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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机器人控制装置、方法和

机器人。该控制装置包括主处理器、协处理器和

一个或多个子任务控制器，协处理器包括具有

ROS通讯模块和ROS管理模块的第一ROS  lib库；

主处理器、一个或多个子任务控制器分别与协处

理器连接；协处理器，用于通过ROS管理模块管理

所有的子任务控制器发送的任务数据；通过ROS

通讯模块，向主处理器发送ROS消息格式的任务

数据，并接收主处理器下发的根据任务数据生成

的ROS消息格式的控制指令，根据ROS管理模块的

管理控制，将控制指令发布给对应的子任务控制

器。采用本技术方案，节省机器人控制过程中消

息的处理时间，减少主处理器的负担，保证机器

人控制的实时性，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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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器人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包括主处理器、协处理器和一个或多个子任务

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协处理器包括第一ROS  lib库，所述第一ROS  lib库中包括ROS通

讯模块和ROS管理模块；所述主处理器、一个或多个所述子任务控制器分别与所述协处理器

连接；

所述协处理器，用于通过所述ROS管理模块管理所有的所述子任务控制器发送的任务

数据；通过所述ROS通讯模块，向所述主处理器发送ROS消息格式的所述任务数据，并接收所

述主处理器下发的根据所述任务数据生成的ROS消息格式的控制指令，以及根据所述ROS管

理模块的管理控制，将所述控制指令发布给对应的子任务控制器；

所述协处理器，还用于通过所述ROS通讯模块将所述任务数据处理成ROS消息格式的任

务数据发送给所述主处理器；

每个所述子任务控制器包括第二ROS  lib库，所述第二ROS  lib库中包括ROS通讯模块；

所述子任务控制器，用于通过所述第二ROS  lib库中的ROS通讯模块，将机器人工作过

程中采集的任务数据转换成ROS消息格式的任务数据，并发送给所述协处理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协处理器包括主调度器和从

调度器，所述主调度器和所述从调度器分别包括所述第一ROS  lib库；

所述主调度器和所述从调度器采用互斥备份操作的方式与所述主处理器进行通讯。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机器人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互斥备份操作包括：

对于主调度器，当所述主调度器运行时，给所述主调度器自身系统的进程加锁，启动所

述主调度器的第一ROS  lib库中的ROS管理模块和ROS通讯模块运行；当所述主调度器运行

异常时，终止所述主调度器中的ROS管理模块和所述ROS通讯模块运行，向所述从调度器释

放允许解锁信号；

对于从调度器，在所述主调度器运行时，若在预设次数或预设时间内无法获取到允许

解锁信号时，进入待机监听状态，当监听到所述允许解锁信号，且所述主调度器中的所述

ROS管理模块和所述ROS通讯模块运行终止时，给所述从调度器自身系统的进程加锁，启动

所述从调度器的第一ROS  lib库中的ROS管理模块和ROS通讯模块运行；当所述从调度器运

行异常时，终止所述从调度器中的ROS管理模块和所述ROS通讯模块运行，向所述主调度器

释放允许解锁信号。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器人包括摄像头模块；

所述摄像头模块与所述控制装置的主处理器连接，将摄像头采集的图像发送给所述主

处理器；

所述主处理器，用于识别接收到的图像，并根据识别结果生成相应的避障控制指令，下

发给所述协处理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还包括通信转发站

模块，所述协处理器通过所述通信转发站模块与所述主处理器连接；

所述机器人还包括激光雷达模块、抓取模块和扩展模块；所述激光雷达模块、所述抓取

模块和所述扩展模块分别通过所述通信转发站模块与所述主处理器连接；其中，所述通信

转发站模块，包括ROS  TCP/IP串口和ROS  serial串口，所述扩展模块，用于提供供外接设备

接入机器人的一个或多个扩展接口。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子任务控制器包括以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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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多种：

电源管理子任务控制器；

安全子任务控制器；

传感器子任务控制器；

电机子任务控制器。

7.一种机器人控制方法，所述机器人包括主处理器、协处理器和一个或多个子任务控

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应用于机器人的协处理器中，所述方法包括：

接收机器人的一个或多个子任务控制器发送的任务数据，对所有的所述子任务控制器

发送的任务数据进行管理，向主处理器发送ROS消息格式的所述任务数据；

接收所述主处理器下发的根据所述任务数据生成的ROS消息格式的控制指令，以及将

所述控制指令发布给对应的子任务控制器；

将所述任务数据处理成ROS消息格式的任务数据发送给所述主处理器；

每个所述子任务控制器包括第二ROS  lib库，所述第二ROS  lib库中包括ROS通讯模块；

所述子任务控制器通过所述第二ROS  lib库中的ROS通讯模块，将机器人工作过程中采

集的任务数据转换成ROS消息格式的任务数据，并发送给所述协处理器。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机器人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协处理器包括主调度器和从

