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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pute�Unified�Device�Architecture�is�a�mature�parallel�computing�architecture,�which�can�significantly�accelerate�the�per-

formance� of� the� computation� intensive� algorithm.� The� algorithm� of� the� mobile� robot�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

based�on�the�filtering�probability�model,�resampling�algorithm�has�high�computational�density.�After�analyzing�the�parallelization�of�the�

systematic� resampling� algorithm,�we� redesign� it� for� the� purpose� of� parallelization.� Finally,� the� FastSLAM� algorithm� is� built� based� on�

CUDA.�The�feasibility�of�the�proposed�method�is�demonstrated�by�simulation�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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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机器人在未知环境下自主定位和建图是机器人主

动探知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通常将他描述为 SLAM（Simul-

taneous�Localization�and�Mapping，同步定位与地图构建）问题。

在未知环境中移动机器人通过传感器获得环境实时数据，在

运动模型和观测模型下，实时估计机器人的运动姿态以及环

境状态构建环境地图，最终实现定位导航的功能。Brian�Clipp�

等提出使用立体相机作为传感器的实时实现并行视觉

SLAM。Songmin�Jia等提出了一种基于 OpenMP 的并行粒子滤

波 SLAM。 改文提出了一种多线程粒子滤波技术使得滤波计

算时间和 SLAM 执行时间缩短。 该种方法在保证精度的情况

下使得 PF-SLAM 可以顺利执行。 Bastien�Vincke 等提出了在

嵌入系统里面使用 OMAP 多核心架构和 SIMD 技术优化，加

速 EKF-SLAM，用以达到提到定位质量的目标。 Jonathan�Piat

等提出使用 FPGA 设计加速矩阵乘法实现 3D�EKF�SLAM 加

速。Montemerlo和 Thrun 等人提出的 FastSLAM 具有算法复杂

度低、更新维数低、便于实现等优点正被广泛研究。 本文在深

入研究 FastSLAM 的基础上结合 CUDA 技术， 主要针对路径

估计过程中的重采样阶段，重新设计抽样规则，打破原来的

数据依赖关系。 并对新的抽样规则的可行性进行了证明。 实

验结果表明基于 CUDA 的 FastSLAM 可以大幅度提高计算效

率。

2�CUDA 技术

CUDA 是英伟达公司推出的一款通用并行计算架构，它

摘 要：统一计算设备架构（CUDA）是一个成熟的并行计算架构，对于计算密集的算法可以显著提高其计算性能；而在基于

滤波概率模型的下的移动机器人同步定位与地图构建（SLAM）当中，重采样算法的计算密度高。 在分析了系统重采样算法的并行

化可行性后，进行可行性的改造，使其满足并行特点。最终对 FastSLAM 过程构建基于 CUDA的加速算法。仿真实验证明提出方法

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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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使 GPU 很好的解决计算密集型问题。 在使用 CUDA 的

平台下，CPU 与 GPU 可以更加合理的分配计算资源。 使得更

擅长数据高速缓存和流处理的 CPU 从计算量大的图形计算

中解放出来，让 GPU 来处理。

一个 CUDA 程序通常由主机程序和内核函数 (kernel)两

个部分组成。 主机程序在 CPU 端执行的代码，包括 kernel 启

动前的准备工作、数据初始化、kernel 之间的数据交换等串行

代码。 Kernel 是在 GPU 端执行的代码，是一个可并行执行的

计算任务。

CUDA 程序的执行过程是 CPU/GPU 协同处理的异构模

式，它采用以 CPU 作为主机端，GPU 作为设备端。 在系统中

可以存在一个主机和多个设备共同工作。 其中 CPU 和 GPU

之间的工作划分非常明确，逻辑性强的和串行程度高的交给

CPU 处理，而可以高度线程化的并行任务则交给了 GPU。 整

个 CUDA 程序的程序编写模型就是以串行和并行交织的处

理形式处理的，当出现并行任务的时候，主机端通过调用一

个 kernel 函数将任务交给设备端处理。 最理想的并行环境

下，主机端的串行代码的工作仅仅是清理上一个完成的 ker-

nel 函数和调用下一个 kernel 函数。 CUDA 的执行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CPU/GPU 协同计算模型

