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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基于PyQt的机械臂运行控制系统

(57)摘要

一种基于PyQt的机械臂运行控制系统，主要

包括人机交互界面模块、上位机主控模块、仿真

与控制模块、轨迹优化模块、USB转串口模块。该

控制系统是基于PyQt友好的GUI编程框架搭建的

机械臂控制系统，可完成机械臂的基本操作，仿

真与在线示教，多参数实时显示等功能，用户在

Windows操作系统上下载并安装该控制系统的上

位机软件，通过USB转串口模块实时获取机械臂

运动的相关参数，对其量化处理后发送给轨迹优

化模块，该模块根据正逆运动学公式和笛卡尔轨

迹规划算法优化运行轨迹，仿真与控制模块根据

优化的运行轨迹完成仿真功能，人机交互界面模

块给用户提供各类控制按钮和机械臂参数显示。

本发明大幅度扩展了机械臂控制器的功能，同时

提高了控制器的人机交互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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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PyQt的机械臂运行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括人机交互模块，上位机主控模块，仿真与控制模块，轨迹优化模块，USB转串口模

块；人机交互模块发送控制指令给上位机主控模块，传输操作人员的控制指令，上位机主控

模块根据控制指令，发送仿真参数给仿真与控制模块，同时发送关节角度参数给轨迹优化

模块；实际机械臂工作台通过USB转串口模块，接受来自上位机主控模块的控制指令，最终

完成机械臂的运行控制；

1)人机交互模块，接受来自操作人员点击的系统启动信号后，分别激活上位机主控模

块，仿真与控制模块，轨迹优化模块，USB转串口模块；操作人员在人机交互模块上点击各模

块的任务命令，发送不同类型的控制指令给上位机主控模块；同时人机交互模块接受来自

上位机主控模块的机械臂运行相关参数，并进行实时显示，完成人机交互功能；

2)上位机主控模块，对各种数据、参数和指令进行解析、处理、调度和收发；上位机主控

模块接受来自USB转串口模块的机械臂关节角度参数，末端执行器速度，加速度参数，通过

网络通信的方式接受来自仿真与控制模块加工处理过的实际机械臂控制指令字符串，接受

来自轨迹优化模块优化完成的各关节角度参数，接受来自人机交互模块传输的操作人员控

制指令；上位机主控模块根据系统运行顺序，把人机交互模块发送的控制指令解析后发送

给轨迹优化模块，接受轨迹优化模块优化后的机械臂各关节角参数，通过网络通信的方式，

把优化的机械臂各关节角参数发送给仿真与控制模块，根据上位机主控模块的逻辑控制

器，接受来自仿真与控制模块的控制指令；最后上位机主控模块把从仿真与控制模块接受

的控制指令，使用仿真与控制模块的后置处理器程序，转化为机械臂实际可执行代码，发送

可执行代码给USB转串口模块；

3)仿真与控制模块，接受来自上位机主控模块的仿真参数，并把仿真参数转化为PyQt

语言，依托PyQt强大的Python内核，直接调用RoboDK动态函数库，把仿真参数转化为控制机

械臂3D模型仿真运行的执行代码；同时仿真与控制模块接受上位机主控模块的机械臂示教

参数，并把该机械臂示教参数实时对应到仿真与控制模块的机械臂3D模型中各运动关节

上，实现仿真示教并记录仿真运行轨迹的离散点坐标，把坐标参数以字符串的形式存储起

来，并把该字符串输入到机械臂对应的D-H参数模型中，得到对应的实际机械臂运行轨迹参

数列表，通过仿真与控制模块中的后置处理器软件，自动生成实际机械臂运行控制指令；最

后，通过网络通信方式把机械臂运行控制指令发送给上位机主控模块；

4)轨迹优化模块，接受来自上位机主控模块的机械臂各关节角参数数组，结合当前所

使用的机械臂型号的机构参数，使用D-H参数建模方法建立机械臂各关节的基坐标系，利用

正运动学公式求解末端执行器在世界坐标系下的位姿参数，进而求出整条示教轨迹；再对

示教轨迹使用笛卡尔轨迹规划算法进行轨迹优化；考虑到实际机械臂运行的离散特性，该

轨迹优化模块对优化完的轨迹进行逆运动学计算，得出执行优化后的示教轨迹所对应的关

节角参数数组；最终发送关节角参数数组给上位机主控模块；

5)USB转串口模块，用于连接实际机械臂工作台和上位机主控模块，完成两者的信息交

互，同时保证数据的实时传输；USB转串口模块将电脑PC端USB接口转化为通用串口，实现上

