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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的机器人跨平台远程实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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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与智能科学实验室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95号 , 100080)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网络的多层次结构的跨平台远程实时控制框架 , 它由智能与人机交互层 、运动规划

层 、运动控制层和伺服控制层构成 , 并基于该框架完成了一套单机器人远程实时控制系统 , 进行了远程视觉控

制试验。试验表明 ,该控制系统运行稳定 , 实时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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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的国际机器人展览会 ,日本安川公司

展示了基于Window s NT 操作系统和 PC 体系结

构的开放式机器人控制器样机 。同年 ,美国也生

产出了类似结构的通用机器人控制器
[ 1]
。我国

对开放式工业机器人控制器也非常重视 ,并将其

列入国家“863”计划予以资助 。

本文在开放式机器人控制器的基础上 ,研究

了开放式机器人的本地/远程实时控制 ,提高了机

器人控制的可靠性 、快速性和灵活性 ,拓展了机器

人的应用范围。利用开放式机器人的远程实时控

制 ,可以使机器人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 ,如强辐射

环境 ,而操作人员则可以处于较好的工作环境中 ,

获得与现场相当的控制效果。这样 ,可以充分地

发挥操作员和机器人的作用 ,实现恶劣环境中的

精确作业。同时 ,开放式工业机器人远程实时控

制的实现 ,为多机器人的同步控制提供了基础 ,对

于多机器人协调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控制系统构成

1.1　远程实时控制系统框架

本文提出的一种多层次结构的远程实时控制

框架见图 1 。其最上层为智能与人机交互层 ,用

于进行人机交互 、任务规划 、与 CAD系统的联接

以及视觉 、语音等信号的处理
[ 2～ 5]

。该层形成了

机器人运动所需的空间直线 、圆弧的特征参数 ,其

中空间直线只需要起点和终点的位姿参数 ,空间

圆弧只需要起点 、终点和一个中间点的位姿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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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机器人远程实时控制框架

Fig.1　The F rame of Remo te Real_time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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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运动规划层 ,根据空间直线 、圆弧的特征参

数 ,进行在线运动规划 、逆运动学求解 、选出控制

解等 ,形成各关节电机的位置。下一层为运动控

制层 ,给定从运动规划层接收到的关节电机位置 ,

反馈测量到的关节电机的实际位置 ,通过插值和

D/A 转换形成模拟量的速度信号 。该层实现位

置闭环控制。最下层为伺服控制层 ,给定运动控

制层的速度信号 ,反馈以测量到的关节电机的实

际速度 ,由伺服控制与放大器实现速度伺服控制。

　　由于智能与人机交互层对实时性的要求相对

较低 ,而对界面的要求较高 ,所以该层利用Win-

dow s操作系统 ,由一台中央控制协调计算机实

现。运动规划层对实时性要求较高 , 该层利用

Linux 操作系统进行实时控制 。运动控制层采用

多轴运动控制器 ,作为一个功能卡集成到运动规

划层的 PC 机中。由运动规划层 、运动控制层和

伺服控制层构成开放式机器人的本地实时控制

器
[ 6 ,7]

。智能与人机交互层和运动规划层之间通

过局域网进行数据交换 ,从而构成基于网络的跨

平台远程实时控制系统。

中央控制协调计算可以控制多台本地实时控

制器 ,而每台本地实时控制器控制一台工业机器

人的运动 ,工业机器人的状态实时地返回给中央

控制协调计算机 。中央控制协调计算机根据要实

现的任务 、各台工业机器人的当前状态 、操作员输

入的命令与参数等外部输入 ,进行任务规划 ,形成

各台工业机器人运动所需的空间直线 、圆弧的特

征参数 ,从而实现多台工业机器人的运动协调控

制。由于中央控制协调计算机与各台本地实时控

制器的数据交换量很小 ,利用局域网进行通讯的

速度又较快 ,所以图 1 所示系统的远程控制的实

时性能够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 。

1.2　单机远程实时控制系统硬件构成[ 6]