一个 kernel 函数映射到 GPU 上后, 称为一个网格(Grid)。

每个 Grid由一个或多个线程块(block)组成,每个 block 都有一

个块号（blockIdx),用以唯一识别一个线程块。 而每个 block又

是由一个或多个线程组成,每个线程都有线程号(threadIdx),用

以唯一识别一个线程。 每个线程可以根据 blockIdx 和 threa-

dIdx 来访问一定范围内的共享内存、显存,包括和其他线程进

行通信。 这样的线程组织形式,使得程序员对各种域(向量、矩

阵、空间)中数据的划分变得直观。

3�FastSLAM 算法的实现

3.1�SLAM的概率描述

大量的历史研究显示，SLAM 问题使用基于概率的马尔

科夫链描述最佳。定义在 t 时刻机器人的位姿为 S

t

，当机器人

在平面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它的运动模型描述如下：

（1）

其中，S

t

是一个控制 U

t

和前一时刻位姿 S

t-1

的条件概率。

在定位环境中，机器人通过感知路标来完成。 机器人通

过路标获得环境的距离和方位，路标 θ，以及他相对于环境

的局部坐标系。 t 时刻的观测值用 Z

t

表示，机器人一次可以感

知多个个路标。 当一个时刻观测到多个路标的时候可以进行

序列化推导。 则观测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2）

其中， 是一个路标集合，θ

i

是平面上

的一个点， 是在 t 时刻路标的一个索引。

图 2 表示机器人的 SLAM 过程

图 2：SLAM 问题： 机器人从位姿 S

1

经过一些列的控制

U

1

,…,U

n

。机器人边运动边观察路标。在 t=1 时，可以观察到路

标 θ

1

， 观测值用 Z

1

表示， 在时间 t=3 时再次观察到 θ

1

。

SLAM 问题是一个通过控制 U 和 Z 观测来估计机器人路径

和路标位置的过程。 其中阴影部分表示条件依赖关系。

一般情况下，SLAM 问题是考虑在定位路标 θ， 机器人

在观测值 Z

t

=Z

1

,…,Z

t

和控制量 U

t

=U

1

,…,U

t

下的位姿 S

t

。 以概

率形式表述为 ， 其中我们用上标 t 用于表示

从时间 1到时间 t 的变量集合。 如果对应路标已知，SLAM 问

题可以简单的描述为：

（3）

3.2�FastSLAM算法实现

FastSLAM 实现需要做如下假定：

机器人路径 S

t

和路标对应量 n

t

的情况下所有路标可以

进行独立估计；

K 个路标的距离和方位也已经测得。

因此方程（3）可以分解为如下方程：

（4）

实际上这相当于 K+1 个估计问题，一个机器人路径估计

S

t

，与 K 个在路径估计条件下的路标估计问题。

在 FastSLAM 算法中使用改进的粒子滤波进行路径估

计 。 使用 EKF（Extended�Kalman�Filter�扩展

卡尔曼滤波）实现路标位置估计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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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标使用不同的滤波。 对 M 个粒子和 K 个路标总共有

K×M 个 EKF，每个粒子两个维度。 下面详述：

.粒子滤波路径估计

在每个时间点， 这两个算法保证粒子集 S

t

表示后验概

率 。 每个粒子 表示机器人路径的

一个估计:

（5）

上标

[m]

表示集合中第 m 的粒子。

S

t

是通过 t-1 时刻的集合 S

t-1

、 控制量 U

t

和观测量 Z

t

计

算得到的。 首先使用 S

t-1

中的每个粒子估计 t时刻位姿如下：

（6）

通过采样概率运动模型得到。 然后添加到一个临时的粒

子集合中，同时获得路径 S

t-1,[m]

。 假定 S

t-1

集合中的粒子分布服

从 ，新粒子分布服从

。 这个分布通常称为粒子滤波的建议分布。

以这种方式生成 M 个粒子后， 新集合 S

t

是从临时粒子

集中采样得到。 每个粒子 S

t,[m]

使用一个权重函数W

t

[m]

表示，我

们可以称它为接受函数。 其计算方法如下：

（7）

在这个方法下得到的重采样集 S

t

近似目标位姿后验概

率 ， 当粒子数量 M 趋于无穷大的时候这个

近似是正确的。 我们注意到，在生成 S

t

时仅用到机器人最近

位姿 进行估计。 因此在更新粒子的时候可以忽略其他时

间序列粒子位姿。

路标位置估计

FastSLAM 算法中所有的路径的后验概率和路标位置可

以使用如下样本集表示:

��������������������� ��������������������������������������������������（8）

其中 和 表示第 m 个粒子的第 k 个路标的高斯

均值和协方差。 在平面机器人定位场景中，每个均值 是

一个二维向量， 是一个 2×2 矩阵。 第 k 个路标的后验

位姿 θ

k

容易获得。他的计算取决于在 t时刻 n

t

=k 是否成立。

如果 n

t

=k，我们可以得到

（9）

如果，我们就仅仅留下高斯不变：

（10）

FastSLAM 算法使用 EKF（扩展卡尔曼滤波） 更新方程

（9）。 在 线 性 高 斯 观 测 模 型 下 ， 非 线 性 运 动 模

型， 依然是高斯分布。

计算权重

在粒子滤波中的权重计算如下：

（11）

在这里我们假定分布 是一个均匀分布。

EKF 详细使用线性化模型近似观测模型 和

高斯后验估计 。 最终公式在封闭高斯线性条件下容

易计算出结果。

4 基于 CUDA 的 FastSLAM 算法

4.1�重采样算法描述

由于机器人路径粒子不是采样于真实路径的，因此每个

粒子使用重要性权重以示区别。 新的粒子集是从粒子集权重

序列中进行重采样获得的。 故而，重采样对于反映粒子真实

路径很有用。

在粒子滤波算法中重采样过程是一个计算量大的过程。

虽然在机器人 FastSLAM 过程中重采样只是路基估计很小的

一部分，在整个 SLAM 过程所占时间要小很多。 但从公式（4）

中可以看出，路标的估计必须在路径估计完成的前提下才能

完成。 路标的估计中有在整个计算过程有个 EKF 过程。 因此

研究重采样的加速对于提高整体的速度也是很有意义的。 算

法 1.为一般系统重采样算法。

算法 1��系统重采样

1:�输入

一列样本 和对应的权重 .

2:�输出

新的样本列 和对应的权重 .

3:�Draw���������������������������//u是一个均匀随机数

4:����������������������//��������是权重 的累计和.

5:�for��k=2�to��N��do

6:�������������������������������������//�累积和

7:�end�for

8:�j=1������//�从第一个元素开始

9:�for�k=1�to�N�do

10:���

11:���whil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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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j+1����

13:����end�while

14:����

15:����

16:�end�for

4.2 可并行化分析及改进

由于在算法 1 中的 11~13 步存在数据依赖，是系统重采

样不可并行的主要原因。 为了实现并行，我们在新的算法中

对重采样的规则重新设计，打破原有数据依赖限制，使得加

速成为可能。 具体设计与分析如下：

均匀随机数使用 CURAND 库中的 curandGenerateUnifor-

mDouble 函数进行生成；

使用 exclusive�scan 算法取代累计和在一列有 n 数据

，exclusive�scan 最终得到

。算法分为上扫描(up-sweep,算法 2中的

4-8行)和下扫描（down-sweep,算法二中 9-16 行）。

该算法用去 2×log

2

（n）步去扫描 x。上扫描阶段对 x 进行

约简，在第 次迭代时，活跃的线程只

有第 i-1 时的一半，相加元素为 2

i

个。 下扫描阶段是与上扫

描阶段的逆过程类似，但不完全相同。 在第 i 次迭代的时候，

有 2

i

个线程活跃，相加元素距离为 n/（2

i+1

）。 元素的移动也是

由活动的线程来完成的。 更加详细的 CUDA 技术细节参考文

献[7,8]。 上下扫描算法见图 3。

对于系统重采样的规则，设计了左右边界；具体定义如下：

（12）

（13）

当 l≤r 重采样，否则不进行任何操作。

在此， 我们对新的重采样规则的可并行性进行简要证

明。 不难发现，即是要证明：

；

。

条件是否成立。

证明 1：

证明 2：

其中 。

得证。

具体的并行重采样算法流程图参见图 5；

算法 2��并行系统重采样

1:输入

一列样本 和对应的权重 .

2:输出

新的样本列 和对应的权重 .

3:Draw��������������������������in�parallel������//u是均匀随机数

4:�for�d:=0�to�log

2

（N）-1�do���//�上扫描算法

5:���for�k�from�0�to�N-1�by�2

d+1

�in�parallel�do

6:���

7:���end�for

8:�end�for

9:���������������������//�下扫描算法

10:�for�log

2

（N）-1��to�d:=0��do

11:���for�k�from�0�to�N-1�by�2

d+1

�in�parallel�do

12:�����

13:�����

14:�����

15:���end�for

16:�end�for

17:�for�k=1�to�N�by�1�in�parallel�do

18:�����������������������������������������//�左边界

19:���������������������������������������������������//�右边界

20:����for�j=l�to�r�do�������//�l≤r 重采样，否则不

21:�������

22:�������

23:����end�for

24:�end�for

图 3��上扫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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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扫描阶段