位机主控模块和机械臂控制器之间的信息双向通信；USB转串口模块接受机械臂控制台上

关节角度传感器的角度参数，计算后的末端执行器位置，速度，加速度信息，同时接受上位

机主控模块发送的机械臂运行控制指令；含有校验计算功能单元，对发送端数据进行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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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校验，对接收端数据进行逐字节相对校验；通过USB转串口模块，发送包含校验码的机械

臂运行状态参数字符串给上位机主控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PyQt的机械臂运行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仿真与

控制模块在完成仿真与在线示教功能的基础上，对仿真轨迹进行优化，同时根据实际机器

人结构参数的不同进行校准；在仿真运行时，包含碰撞与工作空间检测，保证机械臂仿真的

合理性和真实性；同时，能把仿真结果输出为HTML格式的仿真动画输出给用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PyQt的机械臂运行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轨迹优

化模块从上位机主控模块接受机械臂的关节角参数数组，结合正逆运动学求解和笛卡尔轨

迹规划算法来优化运行和示教轨迹，再将优化后的关节角参数数组发送给仿真与控制模块

进行仿真与复现操作，正运动学求解运动轨迹的具体方式如下：

3.1)首先对工作机械臂构建其D-H参数模型，把各连杆运动分解为相对参考坐标系的

转动和平移运动，对每个杆件沿关节轴建立一个关节坐标系，用以下四个参数来描述杆件：

(1)连杆长度ai：关节轴i和关节轴i+1之间公垂线的长度；

(2)连杆转角αi：作一个与两关节轴之间的公垂线垂直的平面，将关节轴i和关节轴i+1

投影到该平面，在平面内轴i按右手法则绕ai转向轴i+1，其转角即为连杆转角；

(3)连杆偏距di：公垂线ai-1与关节轴i的交点到公垂线ai与关节轴i+1的交点的有向距

离长度；

(4)关节角θi：ai-1的延长线与ai之间绕关节轴i旋转所形成的夹角，即采集得到的示教

机械臂关节角度；

3.2)以基座坐标系作为T0坐标系，设 表示i关节坐标系相对i-1关节坐标系的位置和

姿态，则：

其中，sθi＝sinθi，cθi＝cosθi，sαi＝sinαi，cαi＝cosαi；

3.3)对于多轴机械臂，获得机械臂末端执行器位姿相对固定参考坐标系的变换矩阵，

即机械臂末端位置点坐标的变换矩阵：

其中， 表示机械臂末端执行器相对于基坐标系的变换矩阵；

3.4)求得每组角度参数获取时刻的机械臂末端执行器位姿相对于固定参考坐标系的

变换矩阵后，即可得到每组角度参数获取时刻机械臂末端执行器位姿相对于固定参考坐标

系的坐标点组成的离散运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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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yQt的机械臂运行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机械臂运行控制系统，尤其是一种基于PyQt的机械臂运行，仿真，

在线示教的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机械臂是基于电工电子、机械结构、软件控制等多方面技术设计的多自由度

运动装置。上世纪六十年代，首台工业机械臂在美国问世，此后工业机械臂得到了迅速发

展，在工业领域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位置。在搬运、喷漆、焊接、装配等作业中使用自动化工

业机械臂取代人工操作，不仅能降低成本还能提高工作效率。随着传感技术、人工智能以及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工业机械臂正在向其他领域迈进。

[0003] 依托工业机械臂技术的不断发展，用于工业机械臂的控制系统应运而生，传统的

工业机械臂控制系统根据各工业机械臂生产厂家的不同而不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各厂

