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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

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其包括步骤：S1，提供待优化

的仿人机器人的已知结构信息；S2，生成待优化

的仿人机器人模型；S3，选定包含仿人机器人的

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的多组组合参数；

S4，分别生成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

型和对应的模型文件；S5，分别进行仿真实验并

对仿真实验的结果进行评分；以及S6，采用代理

模型优化器建立数学代理模型并采用EGO算法对

数学代理模型进行优化计算并获得最佳的组合

参数。由此，有效提升了仿人机器人的步行运动

能力，还避免了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与步行运

动参数之间复杂的动力学方程式的推导，简化了

操作、实用性更强并降低了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偏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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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S1，提供待优化的仿人机器人的已知结构信息，已知结构信息中包含仿人机器人的腿

部结构参数、步行运动参数以及这些参数的待优化范围；

S2，将待优化的仿人机器人的已知结构信息导入动力学仿真平台中并生成待优化的仿

人机器人模型；

S3，选定处于待优化范围内的包含仿人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的多组

组合参数；

S4，在动力学仿真平台中分别生成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和对应的模型

文件；

S5，基于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和对应的模型文件，在动力学仿真平台

中分别进行仿真实验并对仿真实验的结果进行评分；以及

S6，采用代理模型优化器以选定的多组组合参数作为输入、各组组合参数下获得的评

分作为输出建立数学代理模型并采用EGO算法对数学代理模型进行优化计算并最终获得最

佳的组合参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1中，仿人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包括：自脚底至髋关节的腿部总尺寸、大腿占总腿长的

比例以及髋部的间距。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1中，仿人机器人的步行运动参数包括：步行下蹲幅度与总腿长的比例、摆动足摆动到最

高点的距离、行走一步所经历的时间、以及一步步行期间单脚支撑期所占的时间比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3中，通过Latin超立方法选定多组组合参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5中，包括步骤：

S51，采用标准试验方法分别为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仿人机器人模型设定理想的

足迹序列；

S52，采用步态规划器分别解析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模型文件并得到对应的三维

线性倒立摆模型，然后依据步骤S51中设定的对应的足迹序列计算出在选定的各组组合参

数下的关节轨迹；

S53，将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关节轨迹分别导入动力学仿真平台中并进行各组组

合参数下的仿人机器人模型的仿真实验；以及

S54，基于采用的标准试验方法建立实验评估准则并对各组组合参数下的仿真实验的

结果进行评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

标准试验方法为：仿人机器人在平直路面下以恒定加速度执行匀加速步行运动；

实验评估准则为：仿人机器人在执行匀加速步行运动时所能达到的最快而不摔倒的步

行速度。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步态

规划器采用三维线性倒立摆模型的预观测控制为基础的全方位步态规划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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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动力

学仿真平台包括：

模型建立模块，用于生成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和对应的模型文件；以及

OpenHRP仿真环境，用于进行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的仿真实验。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

骤S6中，包括步骤：

S61，在代理模型优化器中，以选定的多组组合参数作为输入、各组组合参数下获得的

评分作为输出建立数学代理模型；

S62，采用EGO算法对数学代理模型进行优化计算并得到处于待优化范围内的新的组合

参数；

S63，在动力学仿真平台中选定该新的组合参数并生成对应的机器人模型和模型文件；

S64，对该新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进行仿真实验并对仿真实验的结果进行评分；

S65，将该新的组合参数和该新的组合参数对应的仿真实验的结果的评分重新代入数

学代理模型中并通过EGO算法得到下一组新的组合参数；以及

S66，多次重复步骤S63-S65以进行迭代计算，最后得到最佳的组合参数。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步骤S64中，包括步骤：

S641，采用标准试验方法为新的组合参数下的仿人机器人模型设定理想的足迹序列；

S642，采用步态规划器解析新的组合参数下的模型文件并得到对应的三维线性倒立摆

模型，然后依据步骤S641中设定的足迹序列计算出在新的组合参数下的关节轨迹；

S643，将新的组合参数下的关节轨迹导入动力学仿真平台中并进行新的组合参数下的

仿人机器人模型的仿真实验；以及

S644，基于采用的标准试验方法建立实验评估准则并对新的组合参数下的仿真实验的

结果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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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自动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

优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仿人机器人是一种以双足步行运动为主要特征，外形与人类相似的机器人。大量