调度器，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所述主调度器和所述从调度器采用互斥备份操作的方式与所述主处理器进行通讯，所

述采用互斥备份操作的方式包括：

当所述主调度器运行时，给所述主调度器自身系统的进程加锁，禁止所述从调度器解

锁，当所述主调度器运行异常时，向所述从调度器释放允许解锁信号；在所述主调度器运行

过程中，所述从调度器若在预设次数或预设时间内无法获取到允许解锁信号时，进入待机

监听状态，当监听到所述允许解锁信号，给所述从调度器自身系统的进程加锁，禁止所述主

调度器解锁，当所述从调度器运行异常时，向所述主调度器释放允许解锁信号。

9.一种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器人包括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机器人控制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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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器人控制装置、方法和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人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机器人控制装置、方法和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近几年人们对于机器人关注的热度增加，市面上种类繁多的机器人以及相关

配套软、硬件平台陆续推出。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系统会采用机器人操作(Robot 

Operating  System，ROS)系统的方案设计，使用主、协处理器的设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主

处理器运行Linux系统和ROS系统，协处理器运行裸机程序(不带操作系统的程序)或实时嵌

入式系统(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RTOS)。在机器人控制过程中，协处理独立运行一

个实时操作系统，负责将底盘、电机和传感器等相关单元的数据采集后上报给主处理器，并

在主处理器端进行解析后转化为ROS系统能够识别的消息格式，主、协处理器之间的通信格

式按照私有的通信接口设计，借助串口或以太网络进行双向通信。

[0003] 上述方案在协处理器中采用RTOS系统，是机器人控制的实时性需求，但这种处理

方式仍旧占用了主、协处理器之间大量的通信信道，加之私有数据格式与ROS消息格式之间

的转化和Linux系统本身最小操作单元的固有延时(一般在10ms左右)，使得这种控制方式

的机器人无法真正意义上实现即时控制。同时大量的数据在通信信道上进行传输，本身会

引入误码率的概念，通信系统中误码率和系统的通信容量成正比，更多的数据吞度量会导

致更高的误码率，如果为了降低误码率而引入编码和解码的环节，也会增加系统成本，以及

新的系统时延问题，也就是说，现有技术中的机器人控制方案会存在系统延时的问题，无法

保证机器人的实时性，导致机器人执行相应的操作缓慢，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上述问题，提出了本发明的一种机器人控制装置、方法和机器人，以便解决或

至少部分地解决上述问题。

[000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机器人控制装置，该控制装置包括主处理器、

协处理器和一个或多个子任务控制器，协处理器包括第一ROS  lib库，第一ROS  lib库中包

括ROS通讯模块和ROS管理模块；主处理器、一个或多个子任务控制器分别与协处理器连接；

[0006] 协处理器，用于通过ROS管理模块管理所有的子任务控制器发送的任务数据；通过

ROS通讯模块，向主处理器发送ROS消息格式的任务数据，并接收主处理器下发的根据任务

数据生成的ROS消息格式的控制指令，以及根据ROS管理模块的管理控制，将控制指令发布

给对应的子任务控制器。

[0007]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机器人控制方法，该机器人包括主处理器、

协处理器和一个或多个子任务控制器，该方法应用于机器人的协处理器中，该方法包括：

[0008] 接收机器人的一个或多个子任务控制器发送的任务数据，对所有的子任务控制器

发送的任务数据进行管理，向主处理器发送ROS消息格式的任务数据；

[0009] 接收主处理器下发的根据任务数据生成的ROS消息格式的控制指令，以及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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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发布给对应的子任务控制器。

[0010] 根据本发明的又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机器人，该机器人包括如前所述的机器人