目前 ,笔者利用图 1框架构成了一套单机远

程实时控制系统 ,它由两台工业 PC 、PMAC 多轴

运动控制器 、6个伺服控制器 、Yaskaw a 工业机器

人本体等构成 ,如图 2 所示 。工业 PC1作为智能

与人机交互层 ,采用 Windows操作系统。用于进

行人机交互 、任务规划 、与 CAD系统的联接以及

视觉 、语音等信号的处理 ,形成机器人运动所需的

空间直线 、圆弧的特征参数 ,通过局域网传送给工

业PC2。工业 PC2 采用 Linux 操作系统 ,根据接

收到的空间直线或圆弧的特征参数 ,进行在线运

动规划 ,并对规划出的空间点的位姿进行逆运动

学求解 ,从获得的多个可行解中选出控制解 ,然后

将获得的以关节坐标表示的控制解转化为以光电

码盘的码盘值表示的关节电机位置 , 传送到

PMAC多轴运动控制器 。工业 PC2从 PMAC 多

轴运动控制器接收机器人各个关节的位置信息 ,

从现场传感器接收现场控制信号 ,利用这些信号

对运动规划进行控制 ,同时将其传送给工业 PC1。

PMAC 多轴运动控制器与工业 PC2通过 ISA 总

线相联 ,给定接收到的关节电机位置 ,通过伺服控

制器实现带速度闭环的位置控制 。PMAC 多轴

运动控制器具有很强的运动控制功能 ,其控制周

期约为 40s ,采用 PID控制算法 ,并提供阶式位置

伺服环滤波器 。它具有运动速度设定和加速度限

定 ,对于各次给定的关节电机位置可以实现线性

插值或三次样条插值。因此 ,在该工业机器人的

实时控制系统中 ,将运动控制完全交给 PMAC多

轴运动控制器实现 ,而利用工业 PC2进行关节电

机位置的给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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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单机远程实时控制系统硬件构成

Fig.2　The Hardw are Configuration of Remo tereal_time Control System for Sing le Robot

1.3　控制系统软件

图 2所示的单机远程实时控制系统中 ,伺服

控制层和运动控制层均不需要我们编制软件 。下

面就智能与人机交互层和运动规划层软件予以介

绍。

1.3.1　智能与人机交互层

智能与人机交互层由视觉信息处理模块 、语

音信息处理模块 、人机交互模块 、任务规划模块 、

与 CAD系统的联接模块 、通讯模块等构成。视觉

信息处理模块用于从视觉图像中抽取特征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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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运动所需的空间直线 、圆弧的特征参数。