研究机构及企业投入资金，以期开发出具有类人的灵活运动能力以及人类智能的仿人机器

人，从而达到工业、军事、家庭服务等目标。仿人机器人灵活多变的双足步行具有很强的越

障和通过能力，外形似人的特点更易实现人机合作交流，因而极具吸引力。仿人机器人设计

的主要难点在于实现快速灵活稳定的双足步行能力，虽然这一问题经历了数十年的研究，

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成果。但目前尚不存在一种使得机器人走出实验室的系统性方法，始终

难以实现便捷健壮的步行运动控制，因而大幅增加了现实应用的不确定性。例如实现其搬

运、抓持、导引等任务时，常因最为基本的步行运动不过关，机器人提前摔倒或行进缓慢，难

以顺利完成任务。

[0003] 在影响步行效能的诸多因素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在于其机械本体的设计。

在缺乏机械结构与步行运动相互影响关系的条件下进行机器人结构设计，主要考虑“外形

似人”的需求。惯用的方法是测量人体的关键数据，并依据这些统计数据及其比例设计机构

和结构，力争达到与人类相同的关节灵活度及外形尺寸，设计宗旨是使设计结果更为“类

人”。研究人员及工程师在结构设计阶段，仅能定性的估计一些诸如机器人重心高度、脚底

板尺寸等参数，但很难定量预测机器人未来步行运动能力，因而丧失了通过优化机器人结

构实现步行运动能力提升的机会。

[0004] 在现有的步行运动研究过程中，均假设已有一个机器人成品，从而针对这个已有

的机械设计(即机器人结构尺寸已确定)不断挖掘并实施优化。常用的做法是开发一种通用

的步态规划方法，其通过参数调节、补偿、控制对关节轨迹进行优化，由此实现步行运动。在

这种优化方法中，由于机器人的结构参数无法改动，从而限制了仿人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

升潜力。

[0005] 由于人体的运动与其结构紧密联系，仿人机器人的结构参数也会对步行运动产生

极为重要的影响，因而实现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十分必要。

[0006] 在实现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过程中，虽然可以基于仿人机器人的

结构参数与步行运动参数之间存在的复杂耦合关系建立动力学方程式再实施优化，但是由

于仿人机器人腿部自由度众多、运动轨迹复杂、步行模式多种多样、同时存在大量影响步行

模式的参数，因而很难推导出动力学方程式。并且，如果再考虑到机器人的结构设计中的具

体驱动部件、传动机构回程误差和结构刚度等，则针对建立的动力学方程式再实施优化的

思路几乎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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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鉴于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

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其通过实验设计和EGO算法将仿人机器人的结构设计和步行运动协同

起来进行优化，提升了仿人机器人的步行运动能力。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

法，其包括步骤：S1，提供待优化的仿人机器人的已知结构信息，已知结构信息中包含仿人

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步行运动参数以及这些参数的待优化范围；S2，将待优化的仿人机

器人的已知结构信息导入动力学仿真平台中并生成待优化的仿人机器人模型；S3，选定处

于待优化范围内的包含仿人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的多组组合参数；S4，

在动力学仿真平台中分别生成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和对应的模型文件；

S5，基于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和对应的模型文件，在动力学仿真平台中分

别进行仿真实验并对仿真实验的结果进行评分；以及S6，采用代理模型优化器以选定的多

组组合参数作为输入、各组组合参数下获得的评分作为输出建立数学代理模型并采用EGO

算法对数学代理模型进行优化计算并最终获得最佳的组合参数。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0] 本发明基于动力学仿真平台中的仿真实验以及仿真实验的结果和代理模型优化

器的模型建立以及优化计算同时完成了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的优化和步行运动参数的

优化，这样能够充分利用仿人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对步行运动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在腿

部结构参数的确定过程中，即考虑到了步行运动的需求，同时还能够获得更优的综合运动

性能以及更为合理的腿部结构参数，由此有效提升了仿人机器人的步行运动能力。此外，本

发明采用实验设计的方法并通过代理模型优化器建立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之间

复杂的相互关系，从而避免了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与步行运动参数之间复杂的动力学方

程式的推导，简化了操作、实用性更强并降低了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偏差。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采用根据本发明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的一个实施例

中的优化结果示意图，其中，横坐标是代理模型优化器中各迭代次数对应的序号，纵坐标是

各迭代次数对应的仿真实验的结果的评分。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参照附图来详细说明根据本发明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