控制装置。

[0011]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协处理器接收子任务控制器发送的

任务数据统一进行相应的管理和处理后，与主处理器进行ROS通信传输，协处理器直接向主

处理器发送ROS消息格式的任务数据，也可以直接接收主处理器的ROS消息格式的控制指

令，不需要主处理器的转化，节省了现有技术中主处理器将协处理器发送的消息进行ROS消

息格式转化，以及将ROS控制命令转化为与协处理器的私有协议对应的消息格式的过程，从

而节省了机器人控制过程中消息的处理时间，减少主处理器的负担，提高处理效率，保证机

器人控制的实时性，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机器人控制装置的功能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子任务控制器与协处理通信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互斥备份操作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机器人控制装置的功能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机器人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17] 图6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机器人的功能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发明的设计思路是：现有技术中机器人主处理器进行任务数据的处理的控制命

令的发布，大大降低了任务数据的处理效率，本发明中在协处理器中集成ROS  lib库，使得

协处理器可以分担一部分任务数据的处理，减轻主处理器的负担，以提高任务数据的处理

效率。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式作

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机器人控制装置的功能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

示，该机器人控制装置100包括主处理器110、协处理器120和子任务控制器131、子任务控制

器132、子任务控制器133，协处理器120包括第一ROS  lib库，第一ROS  lib库中包括ROS通讯

模块和ROS管理模块；主处理器110、子任务控制器131、132、133分别与协处理器120连接。

[0020] 协处理器120，用于通过ROS管理模块管理子任务控制器131、子任务控制器132、子

任务控制器133发送的任务数据；通过ROS通讯模块，向主处理器110发送ROS消息格式的任

务数据，并接收主处理器110下发的根据任务数据生成的ROS消息格式的控制指令，以及根

据ROS管理模块的管理控制，将控制指令发布给对应的子任务控制器。

[0021] 这里的ROS  Lib是所有ROS  Client  Libraries和工具的基础，它包含常见的工具，

如消息和服务的生成器以及常见的消息定义，如标题和日志，它还包含ROS  Python节点和

工具的通用路径引导代码，可以方便实现ROS通信的独立软件库。现有技术中，协处理器将

采集的数据发送给主处理器后，由主处理器上的嵌入式ROS节点负责将这些数据转化为ROS

消息的过程本身就带来了巨大的延时，同时现有技术中一般采用串口作为通信介质，串口

通信是一种串行通信方式，数据按照最小时钟计算并一位一位地发送，这种通信方式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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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和波特率一般为115200bps(bits每秒)，无法容忍大量数据在同一时刻进行网络传输，如

果有大量的数据传输势必占用了宝贵的网络资源带宽，并产生网络拥堵，其典型的现象就

是数据丢包、数据乱码，而机器人协处理器和主处理之间的通信恰恰是大量数据在同一时

刻的传输，所以，在机器人控制中，丢包和乱码很容易出现，将直接导致数据不准确或命令

无法正常解析，无法真正满足机器人的实时性要求。

[0022] 另外，基于现有技术中的主、协处理器方式的架构设计中，在协处理器芯片上只运

行裸机程序或RTOS系统，没有集成ROS  Lib通信模块。协处理器采集各个传感器或电机的任

务数据后，并按照主、协处理器的私有协议中规定的格式，将任务数据组织成特定字符串，

借助自身串口或者网络接口发送给主处理器，并随之在主处理器上进行解析，为此需要在

主处理器上单独添加ROS节点通信节点，该节点将解析后的数据赋值给新增模块中的ROS数

据结构体中，并按照ROS统一的消息格式发布出去，也就是说，所有的ROS消息处理均在主处

理器端进行，协处理器不负责ROS消息的处理。因此，这过程中在通信方式上引入了两套独

立的通信系统(一套是主处理器内部的通信，另一套是协处理器与主处理器的通信)，两套

通信方式间需要经过转化才能交互，两者之间的转化必然要消耗系统资源并占用系统运行

时间，这对于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显然不太适合，不利于消息实时的获取和发布。

[0023] ROS管理模块即ROS  master模块，作用主要用于接收和管理ROS消息，注册或释放

ROS节点，控制消息发送和订阅的频率以及管理服务和呼叫请求等功能。在本实施例中，协

处理中包括ROS  lib库，ROS  lib库中包括ROS  master模块和ROS通信模块，当子任务控制器

将任务数据发送给协处理器后，协处理器的ROS  master模块会对接收到的任务数据进行管

理，当协处理器对接收到的任务数据进行任务分发后，通过ROS通信模块将需要主处理器处

理的任务数据处理成ROS消息格式的任务数据后，再发送给主处理器，这样主处理器对接收

到的任务数据直接识别，转化成相应的控制指令，并直接下发给协处理器，根据ROS  master

模块的管理控制，协处理器将接收到的控制指令发布给对应的子任务控制器中。

[0024] 可见，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节省了主处理器内部的通信以及协处理器与主处理