语音信息处理模块将语音命令 ,如“左移 10cm” 、

“暂停”等 ,转换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字符串。与

CAD系统的联接模块用于将来自 CAD系统的数

据转化为可供任务规划模块使用的数据格式 。人

机交互模块用于接受操作员输入的命令和参数 ,

显示工业机器人的状态 、系统状态等 。任务规划

模块对来自视觉信息处理模块 、语音信息处理模

块 、人机交互模块 、与 CAD系统联接模块的命令

和数据进行分析 、综合 ,规划出工业机器人要实现

的任务 ,形成由一系列的空间直线 、圆弧的特征参

数所组成的任务链表 。通讯模块用于从任务链表

向指定的本地实时控制器发送空间直线 、圆弧的

特征参数 ,从各台本地实时控制器接收各台工业

机器人的当前状态。

视觉信息处理模块以机器人本体的精确位置

和姿态作为参考点 ,利用 CCD 摄像机的图像信

息 ,实现操作对象的精确定位 ,从而为实现快速 、

高精度的视觉伺服提供基础[ 2] 。目前 ,已实现了

二维平面视觉控制 ,利用机器人可以将二维平面

上的任意图形识别出来 ,并由机器人重新绘制出

来。在二维平面视觉控制中 ,对利用图像卡采集

的图像 ,首先要转换成灰度图像 ,进行二值化处

理 ,利用 Sobel算法进行边缘提取 ,然后进行线段

分割 ,提取线段上的各个点 ,经直线拟合或圆弧拟

合 ,获得直线的两个端点或圆弧的三个特征点 。

语音信息处理模块通过滤波 、主特征提取 ,利

用统计方法和模型对语音进行识别和处理 ,实现具

有小词汇量 、连续语音和非特定人特点的语音识

别 ,为实现人机交互(命令输入 、理解)的语音伺服

提供手段。目前 ,已实现特定有限集语音命令的输

入和理解 ,正确率大于 90%。此外 ,对于输入的每

一条语音命令 ,机器人均给出相应的语音回答。

在任务链表中 ,由空间直线 、圆弧的特征参数

构成若干条通讯记录 ,每一条通讯记录分配一个

通讯序列识别号 。本地实时控制器对收到的通讯

记录按照通讯序列识别号的顺序执行 ,以便克服

网络传输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远程控制的实时性主要体现在远程动作命令

的快速响应以及本地实时控制器状态的获取方

面。

1.3.2　运动规划层

运动规划层由笛卡儿空间的直线规划模块 、

笛卡儿空间的圆弧规划 、关节空间规划 、逆运动学

求解 、控制解选取 、PMAC 通讯和 PC1通讯等模

块构成 。PC1通讯模块用于接收智能与人机交互

层发出的空间直线 、圆弧的特征参数 ,将机器人的

状态发送给智能与人机交互层 。根据接收的空间

直线 、圆弧的特征参数 ,按照给定的运动步长 、加

速度和速度 ,由笛卡儿空间的直线 、圆弧规划模块

计算出运动路径上各个点的位姿。计算出一个规

划点的位姿后 ,利用逆运动学求解模块进行逆运

动学求解 ,获得若干组 6 个关节的关节角 θ1 ～

θ6 ,由控制解选取模块从中选出一组作为控制解

用于运动控制。PMAC 通讯模块将获得的以关

节坐标表示的控制解转化为以光电码盘的码盘值

表示的关节电机位置 ,传送到 PMAC多轴运动控

制器 ,并从 PMAC多轴运动控制器读取机器人的

状态 。

一般地 ,通过直角空间运动规划 ,两个规划点

之间各个关节的关节角变化不大 ,可以直接用于

运动控制 。但是 ,对于 Yaskawa 机器人 ,当规划

点在奇异位姿附近时 , θ4 、θ6 变化较大 ,而 θ4+θ6
变化不大 。基于这一特点 ,当 θ4 、θ6 变化较大时 ,

利用关节空间运动规划对其进行插补。

直角空间运动规划和关节空间运动规划 ,采

用抛物线加直线的形式 ,起始段和结束段采用抛

物线 ,中间段采用直线 。逆运动学求解模块利用

投影法求解 θ1 ～ θ3 ,利用解析法求解 θ4 ～ θ6 。将

手部位姿 T 6 投影到 T 5后 ,利用投影法可方便地

获得 4组 θ1 ～ θ3 。对各组 θ1～ θ3 分别利用式(1)

求解获得 θ4 ～ θ6 ,从而获得给定位姿的逆运动学

的所有解。逆运动学求解的具体方法参见文献

[ 6 ,8 ～ 10] :

A
-1
3 A

-1
2 A

-1
1 TA

-1
6 =A4A5 (1)

　　控制解的选取利用下式判据:

J =∑
6

j=1
{Facto r[ j] ·fabs(Theta- L [ j])·

Sig- facto r[ j]} (2)

式中 ,Facto r={5.0 ,4.0 , 2.0 , 1.0 , 1.0 , 1.0},为

关节 1 ～ 6的加权系数;fabs(Theta-L [ j] )为关节

j本次的关节角与上次关节角的差的绝对值;Sig_

factor[ j ]为关节 j的增量符号系数 。当本次的关

节角与上次关节角的差的符号 ,和上次的关节角

与上上次关节角的差的符号相同时 ,该系数取

0.5 ,否则取 1.0。

对各组θ1 ～ θ6 ,分别计算 J ,取 J 最小的一组

解作为控制解。这样选出的控制解 , θ1 ～ θ3变化

较小 ,关节角增量的符号变化少 ,有利于工业机器

人的运动平稳 。

初始化时 , PMAC 通讯模块在工业 PC2 和

PMAC 中分别建立一个通讯缓冲区 ,设立写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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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指针和读缓冲区指针。6个关节的关节电机位