法。

[0013] 根据本发明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包括步骤：S1，提供待优

化的仿人机器人的已知结构信息，已知结构信息中包含仿人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步行

运动参数以及这些参数的待优化范围；S2，将待优化的仿人机器人的已知结构信息导入动

力学仿真平台中并生成待优化的仿人机器人模型；S3，选定处于待优化范围内的包含仿人

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的多组组合参数；S4，在动力学仿真平台中分别生

成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和对应的模型文件；S5，基于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

下的机器人模型和对应的模型文件，在动力学仿真平台中分别进行仿真实验并对仿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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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进行评分；以及S6，采用代理模型优化器以选定的多组组合参数作为输入、各组组合

参数下获得的评分作为输出建立数学代理模型并采用EGO (Efficient  Glo bal 

Optimization)算法对数学代理模型进行优化计算并最终获得最佳的组合参数。

[0014] 其中，待优化的仿人机器人的已知结构信息中除了包含仿人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

数、步行运动参数以及这些参数的待优化范围外，还包含所有已确定的其它部位的结构参

数，因而在动力学仿真平台中基于已知结构信息所生成的待优化的仿人机器人模型已是一

个半成品的仿人机器人模型。因此，在根据本发明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

方法中，对待优化的仿人机器人模型所做的工作就是仅优化与仿人机器人步行运动能力密

切相关的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

[0015] 在本发明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中，主要思想是将仿人机器

人的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组合起来一起作为可变参数进行优化，具体的优化思路

是：首先选定多组组合参数、然后在动力学仿真平台中对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生成对应的

机器人模型并进行运动效能的仿真实验(即实验设计的方法)，随后对各仿真实验的结果进

行相应的评分，之后在代理模型优化器中以选定的多组组合参数作为输入、各组组合参数

下获得的评分作为输出建立数学代理模型，最后采用EGO算法对数学代理模型进行优化计

算，从而经由多次迭代获得最佳的组合参数，而以最佳的组合参数生成的机器人模型即为

优化后的机器人模型。

[0016] 因此，本发明基于动力学仿真平台中的仿真实验以及仿真实验的结果和代理模型

优化器的模型建立以及优化计算同时完成了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的优化和步行运动参

数的优化，这样能够充分利用仿人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对步行运动的决定性作用，从而

在腿部结构参数的确定过程中，即考虑到了步行运动的需求，同时还能够获得更优的综合

运动性能以及更为合理的腿部结构参数，由此有效提升了仿人机器人的步行运动能力。此

外，本发明采用实验设计的方法并通过代理模型优化器建立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

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从而避免了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与步行运动参数之间复杂的动力

学方程式(在计算时需要采用实际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及驱动参数，导致理论与实际之

间的偏差大)的推导，简化了操作、实用性更强并降低了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偏差。

[0017] 这里补充说明的是，EGO算法的自动化程度及计算效率高，是迭代自适应取点策略

中的一种常用的高效全局优化方法。在代理模型优化器中，可以设置实验迭代次数(如设为

500)并使用EGO算法实施优化，最终获得最佳的组合参数。

[0018] 在步骤S1中，仿人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可包括：自脚底至髋关节的腿部总尺寸、

大腿占总腿长的比例以及髋部的间距(即两腿的间距)等三个结构参数。仿人机器人的步行

运动参数可包括：步行下蹲幅度与总腿长的比例(下蹲幅度即初始下蹲时髋部与支撑面距

离与总腿长之比)、摆动足摆动到最高点的距离、行走一步所经历的时间、以及一步步行期

间单脚支撑期所占的时间比例等四个运动参数。

[0019] 在步骤S3中，通过Latin超立方法选定多组组合参数，而各组组合参数可为包括上

述三个腿部结构参数和四个步行运动参数的7维参数。在步骤S4中，模型文件可为Vrml格式

的文件。这种文件格式可被下文所述的步态规划器直接使用。

[0020] 这里补充说明的是，各组组合参数中的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之间存在定

性的矛盾关系，例如一组矛盾关系表现为：腿部总尺寸越长，则腿部结构的运动学可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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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大，所能达到的最高步幅潜力也越大。而另一方面，腿部总尺寸越长导致仿人机器人所