器的通信中的消息转化，进而节省机器人控制过程中消息的处理时间，提高处理效率，保证

机器人控制的实时性，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

[0025] 需要说明的是，图1所示的子任务控制器的个数不限于3个，一个或多个均可，例

如，4个，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定。

[0026]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图1所示的子任务控制器131、子任务控制器132、子任

务控制器133均包括第二ROS  lib库，第二ROS  lib库中包括ROS通讯模块。

[0027] 上述的各子任务控制器，用于通过第二ROS  lib库中的ROS通讯模块，将机器人工

作过程中采集的任务数据转换成ROS消息格式的任务数据，并发送给协处理器。

[0028] 传统的ROS通信方式是将各个具体的处理任务都抽象成为独立的子任务或子节点

来运行，各个独立的子任务的建立均需要符合ROS通信的消息格式，它们发布或者订阅与自

身相关的消息或主题，并将自身的节点信息与ROS  Master节点进行注册，一旦完成注册后，

节点自身的消息将经由ROS  Master分发到各个需要订阅此消息的节点。

[0029] 在本实施例中，在各个子任务控制器上均集成ROS  Lib库以实现独立运行的子任

务能够变身成为ROS节点从而能够独立运行。采用此种方式后，协处理器上运行的子任务就

能像使用普通ROS节点那样进行ROS通信。换句话说，每个子任务均可以作为一个ROS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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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采用ROS通信架构设计的节点均可以自由发布各自任务的主题消息，并且相互之间可

以订阅自己任务感兴趣的任务消息，真正做到了各个环节各取所需，这样就避免了在主处

理器上需要将协处理器采集的任务数据进行解析后再转化为ROS能够识别的消息类型的步

骤，同时也增加了整个系统的响应时间。

[0030] 同时，本实施例中每个子任务均可以作为一个ROS节点与协处理器通信，体现了通

信系统中“星形”网络通信的架构。各个子任务控制器在集成ROS  Lib库后，能够实现与协处

理器的点对点通信，这种通信架构的优势在于：1)星形网络的通信控制最为简单和直接。如

采用环形网络设计，当一个节点通信故障后，整个环网通信将失去环形链接(各个节点串接

组成)，导致整个系统将无法正常通信。而如果采用网状网络通信的方式，此方案对于大型

mesh网络和上百个节点的通信来说具有显著优势，典型应用于大型和城际间网络通信，对

于小范围的机器人领域来说，采用此种方案成本昂贵且不切实际。2)星形网络的故障容易

诊断，并且容易隔离问题，由于每个节点均独立运行，一旦某个节点发生单独故障可以快速

定位故障点，发生故障的节点不至于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工作，尤其对于一些对于非实时

性要求较高的节点，这种故障甚至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工作。3)此方法能够方便地动

态添加基于ROS设计的传感器或控制器，借助于ROS  Lib库的功能，如果想在现有系统中增

加新型传感器或控制器，只需要将传感器或控制器的数据按照ROS的消息格式发布即可，如

果是现有技术，还需要单独更改协处理器的业务代码和处理逻辑，并为此需要开辟新的网

络带宽。

[0031] 图2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子任务控制器与协处理通信的示意图。如图2

所示，单元1是主处理器，单元2是协处理器(包括主任务管理和调度器，备份任务管理和调

度器，以及具有ROS  master模块和ROS通信模块的ROS  Lib库)，单元4电源管理子任务控制

器、单元5安全子任务控制器、单元6传感器子任务控制器和单元7电机子任务控制器中均集

成有ROS  Lib库，与单元2协处理器进行独立的ROS通讯，子任务控制器与协处理器之间形成

“星形”网络。

[0032]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协处理器120包括主调度器和从调度器，主调度器和从