家控制器之间的兼容性较差，尤其是对示教器的兼容。

[0004] 示教器作为机械臂的人机交互终端，可以对机械臂进行动作控制。机械臂的示教

过程是：首先，手动控制机械臂运动到某个固定位置，机械臂将当前的位置信息反馈给示教

器，示教器将机械臂的这一运动编写成程序指令；然后，重复上述过程，完成机械臂的整套

动作和程序指令编写；最后自动运行编写好的程序指令，机械臂就会重复再现之前的运动。

示教过程包括机械臂的运动控制和示教程序编写两部分。另外，示教器还可以查看并修改

机械臂的各类参数、数字输入输出信号以及报警信号等。

[0005] 传统的工业机器人控制与示教系统多采用控制器控制和APP上位机控制。控制器

对于机器人进行示教，需要操作者具备专业的机器人操作技能，不同厂家执照的控制器规

格不同，操作培训周期也就不同，控制器一旦损坏后很难维修。APP上位机控制器功能不强，

其上位机开发语言的扩展性与兼容性不强，对不同机械臂控制的适应性不佳。同时，这类控

制器很难加入仿真模块，也很少考虑机械臂实际运行时的轨迹优化等问题。

[0006] 目前，针对工业机械臂控制系统的设计主要集中在控制器和示教盒功能优化等方

面；针对PC端的工业控制系统设计和示教轨迹优化，运动轨迹仿真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杨晶

等提出的一种基于Android的机器人示教软件设计与实现(杨晶.基于Android的机器人示

教软件设计与实现[D].华中科技大学,2015.)，开发了一款新的机器人示教软件，但未考虑

机器人仿真和轨迹规划以及后期功能扩展和多品类机械臂兼容性等问题；陈恳,任书楠,王

国磊,谢颖,刘志,杨向东,程建辉,于乾坤,吴丹,宋立滨,付成龙,徐静,刘莉,杨东超等提出

的工业机器人示教系统(陈恳,任书楠,王国磊,谢颖,刘志,杨向东,程建辉,于乾坤,吴丹,

宋立滨,付成龙,徐静,刘莉,杨东超.工业机器人示教系统[P].北京：CN104700705A,2015-

06-10.)，提出了一种操作较优的机械臂示教系统，但依旧使用的是示教盒，对其他机械臂

控制器兼容性较差，同时对机械臂的控制操作不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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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提供了一种基于PyQt的机械臂运行控制系

统。

[0008] 首先该系统具有较优的人性化操作界面，让不同的用户都能够方便地进行运行和

示教等过程的操作，并显示各种控制参数和运行数据供用户直观监视整个控制过程；其次

该系统引入了笛卡尔轨迹规划方法，提高了轨迹的平滑性；同时根据机械臂示教运动时的

关节角参数实现机械臂运动的实时仿真；最后该系统可以完成对机械臂的基本运动控制，

在线示教操作，同步仿真等功能。

[0009] 本发明为解决现有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10] 所述的基于PyQt的机械臂运动控制系统分别包括人机交互模块，上位机主控模