对应的等效三维线性倒立摆模型(参照下文所述)的摆长越长，在考虑到步行稳定性的前提

下，单步运行周期则不能过短，因而决定了步行频率的降低。虽然步行步幅有所增加，但步

频有所降低，因而综合两者的步行速度应具有最优选择。另一组矛盾关系表现为：两腿的间

距越大，则步行过程中侧面的稳定性有所提升，仿人机器人存在提升步速的潜力，但另一方

面两腿的间距越大，则对应于更长的双脚支撑期，从而完成左右脚交换期间的重心移动，从

而降低了整体的步行频率，因而又对步速的提升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针对上述存在的矛盾

关系，也需要对仿人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同步实施优化。

[0021] 在步骤S5中，基于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和对应的模型文件，在动

力学仿真平台中分别进行仿真实验并对仿真实验的结果进行评分。具体可包括步骤：S51，

采用标准试验方法分别为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仿人机器人模型设定理想的足迹序列

(即仿人机器人模型的行走路线)；S52，采用步态规划器分别解析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

模型文件并得到对应的三维线性倒立摆模型(3D  Linear  Inverted  Pendulum  Model，缩写

为3DLIPM)，然后依据步骤S51中设定的对应的足迹序列计算出在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

关节轨迹(即仿人机器人模型的行走姿势)；S53，将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下的关节轨迹分别

导入动力学仿真平台中并进行各组组合参数下的仿人机器人模型的仿真实验；以及S54，基

于采用的标准试验方法建立实验评估准则并对各组组合参数下的仿真实验的结果进行评

分。

[0022] 在步骤S5中，所采用的标准试验方法为：仿人机器人在平直路面下以恒定加速度

执行匀加速步行运动(即仿人机器人从稳定站立开始，逐步增加步幅到峰值后再逐步降低

步幅，直至恢复稳定站立状态)。相应地，所建立的实验评估准则为：仿人机器人在执行匀加

速步行运动时所能达到的最快而不摔倒的步行速度。这种标准试验方法及实验评估准则，

考虑到了各组组合参数下的步行频率不同的问题，其能通过仿人机器人匀加速步行运动期

间所经历的总时间来确定每一步步幅的大小，从而避免了恒定步幅增长率所导致的实验间

差异问题。同时针对仿人机器人不同的腿部结构参数所引起的运动学约束，对所采用的标

准实验方法中的最高速度进行了限制，从而避免了仿人机器人步行运动期间出现由于腿部

运动学约束而产生的失稳摔倒现象。

[0023] 因此，针对所采用的标准试验方法和所建立的实验评估准则，对步骤S5的各步骤

进一步说明如下：在步骤S51中，在选定的各组组合参数已知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设定当各

组组合参数下的仿人机器人在平直路面下以恒定加速度执行匀加速步行运动时所执行的

理想的行走路线；在步骤S52中，通过步态规划器得到的是当各组组合参数下的仿人机器人

按照理想的行走路线执行匀加速步行运动时的关节轨迹；在步骤S53中，将各组组合参数下

的仿人机器人模型采用步骤S52中的关节轨迹而在动力学仿真平台中执行匀加速步行运动

并获得在仿真实验中的最高步行速度；而在步骤S54中，基于各组组合参数下的仿真实验中

仿人机器人模型所能达到的最高步行速度大小获得仿真实验的结果的评分。

[0024] 在本发明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中，所采用的动力学仿真平

台可包括：模型建立模块，用于生成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和对应的模型文件；以及

OpenHRP仿真环境，用于进行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的仿真实验。

[0025] 在动力学仿真平台的模型建立模块中，可以通过相应的接口在待优化范围内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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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合的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且在模型建立模块中生成的各组合参

数下的机器人模型还具有一系列虚拟的关节驱动器，其能够在OpenHRP仿真环境中使得机

器人模型的各个关节跟随指定的关节轨迹运动，从而实现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在指

定关节轨迹下的仿真实验。

[0026] 动力学仿真平台的OpenHRP仿真环境能够仿真机器人模型与环境的碰撞及作用力

关系，且在仿真实验期间能够输出机器人模型的各个关节以及机器人髋部的运动状态、身

体姿态以及足底受力状态，从而依据这些所输出的状态判断机器人的稳定步行状态(即稳

定行走的距离、时间以及摔倒的位置、时刻以及该时刻下所执行的步幅)。因此，由于各组合

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均能够在动力学仿真平台的虚拟的OpenHRP仿真环境下执行运动，从