调度器分别包括第一ROS  lib库。主调度器和从调度器采用互斥备份操作的方式与主处理

器进行通讯。

[0033] 现有技术中采用了协处理器采集传感器的数据，控制电机的启动或停止，并将采

集或者控制信号按照一定的数据格式通过串口RS232或者类似的有线端口方式发送到主处

理器进行解算或处理，主处理器按照私有的通信格式进行解析后转化为ROS系统的主题或

消息格式发布出去。在整个系统中，主处理器实际只有两个节点运行与ROS相关的节点功

能，一个ROS  Master节点管理其余ROS节点并作为网络路由功能，它负责ROS任务程序的订

阅、发布节点运行所需的主题或消息，一旦协处理器由于某种原因发生故障，主处理器中的

嵌入式ROS节点将无法获得系统运行时所依靠的数据，这将导致系统运行错误，使得机器人

无法正常工作。所以，现有技术的方案并没有保证机器人控制的稳定性。

[0034] 在本实施例中，协处理器中包括主调度器和从调度器，在ROS调度部分采用了主从

备份，系统的鲁棒性得到了提高，不会因为协处理器的ROS调度器突遇故障时而停止运行，

即使主任务调度器因某种原因发生异常时，从任务调度器会立即执行备份操作，保证了整

个ROS系统的不中断运行。在一些对于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合，本实施例中的这种冗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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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机器人领域等强调整个系统的安全稳定性中，对于电机和机

械臂等关键模块的控制。

[0035] 具体地，上述的互斥备份操作包括：

[0036] 对于主调度器，当主调度器运行时，给主调度器自身系统的进程加锁，启动主调度

器的第一ROS  lib库中的ROS管理模块和ROS通讯模块运行；当主调度器运行异常时，终止主

调度器中的ROS管理模块和ROS通讯模块运行，向从调度器释放允许解锁信号；

[0037] 对于从调度器，在主调度器运行时，若在预设次数或预设时间内无法获取到允许

解锁信号时，进入待机监听状态，当监听到允许解锁信号，且主调度器中的ROS管理模块和

ROS通讯模块运行终止时，给从调度器自身系统的进程加锁，启动从调度器的第一ROS  lib

库中的ROS管理模块，以及启动从调度器第一ROS  lib库中的ROS通讯模块运行；当从调度器

运行异常时，终止从调度器中的ROS管理模块和ROS通讯模块运行，向主调度器释放允许解

锁信号。

[0038] 图3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互斥备份操作的示意图。如图3所示，ROS任务

管理和调度器1(即主调度器)运行时，发送调度器1的加锁信号，给调度器1自身系统的进程

加锁，启动调度器1第一ROS  lib库中的ROS  master模块，启动调度器1第一ROS  lib库中的

ROS通讯模块运行；判断通信是否异常，如果正常，则继续通信；如果异常，则确定为调度器1

运行异常，此时，终止ROS  master模块和ROS通讯模块运行，允许切换到调度器2，释放调度

器2的锁信号(允许解锁信号)。任务管理和调度器2(即从调度器)，在调度器1运行时，若在

预设次数或预设时间内无法获取到调度器2的锁信号时，进入待机监听状态，当监听到调度

器2的锁信号，且调度器1中的ROS  master模块和ROS通讯模块运行终止时，给调度器2自身

系统的进程加锁，启动调度器2第一ROS  lib库中的ROS  master模块，启动调度器2第一ROS 

lib库中的ROS通讯模块运行；判断通信是否异常，如果正常，则继续通信；如果异常，则确定

为调度器2运行异常，此时，终止ROS  master模块和ROS通讯模块运行，允许切换到调度器1，

释放调度器1的锁信号(允许解锁信号)，由调度器1启动工作。

[0039] 需要说明的是，在调度器1运行时，发送的调度器1的锁信号(即加锁信号)会使得

调度器2无法访问程序中的代码区，调度器2只能等待获取到自己的锁信号(即允许解锁信

号或解锁信号)时才可启动运行；同样的，在调度器2运行时，发送的调度器2的加锁信号会

使得调度器1无法访问程序中的代码区，调度器1也只能等待获取到自己的解锁信号才能启

动运行。

[0040] 这样的互斥操作不但维护了协处理器中的ROS  Master唯一性，而且保证了ROS系

统中的节点调度管理的功能不中断，从而确保了整个节点通信的连续性，保证系统的稳定

性。

[0041]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机器人还包括摄像头模块；

[0042] 摄像头模块与图1所示的控制装置100的主处理器110连接，用于将摄像头采集的

图像发送给主处理器。主处理器110，用于识别接收到的图像，并根据识别结果生成相应的

避障控制指令，下发给协处理器。

[0043] 虽然协处理器中运行RTOS系统，但是只能处理简单的任务数据，以保证实时性，但

是复杂数据的处理还需要主处理器完成，例如，图片数据。本实施例中，摄像头模块直接连

接主处理器，以便主处理器可以进行及时的处理，而并非是通过协处理器进行数据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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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保证机器人控制的实时性。