块，仿真与控制模块，轨迹优化模块，USB转串口模块；人机交互模块发送控制指令给上位机

主控模块，传输技术人员的操作指令，上位机主控模块根据控制命令，发送仿真参数给仿真

与控制模块，同时发送关节角度参数给轨迹优化模块；实际机械臂工作台通过USB转串口模

块，接受来自上位机主控模块的操作指令，最终完成机械臂的运行控制。

[0011] 1)人机交互模块，是一个具有良好人机交互性的用户操作和监测模块；人机交互

模块接受来自操作人员点击的系统启动信号后，分别激活上位机主控模块，仿真与控制模

块，轨迹优化模块，USB转串口模块；操作人员在人机交互模块上点击各模块的任务命令，发

送不同类型的控制命令给上位机主控模块；同时人机交互模块接受来自上位机主控模块的

机械臂运行相关参数，并进行实时显示，完成人机交互功能。

[0012] 2)上位机主控模块，是该系统的通信中枢和控制中枢，对各种数据、参数和指令进

行解析、处理、调度和收发；上位机主控模块接受来自USB转串口模块的机械臂关节角度参

数，末端执行器速度，加速度参数，通过网络通信的方式接受来自仿真与控制模块加工处理

过的实际机械臂控制指令字符串，接受来自轨迹优化模块优化完成的各关节角度参数，接

受来自人机交互模块传输的操作人员控制指令；上位机主控模块根据系统运行顺序，把人

机交互模块发送的控制指令解析后发送给轨迹优化模块，接受轨迹优化模块优化后的机械

臂各关节角参数，通过网络通信的方式，把优化的机械臂各关节角参数发送给仿真与控制

模块，根据上位机主控模块的逻辑控制器，接受来自仿真与控制模块的控制指令；最后上位

机主控模块把从仿真与控制模块接受的控制命令，使用仿真与控制模块的后置处理器程

序，转化为机械臂实际可执行代码，发送可执行代码给USB转串口模块。

[0013] 3)仿真与控制模块，是该控制系统的扩展功能之一，其接受来自上位机主控模块

的仿真参数，并把仿真参数转化为PyQt语言，依托PyQt强大的Python内核，直接调用RoboDK

动态函数库，可以把仿真运行参数转化为控制机械臂3D模型仿真运行的执行代码；同时仿

真与控制模块接受上位机主控模块的机械臂示教参数，并把该参数实时对应到仿真与控制

模块的机械臂3D模型中各运动关节上，实现仿真示教并记录仿真运行轨迹的离散点坐标，

把坐标参数以字符串的形式存储起来，并把该字符串输入到机械臂对应的D-H参数模型中，

得到对应的实际机械臂运行轨迹参数列表，通过仿真与控制模块中的后置处理器软件，自

动生成实际机械臂运行控制指令；最后，通过网络通信方式把机械臂运行控制指令发送给

上位机主控模块。

[0014] 所述的仿真与控制模块在完成仿真与在线示教功能的基础上，对仿真轨迹进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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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同时根据实际机器人结构参数的不同进行校准；在仿真运行时，包含碰撞与工作空间检

测，保证机械臂仿真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同时，能把仿真结果输出为HTML格式的仿真动画输

出给用户。

[0015] 4)轨迹优化模块，是提高示教效果的关键模块；该模块接受上位机主控模块传输

过来的机械臂各关节的角度参数数组，结合当前所使用的机械臂型号的结构参数，使用D-H

参数建模方法建立机械臂各关节的基坐标系，利用正运动学公式求解末端执行器在世界坐

标系下的位姿参数，进而求出整条示教轨迹；再对示教轨迹使用笛卡尔轨迹规划算法进行

轨迹优化；考虑到实际机械臂运动的离散性，该模块基于优化完的轨迹进行逆运动学计算，

得出执行较优示教轨迹所对应的关节角参数数组；最终通过上位机主控模块把该关节角参

数数组发送给仿真与控制模块进行处理。

[0016] 所述的轨迹优化模块从上位机主控模块接受机械臂的关节参数数组，结合正逆运

动学求解和笛卡尔轨迹规划算法来优化运行和示教轨迹，再将优化后的角度参数数组发送

给仿真与控制模块进行仿真与示教操作，所述的正运动学求解运动轨迹的具体方式如下：

[0017] 4.1)首先对工作机械臂构建其D-H参数模型，把各连杆运动分解为相对参考坐标

系的转动和平移运动，对每个杆件沿关节轴建立一个关节坐标系，用以下四个参数来描述

杆件：

[0018] (1)连杆长度ai：关节轴i和关节轴i+1之间公垂线的长度。

[0019] (2)连杆转角αi：作一个与两关节轴之间的公垂线垂直的平面，将关节轴i和关节

轴i+1投影到该平面，在平面内轴i按右手法则绕ai转向轴i+1，其转角即为连杆转角。

[0020] (3)连杆偏距di：公垂线ai-1与关节轴i的交点到公垂线ai与关节轴i+1的交点的有

向距离长度。

[0021] (4)关节角θi：ai-1的延长线与ai之间绕关节轴i旋转所形成的夹角，即采集得到的

示教机械臂关节角度。

[0022] 得到示教机械臂多关节的D-H连杆参数如表1所示：

[0023] 表1示教机械臂D-H连杆参数表

[0024] 关节i 连杆长度ai 连杆转角αi 连杆偏距di 关节角θi

1 a1 α1 d1 θ1

2 a2 α2 d2 θ2

3 a3 α3 d3 θ3

4 a4 α4 d4 θ4

… … … … …

n an αn dn θn

[0025] 4.2)以基座坐标系作为T0坐标系，设 表示i关节坐标系相对i-1关节坐标系的

位置和姿态，则：

[0026]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07932504 B

6



[0027] 其中，sθi＝sinθi，cθi＝cosθi，sαi＝sinαi，cαi＝cosαi。

[0028] 4.3)对于多轴机械臂，获得机械臂末端执行器位姿相对固定参考坐标系的变换矩

阵(即机械臂末端位置点坐标的变换矩阵)：

[0029]