图 4：并行独立扫描算法

图 5�并行系统重采样算法

5�模拟实验及分析

5.1�实验对象与实验环境

我们主要对 FastSLAM�1.0控制粒子数目，针对存粹 CPU

和有 GPU 加速下的运算速度进行对比。 并进行了相应的效

率分析。

本实验硬件环境为：GPU 为 NVIDIA�GeForce�GTX�960，

显存为 1GB，CUDA 计算核心个数为 1024，CPU 为 Intel�Core�

i5�3470，内存 8GB，主频为 3.9GHz。 软件环境为：Ubuntu�

15.04�X86_64 系统下安装 CUDA�7.5。 编译环境为：gcc�4.9.2，

CMake3.0.2。 数学库依赖：C++ 标准库 Boost�1.55.0、线性代数

库 Eigen�3.1.4；CPU 效率分析：Gperftools�2.1（X86_64系统还

需要安装 libunwind-1.1）。 GPU 效率分析工具为 CUDA 自带

工具 nvprof 进行分析。 具体GPU与CPU的对比如表 4.1所示：

表 4.1

5.2�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 6结果显示在，FastSLAM�1.0在随着路径估计阶段粒

子数目的增大，算法执行的时间相应成正比的关系。 其中 x

轴表示的是粒子的数目，y 轴表示的是执行时间。 当粒子数

目越大时 FastSLAM 执行的时间与 FastSLAM_CUDA 相差也

越来越大。

图 6：FastSLAM 与 FastSLAM_CUDA 执行时间

图 7展示的是 FastSLAM 与 FastSLAM_CUDA 之间的加

速比例，随着粒子数的增大越来越大，当趋于 8倍多的时候

开始回弹，但是始终是处于 8倍以上。

图 7：FastSLAM 与 FastSLAM_CUDA 的加速比

GPU

GPU 型号 GeForce�GTX�960

GPU 最大时钟频率 1.28�GHz

内存时钟频率 3505�MHz

CUDA 计算核心数 1024

显存大小 2�G

全局内存 4�G

每个块中共享内存 49152�bytes

CPU

CPU 型号 Intel�Core�i5�3470

时钟频率 3.19GB

核心数 2

内存 8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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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实施步骤

场景一实施步骤

批发部职员吴明参照销售订单生成退货单：打开“退货

单” 窗口 -> 参照销售订单生成退货单 -> 编辑退货单 -> 保

存并退出。

销售部主管黄海审核退货单：打开“退货单”窗口 -> 查

询并审核退货单 -> 退出。

场景二实施步骤

仓库部主管李江审核红字出库单：打开“销售出库单”窗

口 -> 查询并审核红字销售出库单 -> 退出。

场景三实施步骤

批发部职员吴明参照生成红字销售专用发票并现结：打

开红字的“销售专用发票”窗口 -> 参照退货单生成红字销售

专用发票 -> 根据业务需求编辑销售专用发票 -> 保存销售

专用发票 -> 现结销售专用发票 -> 退出。

销售部主管黄海复核销售专用发票：打开红字“销售专

用发票”窗口 -> 查询并复核红字销售专用发票 -> 退出。

场景四实施步骤

财务部主管黄林进行现结的应收审核：在应收款管理系

统中，打开“单据处理”窗口 -> 审核应收单据 --> 退出。

财务部会计刘晶进行红字销售发票的现结制单：在应收

款管理系统中，打开“制单”窗口 -> 打开“填制凭证”窗口 ->

编辑并保存红字销售专用发票的应收凭证 -> 退出。

财务部会计刘晶进行销售出库记账： 在存货核算系统

中，打开“未记账单据一览表”窗口 -> 出库记账 -> 记账。

财务部会计刘晶进行出库制单： 在存货核算系统中，打

开“生成凭证”窗口 -> 打开“选择单据”窗口 -> 打开“填制凭

证”窗口 -> 编辑并保存存货凭证 -> 退出。

4 结束语

基于场景式的 ERP 供应链课程实践教学主要环节有业

务概述与分析，业务场景再现，学生分析案例或任务，对业务

场景中运用方法和技能进行讨论， 最后形成共识并进行总

结。 场景式实践教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关键是课前的精心

准备和学生积极性参与，教师应在场景式实践教学中创造轻

松活泼的教学环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进来，这样既能保证

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又能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从而适应未来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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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改进型的系统重采样算法可以打破原有的数

据依赖，实现并行计算。 实验在基于 CUDA 下的 GPU 实现

的。 最终结果显示 FastSLAM_CUDA 执行时间优于

FastSLAM。 当粒子数目很大的时候新的算法可以比原算法

提高至少 8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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