[0044]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图1所示的控制装置100还包括通信转发站模块，协处

理器120通过通信转发站模块与主处理器连接。

[0045] 机器人还包括激光雷达模块、抓取模块和扩展模块；激光雷达模块、抓取模块和扩

展模块分别通过通信转发站模块与控制装置的主处理器连接。

[0046] 其中，通信转发站模块，包括ROS  TCP/IP串口和ROS  serial串口。

[0047] 扩展模块，用于提供供外接设备接入机器人的一个或多个扩展接口。

[0048] 通信转发站模块中的ROS  TCP/IP通信适合高速大数据量通信，鉴于当前主流的激

光雷达和机器人抓取装置均都采用TCP/IP的通信方式，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数据交

互，传统的串口通信或RS485等通信方式的最大传输速率无法满足通信速率的要求。同时，

对于小数据量的通信(例如发送一些简单的控制指令)预留了ROS  Serial串行通信接口，这

样方便了其它模块扩展通信使用。与此同时，通信转发站连接扩展模块，用于机器人控制装

置扩展使用，例如，在该扩展接口单元上预留HDMI显示、JoyStick手柄控制和USB扩展接口，

方便了外接设备的接入，保证在机器人领域的主流设备均可直接接入机器人的控制装置。

[0049]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图1所示的子任务控制器包括以下的一种或多种：电源

管理子任务控制器；安全子任务控制器；传感器子任务控制器；电机子任务控制器。

[0050] 图4为本发明另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机器人控制装置的功能结构示意图。如图4

所示：

[0051] 模块1为主处理器，采用Intel公司的miniPC高性能x86架构的电脑，在此基础上运

行Ubuntu  Linux和ROS系统。模块1通过USB接口物理连接到RGBD深度摄像头模块10(Prime 

sense  Carmine，3D+Color  data)，此设备用于采集外部环境的深度图像信息，将图像转化

为点云信息用于机器人的局部避障功能。模块2为协处理器，采用2颗意法半导体公司的

STM32F767芯片，这颗芯片使用cortex  M7内核，主频达到218Mhz，适合运行实时操作系统，

协控制器运行UCOS-Ⅲ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并添加ROS  Lib库文件，使得该模块能够作为独

立ROS节点使用，并在此基础上互斥运行ROS  Master管理节点。主从控制器之间的通信通过

一个通信转发站模块3(docker)来实现，此转发站集成了ROS  TCP/IP和ROS  Serial串口功

能。激光雷达模块8(Sick  TIM571/Hokuyo  UST30-LX)和机器人抓取装置模块9通过通信转

发站模块3与模块1连接。同时，通信转发站模块3连接扩展模块11，这部分用于机器人控制

装置扩展设计使用，在扩展模块11上预留了高清晰度多媒体HDMI显示接口、JoyStick手柄

控制接口、Gigabit  Ethernet吉比特以太网接口和USB接口，方便了外设的扩展，现今在机

器人领域的主流设备均可直接接入机器人控制装置进行控制。

[0052] 模块2为协处理器，集成了主任务管理和调度器(主调度器)、备份任务管理和调度

器(从调度器)。主任务管理和调度器、备份任务管理和调度器是两块嵌入式芯片

(STM32F767)，两块芯片中运行UCOS-Ⅲ和软件互斥操作，并且两块芯片均集成了ROS  Lib库

的功能，但每次只能独立运行一个ROS  Master节点，此节点用于管理ROS网络中的其余节点

的交互通信。模块2集成ROS功能后，此模块2可以直接通过ROS来发布相对应模块的主题和

消息，与模块1利用ROS  TCP/IP协议的通信。周围连接了若干子任务控制器模块，分别是电

源管理子任务控制器模块4、安全子任务控制器模块5、传感器子任务控制器模块6以及电机

子任务控制器模块7，上述的几个模块均物理连接到模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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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电源管理子任务控制器4采用低成本STM32F103Cortex  M3内核作为控制器，该模