[0030] 其中， 表示机械臂末端执行器相对于基坐标系的变换矩阵。

[0031] 4.4)求得每组角度参数获取时刻的机械臂的末端执行器位姿相对于固定参考坐

标系的变换矩阵后，即可得到每组角度参数获取时刻机械臂末端执行器位姿相对于固定参

考坐标系的坐标点组成的离散运动轨迹。

[0032] 5)USB转串口模块，用于连接实际机械臂工作台和上位机主控模块，完成两者的信

息交互，同时保证数据的实时传输；该模块将电脑PC端USB接口转化为通用串口，实现上位

机主控模块和机械臂控制器之间的信息双向通信；USB转串口模块接受机械臂控制台上关

节角度传感器的角度参数，计算后的末端执行器位置，速度，加速度等信息，同时接受上位

机主控模块发送的机械臂运行控制指令；模块中含有校验计算功能单元，对发送端数据进

行二补数校验，对接收端数据进行逐字节相对校验；通过USB转串口模块，发送包含校验码

的机械臂运行状态参数字符串给上位机主控模块。

[0033] 本发明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34] 1、本发明较其它类别的机械臂控制系统，成本低廉，界面功能丰富，安装方便，兼

容性好，能满足不同类型用户的需求。本发明整合了机械臂基础控制，在线示教，在线仿真，

轨迹优化等功能，极大的拓展了机械臂控制器的功能性，同时变革了控制器繁琐的按钮控

制方式，还能通过人机交互界面让用户实时了解机械臂工作状况，给用户带来完全不一样

的体验和操作便捷度。

[0035] 2、本发明是基于PyQt开发而成，继承了Python语言强大的扩展性和兼容性，能大

大扩展该机械臂控制器的功能，为后期引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功能块提供稳定的功能接

口。同时PyQt良好的GUI编程环境，给开发人员带来极致体验，给用户带来人性化的交互界

面。

[0036] 3、本发明还引入了网络通信功能，不但能在本地控制机械臂操作，还能通过分布

式网络，对分布在远端的各种机械臂进行及时操控，同时其较好的上位机兼容性能在任何

Windows操作系统的用户PC上使用，排除了过去控制器笨重不实用等情况的发生，节省了用

户终端控制器带来的器械制作成本；无需担心用户终端控制器出现的机械故障；也不必为

用户终端控制器花费过多的能源开销；上位机可以进行在线升级，方便开发者对其进行问

题的修复和产品功能的升级；控制器面向PC端使用是当前电器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趋势，更

能贴近用户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的控制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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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图2a为本发明的上位机中机械臂连接控制界面。

[0039] 图2b为本发明的上位机中机械臂基本控制和相关信息显示界面。

[0040] 图2c为本发明的上位机中机械臂在线示教和仿真控制界面。

[0041] 图3为本发明的仿真机械臂运行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述。

[0043] 一种基于PyQt的机械臂运行控制系统，其控制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该系统由人机

交互界面模块、上位机主控模块、仿真与控制模块、轨迹优化模块、USB转串口模块，共五大

模块组成。其中人机交互模块的具体效果如图2所示，其界面有三大部分组成。包括机械臂

连接控制界面、机械臂基本控制和相关信息显示界面、机械臂在线示教和仿真控制界面。各

界面用于控制机械臂完成各种特定操作并显示相应的运行参数。图3显示了该机械臂运行

控制系统调用机械臂仿真模块的展示效果，该模块能完成机械臂的各种运行仿真。

[0044] 结合图1，图2和图3，本发明专利的具体实施方式如下：PC端软件安装在Window操

作系统上，机械臂控制台与PC端通过USB转串口连接器连接；机械臂关节角度传感器与机械

臂控制台通过I/O口传输信号；用户在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上下载并安装该机械臂运行