置构成一条记录 ,工业 PC2每产生 1 条记录 ,将

其写入通讯缓冲区 ,同时写缓冲区指针加 1。当

工业 PC2检查到 PMAC 具备接收数据的条件时 ,

从工业 PC2的通讯缓冲区中读取一条记录 ,发送

到PMAC 的通讯缓冲区 ,同时读缓冲区指针加 1。

当写缓冲区指针小于读缓冲区指针 ,且两者之差

为 1时 ,说明通讯缓冲区已存满未发送的记录 ,工

业PC 暂停计算新的关节电机位置 ,等待发送通

讯缓冲区中的记录。如果 PMAC 通讯缓冲区中

已存满未执行的记录 ,则向工业 PC2返回不具备

接收数据条件的信息 。

利用工业 PC2和PMAC 的通讯环形缓冲区 ,

保证了工业 PC2产生的关节电机位置数据能够

安全 、及时地发送到 PMAC ,有效地消除了数据

断档与数据覆盖现象 。

该控制系统的本地控制器的实时性主要体现

在运动规划层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从运动规划 、

逆运动学求解 ,直到形成各关节电机用于控制的位

置给定均在线进行 ,每规划出一步空间位置 ,立即

求解并形成关节电机的位置给定值;②从开始空间

规划到形成关节电机的位置给定值 ,所用时间小于

2ms ,在每次进行规划之前 ,检测是否有需要立即执

行的命令 ,包括键盘输入的命令 、机器人的状态标

志形成的命令 、远程命令等 ,若有这类命令则立即

执行;③在此时还从现场传感器接收现场控制信

号 ,利用这些信号和上述命令对运动规划进行决

策 ,确定运动规划是否需要继续进行。

1.4　控制系统功能

控制系统具有以下功能。

·视觉控制 。将视觉测量 、视觉识别分别作为

开放式机器人控制器的功能模块 ,实现视觉与运

动的有机结合。

·语音控制 。人与机器人可以进行中文普通

话语音交互 ,可以利用语音对机器人进行控制。

机器人对语音命令的识别率大于 90%。

·远程操作 。操作人员可以利用网络在千里

之外灵活操作机器人 。

·位置伺服 。通过位置闭环 ,机器人具有很高

的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优于 1/10 000。

·图形示教 。可以利用图形对机器人进行示

教 ,也可以将照片 、CAD 图形以及图表等作为机

器人的数据源 ,使得机器人获得任务信息的途径

多样化。

人机友好协作共同完成复杂任务。机器人的

优势在于高精度地完成动作 ,操作员的优势在于

具有任何机器不能具有的智能 。通过人与机器人

的友好协作 ,可以高效 、高精度地完成复杂的任

务。

2　试验结果

PMAC 多轴运动控制器设置为三次样条插

值 ,65ms执行一条记录。笔者对本文的远程实时

控制系统进行了二维平面的视觉控制试验 ,试验

结果见图 3 。在该试验中 ,对提取到的线段上的

各个点 ,进行了直线拟合 ,获得每条直线的两个端

点的参数 。机器人写字时 ,先移动到直线的起点 ,

落笔 ,画线 。若直线连续 ,不抬笔移动到下一条直

线的末端点 ,实现画线 。若直线不连续 ,先抬笔 ,

移动到下一条直线的首端点 ,落笔 ,再移动到下一

条直线的末端点。图 3(a)是挂在墙上被识别的

字 ,它被作为图形对待 ,由 CCD摄像机获取图像

后 ,经智能与人机交互层处理 ,每获得一段直线或

圆弧的特征参数 ,立即传送到本地实时控制器 ,控

制机器人在桌子上写字。机器人写字时按照识别

出的线段顺序进行。图 3(b)是机器人在远程视

觉控制下正在桌子上写字 ,图 3(c)是机器人写完

的字 。该试验实现了对工业机器人的远程实时控

制 ,而且试验过程中系统运行稳定 、可靠 。

(a)　被识别的字　　　　　　(b)　视觉控制下正在写字　　　　　　(c)　机器人写完的字

图 3　机器人二维平面视觉远程控制试验结果

F ig.3　Experiment Results of Remo te 2D Visual Control for a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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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语

1)采用多层次结构 ,可以将机器人实现的复

杂任务分解为若干简单任务。

2)通讯的数据交换量很小 ,而利用局域网进

行通讯的速度又较高 ,能够保证远程控制具有较

高的实时性。

3)具有良好的开放性 ,可以方便地加入新的

软 、硬件模块 ,为更高层次的机器人智能控制奠定

了基础。

4)可以提高机器人对环境的适应性 ,扩大其

应用范围。利用远程实时控制 ,可以使机器人工

作于恶劣的环境下 ,而操作人员则可以处在较好

的工作环境中 ,获得与处在现场同样的控制效果。

这样 ,可以充分发挥操作员和机器人的作用 ,实现

恶劣环境中的精确作业。

5)利用局域网实现了跨平台实时控制 。人机

交互采用Windows平台 ,界面友好。本地控制器采

用 Linux 平台 ,有利于提高运动控制的实时性。

6)本文提出的跨平台远程实时控制系统为

多机器人的同步控制提供了基础 ,对于多机器人

协调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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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local netw ork wi th multi_level hierarchy , this paper presents a cross_plat-

form remo te real_time control system frame ,which consists of intelligence and human_machine in-

terface level , motion planning level , motion control level and servo control level.The last three lev-

els form local real_time open robo t cont roller.The f irst level can connect many local cont rollers

through local network.Human_machine interface w orks in Windows for convenience and the local

cont roller runs in Linux for good ability in real time.Based on the f rame , a cross_plat form remote

real_time control sy stem fo r single robot is realized.Remote vision control experiment is done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y stem w orks stably in real time.

Key words:robot;remote real_time control;vision control;cross_platfo rm;motion planning online

About the first author:XUDe , associate professor , Ph.D , post_doctoral fellow.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robot control, intelligence con-

t rol , etc.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20 papers.

E_mail:xude@compsys.ia.ac.cn

252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