块作为机器人控制装置上测量电池电压和自主避障的功能，主要采样铅酸电池的输出电压

和输出电流，该模块用于连接高精度电压传感器和高精度电流传感器。高精度电压传感器

用于检测铅酸电池的储能电压，当电池电压低于一定程度时候，例如低于总电容量的40％

时，会发出电量低信号，告知机器人需要及时充电，以实现自主充电。高精度电流传感器用

于检测电池放电的电流，如果机器人电路中因为某种原因发生过电流情况，电流传感器也

会发出报警信号给从控制器，从控制器会响应该信号以紧急停止机器人运作，保护机器人

中的重要部件不受大电流持续冲击导致损坏，同时该模块集成了ROS通信功能(ROS  Lib

库)，发布符合ROS消息格式的Batts/msg消息。

[0054] 安全子任务控制器5也采用STM32F103芯片，在机器人系统中主要作为安全策略控

制，此模块用于物理连接一些安全传感器，以便机器人突遇一些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停止

及采集相关安全策略，主要涵盖breaker(断路器)、电磁抱闸系统、自恢复保险、碰撞传感器

和指示灯等。其中断路器和自恢复保险用于限制电路中各个支路的电流大小，当回路中电

流超过容限值得时候，自动断开负载电路，以保护负载免受大电流持续冲击。电磁抱闸模块

用于电机控制中紧急停止功能，当电机由于突发情况无法收到停止指令时，为了避免电机

运行所产生的潜在危害，需要立即停止电机运行，此时采用抱闸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几个

微妙)停止电机运转。碰撞传感器用于当机器人在某些情况下所依赖传感器没有检测到机

器人运行方向上的障碍物信息，机器人与障碍物物理接触后，碰撞传感器会发出数字量信

号给从控制器，从控制器接收信号后将立即采取紧急避障策略，停止机器人运行或原地旋

转一定角度规避障碍物。指示灯模块通常使用灯带作为指示机器人运行状态标识，在本方

案中用绿色常量表示机器人正在正常运行状态，红色闪烁表示机器人遇到障碍物，并正在

计算和处理的过程，该模块集成了ROS通信功能(ROS  Lib库)，发布符合ROS消息格式的IO/

msgs消息。

[0055] 传感器子任务控制器6采用STM32F103Cortex  M3内核作为控制器，机器人需要依

靠各种传感器模块感知外界“信息”。该模块连接了几个重要的传感器模块包括：IMU、超声

波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通过IIC通信方式物理连接了9DOF传感器(加速度、陀螺仪和磁力

计)传感器，用于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获取偏转的角度信息，同时模块6还物理连接超声波

传感器、红外传感器等单点测距类的传感器，用于感知机器人各个方位距离障碍物的点距

离信息，借助这些传感器可以实现机器人的较为精确的点局部避障功能，此模块也继承了

ROS通信功能(ROS  Lib库)，发布ROS消息格式的sensor/msgs消息。

[0056] 电机子任务控制器7亦使用STM32F103芯片，通过CAN-BUS通信方式物理连接到实

际电机驱动电路，通过接收miniPC模块发出的运动控制指令，通过驱动电路转化为实际控

制电机转速的模拟量信号(0～5Vdc)以控制电机的运转速度。同时，该电机子任务控制器7

还与光点编码器1和光电编码器2连接，当电机运转时，电机上自带的霍尔编码检测模块将

反馈实际电机运行时单位时间内在编码器上产生的脉冲数(注：反馈脉冲数的多少与电机

运行转速呈正比例关系)，反馈后的脉冲数通过从控制器上的中断检测方式来采集实际的

单位时间内产生的脉冲数，然后将左右轮分别的脉冲数通过CAN-BUS总线反馈到从控制器，

左轮的光电编码器1和右轮的光电编码器2数据用于计算电机运行的实际里程数，此ROS模

块节点发布cmd/vel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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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本实施例中，采用在每个子任务模块的处理器中单独添加ROS  Lib库的方式能够

极大地方便了扩展其余相关子任务的需求，第三方硬件可以在ROS  Lib库的基础上随意添

加，并且立即可以被ROS系统所识别，而免去了将私有控制协议转化为通用ROS消息类型的

步骤，有效减少了中间信号的传输和转化环节，同时也有效减少了主处理器的任务负担。对

于通信系统来说，大量的数据传输必将引入误码率，这个概率与传输数据的数量成正比，减

少数据传输和转化的中间环节能够有效减少误码率的发生，使得这个系统设计更加高效和

安全。经过测试，本技术方案中的控制装置对于电机的控制处理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00～