控制系统，即可对实际机械臂进行控制操作。该机械臂运行控制系统各模块间的实际运行

内容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0045] 1)人机交互界面模块，当该系统的上位机完整安装到PC上时，启动该软件将会自

动运行该模块，用户根据界面提示，用USB转串口模块连接机械臂与计算机。此处连接的机

械臂是一款最新的桌面级机械臂Dobot，当Dobot连接到PC上时，用户显示界面将提示连接

信息，如图2a所示点击连接图标，人机交互界面将发送控制命令给上位机主控模块，上位机

主控模块对控制命令解析处理和转化后通过USB转串口模块发送给实际机械臂工作台，机

械臂接受人机交互界面模块途经上位机主控模块解析处理后的命令，并把通信连接成功的

信号发送给上位机主控模块，主控模块解析该命令后通过显示界面向用户反馈连接成功的

信息。同时人机交互界面模块还能通过上位机主控模块获取实际机械臂的设备信息，连接

状态信息，关节角度信息，末端执行器位置、速度、加速度信息。如图2b所示，在人机交互界

面模块的基本控制区，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关节控制区的操作按钮发送控制命令给上位机主

控模块，主控模块通过对控制命令进行解析和匹配，并把处理后的操作命令用USB转串口模

块传输给机械臂工作台完成对应操作。人机交互界面除了能通过上位机主控模块直接控制

机械臂工作台外，还能借助上位机主控模块完成对获取的关节角度等参数的轨迹优化和仿

真操作。如图2c所示，当用户点击该界面时，人机交互模块将调用仿真与示教指令给上位机

主控模块，该模块通过命令匹配，激活仿真与控制模块。从Dobot机械臂传输过来角度，位

置，速度，加速度等参数时，上位机主控模块将根据用户在人机交互界面的操作要求，激活

轨迹优化模块。由此，用户可以通过人机交互界面模块对该机械臂运行控制系统进行所需

的各类操作，该模块发送控制命令给上位机主控模块，通过主控模块完成实际控制；并从上

位机主控模块获取各类参数，与用户实现及时交互。

[0046] 2)上位机主控模块，是本系统的信息中枢和控制中枢，能对各种数据、参数和指令

进行处理、调度和收发。在具体操作中，用户根据个人意愿发送操作命令给人机交互界面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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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该模块把用户操作指令转换为计算机指令后传输给上位机主控模块。上位机模块通过

