各 １５０
个样本数据片段，共计 ６００ 个样本数据片段。

３） 在训练阶段，对采集的脑电数据进行预处

理、ＣＣＡ 算法特征提取及分类，通过样本数据训练

得到脑电信号分类器的参数，训练出性能较高的分

类器。
４） 在测试阶段，要求每位被试按照实验操作人

员提示，选择 ４ 个 ＬＣＤ 闪烁模块中的 １ 个进行注

视，并记录相应的顺序。 使用之前训练好的分类器，
完成 ３０ 个分类结果后结束实验。
３．１．３　 实验结果分析

严格执行上述实验步骤，统计 ４ 名被试获得如

下实验结果，并予以分析。
由表 １ 可得 ４ 名被试选择的导联为 Ｏ１，Ｏ２，ＯＺ，

各自进行了 ３０ 次实验。 被试 １ 在 ４ 名被试中表现

较差，准确率最低。 在 ３０ 次分类实验中，正确分类

的次数为 ２７ 次，准确率为 ９０．００％；被试 ２、被试 ３ 表

现最好，准确率最高。 在 ３０ 次分类实验中，正确的

分类次数达到 ２９ 次，准确率高达 ９６．７０％。 总体来

说 ４ 名被试平均正确率为 ９４．１７％，目标区域图像分

类正确率高。 实验证明对 ３ 个导联的 ＳＳＶＥＰ 进行

特征提取与分类是可用的，这为接下来进行测试结

合 ＳＬＡＭ 进行脑机协同导航奠定基础。
表 １　 三导联 ＳＳＶＥＰ 目标选择实验结果

被试号 导联选择
实验

次数

正确分

类次数
正确率

１ Ｏ１，Ｏ２，ＯＺ ３０ ２７ ０．９００

２ Ｏ１，Ｏ２，ＯＺ ３０ ２９ ０．９６７

３ Ｏ１，Ｏ２，ＯＺ ３０ ２９ ０．９６７

４ Ｏ１，Ｏ２，ＯＺ ３０ ２８ ０．９３３

３．２　 结合 ＳＬＡＭ 的脑机协同导航方法测试

本研究根据脑机协同导航方法，设计了机器人

导航任务。 操作人员操作结合 ＳＬＡＭ 脑机协同导航

的机器人，驱动机器人在地图中进行指定区域测试。
测试人员随机选择目标区域，机器人到达指定区域

即视为任务完成。
３．２．１　 测试步骤

１） 在测试任务开始前，需将具体任务以及详细

的操作提前告知操作人员，操作人员熟悉系统后正

式开始测试。
２） 等待所有设备准备完毕后，操作人员观看移

动机器人回传的车载实时图像以及图像中闪烁的

ＬＣＤ 模块，诱发其产生 ＳＳＶＥＰ 信号。
３） 测试过程中操作人员不能直接看到移动机

器人行走状态，只能看到刺激显示模块显示的实时

视频。
４） 将图像与 ＯＲＢ⁃ＳＬＡＭ 所构建的地图进行匹

配确定目标点的坐标，并利用人工势场法对非结构

环境进行路径规划，实现脑－机器人的协同导航。
３．２．２　 评价指标

通过任务完成率、任务平均完成时间、目标选择

时间 ３ 条技术指标，对结合 ＳＬＡＭ 的脑机协同导航

方法性能进行评估。
１） 任务完成率

在结合 ＳＬＡＭ 的脑机协同导航任务中，若机器

人导航到达预定目标区域，则称为执行正确；若移动

机器人未导航到达预定目标区域，为执行错误。 定

义结合 ＳＬＡＭ 的脑机协同导航任务完成率为任务完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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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次数 ／总任务次数。
２） 任务平均完成时间

每次执行任务时都记录下从任务开始到任务结

束的时间，计算全部任务的执行时间 ／总任务次数即

为 １ 次任务的平均完成时间。
３） 目标选择时间

每次任务都记录下通过 ＳＳＶＥＰ 闪烁模块选择

目标区域图像时间，实验结束后计算全部任务的目

标选择时间 ／总任务次数即为 １ 次任务进行目标选

择所需的平均时间。
３．２．３　 实验结果分析

如表 ２ 所示，根据实验统计，在总共 ４０ 次的测

试中，辅助人员随机指定地图中的目标区域作为测

试任务，操作人员通过注视 ＳＳＶＥＰ 诱发模块选择导

航目标区域图像，将目标区域图像传递给机器人进

行协同导航。 操作人员成功完成任务 ３７ 次，平均每

次任务完成时间为 １．８ ｍｉｎ，任务完成率为 ９２．５％，
总控制时间为 ７２ ｍｉｎ。 所用导联数目从 ６４ 全导联

减少到 ３ 个导联，降低了系统的硬件要求。 目前脑

－机器人系统需要不断地进行实时控制，长时间的

控制任务容易引起疲劳。 本文所提出的基于 ＳＬＡＭ
的脑机协同导航方法只需要人脑进行目标区域图像

选择，可以有效地降低操作人员的操作负担。 在机

器人导航的过程中操作人员不需要集中精力进行控

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结合 ＳＬＡＭ 的脑机协同导

航方法对于操作人员具有较高的舒适性。
表 ２　 实验测试结果

任务

总次数

任务

完成次数

任务

完成率 ／ ％
平均完成

时间 ／ ｍｉｎ
目标选择

时间 ／ ｓ

４０ ３７ ９２．５ １．８ ≤０．８

４　 结　 论

本文提出的结合 ＳＬＡＭ 的脑机协同导航方法，
通过 ３ 个导联的 ＳＳＶＥＰ 对目标区域图像选取，对选

取后的目标图像进行处理并转换为导航的目标区

域，从而控制基于 ＳＬＡＭ 的机器人完成导航任务。
该方法以人脑选取的目标区域引导机器人自主运

动，实现脑机协同导航，最终评估的测试准确率为

９２．５％，脑控时间长度为 ０．８ ｓ。 这不仅缓解了人脑

疲劳而且降低了脑电采集的硬件要求，后续研究中

可以适当增加人脑任务，比如人脑检测机器人运动

状况等，以提高脑机协同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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