200Hz，并在此速率上系统可以保证稳定运行，这样的处理效能是采用现有技术是无法保证

的。同时对于一些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设备，可以适当降低响应优先级的，将控制频率设定为

1～5Hz每秒，这样能节省宝贵的通信资源优先处理高级别重要任务。

[0058] 图5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机器人控制方法的流程示意图，机器人包括

主处理器、协处理器和一个或多个子任务控制器。该方法应用于机器人的协处理器中。如图

5所示，该方法包括：

[0059] 步骤S510，接收机器人的一个或多个子任务控制器发送的任务数据，对所有的子

任务控制器发送的任务数据进行管理，向主处理器发送ROS消息格式的任务数据。

[0060] 步骤S520，接收主处理器下发的根据任务数据生成的ROS消息格式的控制指令，以

及将控制指令发布给对应的子任务控制器。

[0061] 具体地，协处理器包括第一ROS  lib库，第一ROS  lib库中包括ROS通讯模块和ROS

管理模块接收机器人的一个或多个子任务控制器发送的任务数据，通过ROS管理模块管理

接收的任务数据。通过ROS通信模块，向主处理器发送ROS消息格式的任务数据。接收主处理

器下发的根据任务数据生成的ROS消息格式的控制指令，根据ROS管理模块的管理控制，将

控制指令发布给对应的子任务控制器。

[0062]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协处理器包括主调度器和从调度器。图5所示的方法进

一步包括：

[0063] 主调度器和从调度器采用互斥备份操作的方式与主处理器进行通讯，采用互斥备

份操作的方式包括：当主调度器运行时，给主调度器自身系统的进程加锁，禁止从调度器解

锁，当主调度器运行异常时，向从调度器释放允许解锁信号；在主调度器运行过程中，从调

度器若在预设次数或预设时间内无法获取到允许解锁信号时，进入待机监听状态，当监听

到允许解锁信号，给从调度器自身系统的进程加锁，禁止主调度器解锁，当从调度器运行异

常时，向主调度器释放允许解锁信号。

[0064] 具体地，主调度器和从调度器分别包括第一ROS  lib库。主调度器和从调度器采用

互斥备份操作的方式与主处理器进行通讯。

[0065] 上述的采用互斥备份操作的方式包括：

[0066] 对于主调度器，当主调度器运行时，给主调度器自身系统的进程加锁，启动主调度

器的第一ROS  lib库中的ROS管理模块和ROS通讯模块运行；当主调度器运行异常时，终止主

调度器中的ROS管理模块和ROS通讯模块运行，向从调度器释放允许解锁信号；

[0067] 对于从调度器，在主调度器运行时，若在预设次数或预设时间内无法获取到允许

解锁信号时，进入待机监听状态，当监听到允许解锁信号，且主调度器中的ROS管理模块和

ROS通讯模块运行终止时，给从调度器自身系统的进程加锁，启动从调度器的第一ROS  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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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的ROS管理模块和ROS通讯模块运行；当从调度器运行异常时，终止从调度器中的ROS管

理模块和ROS通讯模块运行，向主调度器释放允许解锁信号。

[0068] 图6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机器人的功能结构示意图。如图6所示，该机

器人600，包括如图1或图2所示的机器人控制装置610。

[0069] 需要说明的是，图5所述的方法和图6所示的机器人的各实施例与图1所示的装置

的各实施例对应相同，上文已有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0070]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协处理器接收子任务控制器发送的

任务数据统一进行相应的管理和处理后，与主处理器进行ROS通信传输，协处理器直接向主

处理器发送ROS消息格式的任务数据，也可以直接接收主处理器的ROS消息格式的控制指

令，不需要主处理器的转化，节省了现有技术中主处理器将协处理器发送的消息进行ROS消

息格式转化，以及将ROS控制命令转化为与协处理器的私有协议对应的消息格式的过程，从

而节省了机器人控制过程中消息的处理时间，减少主处理器的负担，提高处理效率，保证机

器人控制的实时性，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

[007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在本发明的上述教导下，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进行其他的改进或变形。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上述的具

体描述只是更好的解释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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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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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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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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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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