PyQt语言和Windows系统框架实现软件模块间的通信。基于网络通信机制，对仿真与控制模

块和轨迹优化模块建立连接。再通过USB转串口模块完成PC与机械臂之间的通讯连接，然后

在PC上通过Windows系统框架与PyQt的通信机制完成上位机模块与机械臂工作台的通信连

接。同时上位机主控模块也是仿真与控制模块和轨迹优化模块的调度中枢，Dobot机械臂通

过USB转串口模块不断发送关节角等参数信息给上位机主控模块，上位机主控模块在得到

机械臂实时仿真命令后，首先把关节角度等参数发送给轨迹优化模块进行轨迹优化。当主

控模块获得优化后的关节角度参数后通过网络通信把参数发送给仿真与控制模块。如果用

户需要使用系统的仿真与示教功能时，人机交互界面模块将相应信息发送给上位机主控模

块，主控模块解析上述命令，启动仿真与控制模块，并把解析后的控制命令发送给机械臂工

作台。通过上位机主控模块的中间调度，使得整个系统的机制能有条不紊的运行下去。

[0047] 3)仿真与控制模块，是本系统的扩展功能之一，当用户在人机交互界面选择机械

臂仿真运行命令时，上位机主控模块将命令解析后激活仿真与控制模块，该模块被激活后

不断向上位机主控模块获取Dobot机械臂的关节角度信息，同时调用RoboDK动态函数库来

完成Dobot机械臂的3D运行仿真，该系统是基于PyQt开发，能直接使用RoboDK的动态函数库

来控制Dobot的3D模型，完成与实际Dobot相同的操作。仿真与控制模块在执行仿真操作时，

能在线生成运行轨迹，方便用户了解机械臂的运行轨迹，同时能适当调整机械臂的运行操

作。当用户在人机交互界面选择机械臂在线示教功能时，上位机主控模块会相应激活仿真

与控制模块的示教功能，一方面可以通过RoboDK仿真接口实现对仿真机械臂运行轨迹的实

时描述；另一方面该模块将实时记录Dobot机械臂的运行状态信息，实现机械臂的示教功

能。

[0048] 4)轨迹优化模块，是提高示教与仿真等效果的关键模块；该模块接受上位机主控

模块传输过来的机械臂各关节的角度参数数组，结合Dobot机械臂的结构参数，对Dobot机

械臂构建其D-H参数模型，把各连杆运动分解为相对参考坐标系的转动和平移运动，对

Dobot的四个连杆沿关节轴建立四个关节基坐标系，然后用以下四个参数来描述杆件：

[0049] (1)连杆长度ai：关节轴i和关节轴i+1之间公垂线的长度。

[0050] (2)连杆转角αi：作一个与两关节轴之间的公垂线垂直的平面，将关节轴i和关节

轴i+1投影到该平面，在平面内轴i按右手法则绕ai转向轴i+1，其转角即为连杆转角。

[0051] (3)连杆偏距di：公垂线ai-1与关节轴i的交点到公垂线ai与关节轴i+1的交点的有

向距离长度。

[0052] (4)关节角θi：ai-1的延长线与ai之间绕关节轴i旋转所形成的夹角，即采集得到的

示教机械臂关节角度。

[0053] 得到dobot机械臂多关节的D-H连杆参数如表1所示：

[0054] 表1示教机械臂D-H连杆参数表

[0055] 关节i 连杆长度ai 连杆转角αi 连杆偏距di 关节角θi

1 0 0 0 180°

2 20mm 0 0 85°

3 135mm 0 0 105°

4 147mm 0 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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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然后以基座坐标系作为To坐标系，设 表示关节坐标系相对i-1关节坐标系的位

置和姿态，则 的结果可有公式(1)求得。

[0057] 其中，sθi＝sinθi，cθi＝cosθi，sαi＝sinαi，cαi＝cosαi。

[0058] 为获得Dobot机械臂末端执行器位姿相对固定参考坐标系的变换矩阵(Dobot机械

臂末端位置点坐标的变换矩阵)，使用的是公式(2)。

[0059] 最后在求得每组角度参数获取时刻Dobot机械臂末端执行器位姿相对于固定参考

坐标系的变换矩阵后，即可得到每组角度参数获取时刻Dobot机械臂末端执行器位姿相对

于固定参考坐标系的坐标点组成的离散运动轨迹。

[0060] 以上过程都在轨迹优化模块中完成，并通过仿真与控制模块实现机械臂轨迹仿真

和实际机械臂示教控制。

[0061] 5)USB转串口模块，采用的是CH340转串口芯片和外围电路构成USB转串口模块，

USB转串口模块连接电脑PC和机械臂通信接口，将电脑PC端USB接口转化为通用串口，实现

电脑PC端和机械臂控制器的信息双向互通。该模块的串行接口可以直接连接本实施方案的

Dobot机械臂外接串口，实现PC端与机械臂的相互连接。USB转串口模块接受来自Dobot机械

臂各关节角度传感器的信息，并在参数信息发送端载入校验码，通过USB转串口模块发送到

上位机主控模块后，在该模块上完成参数校验，对正确的角度信息进行分类后传输给其他

功能模块。同时，上位机主控模块，通过USB转串口模块把控制Dobot机械臂的控制字符串按

照Dobot机械臂指令格式发送出去。实现了机械臂与控制器间使用有线连接，控制器与用户

界面交互之间使用网络连接的控制机制。

[0062] 以上是整个系统的控制情况以及该系统中各模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PyQt

的机械臂运动控制系统让用户的操作变得简单方便，轨迹优化模块让机械臂仿真和示教轨

迹变得更加光滑，运动速度变化更加均匀，机械臂仿真与控制模块大幅度扩展了机械臂控

制器的功能，同时PyQt编程界面的高扩展性和兼容性为未来加入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模

块提供实用接口。

[0063] 需要强调的是，本发明所述的实施案例是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定性的，因此本发明

包括并不限于具体实施方案中所述的实施例，凡是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得出类似的其它实施方式，同样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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