而无需采用实物机器人进行反复的物理实验，大幅度降低了仿人机器人结构优化的成本。

[0027] 步态规划器采用基于3DLIPM(三维线性倒立摆模型)的预观测控制为基础的全方

位步态规划算法。其中，步态规划器依据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的给定的具体结构，通

过计算其重心高度生成一个三维线性倒立摆模型，并且步态规划器基于各组合参数下的机

器人模型的下蹲幅度、摆动足最高点高度、单脚支撑期时长以及双脚支撑期时长等4个规划

参数(可以由上述所述的三个腿部结构参数以及四个步行运动参数之间的关系计算得到)

和采用标准试验方法所设定的理想的足迹序列，计算得到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在执

行一次完整步行实验时生成全身的关节轨迹。之后将步态规划器生成的各组合参数下的机

器人模型的关节轨迹导入动力学仿真平台的OpenHRP仿真环境中，由机器人模型执行仿真

实验，最后依据机器人模型摔倒的时刻以及该时刻下所执行的步幅即可计算出摔倒时刻机

器人模型的步行速度，从而获得各组合参数下的机器人模型的仿真实验的结果的评分。

[0028] 在步骤S6中，采用代理模型优化器以选定的多组组合参数作为输入、各组组合参

数下获得的评分作为输出建立数学代理模型并采用EGO算法对数学代理模型进行优化计算

以获得最佳的组合参数。具体可包括步骤：S61，在代理模型优化器中，以选定的多组组合参

数作为输入、各组组合参数下获得的评分作为输出建立数学代理模型；S62，采用EGO算法对

数学代理模型进行优化计算并得到处于待优化范围内的新的组合参数；S63，在动力学仿真

平台中选定该新的组合参数并生成对应的机器人模型和模型文件；S64，对该新的组合参数

下的机器人模型进行仿真实验并对仿真实验的结果进行评分；S65，将该新的组合参数和该

新的组合参数对应的仿真实验的结果的评分重新代入数学代理模型中并通过EGO算法得到

下一组新的组合参数；以及S66，多次重复步骤S63-S65以进行迭代计算，最后得到最佳的组

合参数。

[0029] 进一步地，在步骤S64中，具体可包括步骤：S641，采用标准试验方法为新的组合参

数下的仿人机器人模型设定理想的足迹序列；S642，采用步态规划器解析新的组合参数下

的模型文件并得到对应的三维线性倒立摆模型，然后依据步骤S641中设定的足迹序列计算

出在新的组合参数下的关节轨迹；643，将新的组合参数下的关节轨迹导入动力学仿真平台

中并进行新的组合参数下的仿人机器人模型的仿真实验；以及S644，基于采用的标准试验

方法建立实验评估准则并对新的组合参数下的仿真实验的结果进行评分。

[0030] 代理模型优化器可在开源统计软件R环境下建立。其中，在开源统计软件R的

DiceKriging模块中基于通过Latin超立方法选定的多组组合参数以及在各组组合参下获

得的仿真实验的结果的评分建立数学代理模型，而后在开源统计软件R的DiceOptim模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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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EGO算法在待优化范围内不断生成新的组合参数，然后经过足够的循环(直至到达预设

的迭代次数)以逐步收敛于最佳的组合参数，最终在待优化范围内获得最佳的组合参数。

[0031] 最后详细介绍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

[0032] 在该实施例中，待优化的仿人机器人的身高位于60～90cm的范围中，由于仿人机

器人对其关节驱动器的输出力矩/重量比例存在苛刻的要求，在一定的成本范围内可供选

择的驱动系统类型有限，因此假定其选型已经确定，从而获得了驱动力矩、最大功率、重量

以及其三维外形尺寸等详尽信息。并且，在关节驱动器选型完毕的前提下，其控制系统、驱

动系统以及能源供给系统(如锂电池)也已确定。同时考虑到仿人机器人的视觉、听觉、语音

等智能输入输出系统的设计需求，考虑到机器人的机载计算机系统的需求，以及机器人外

形的等诸多需求，假定已经首先完成机器人上身躯干的机构和结构设计，进而得到了躯干

的完整质量分布和质心。

[0033] 基于上述已知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首先选取与仿人机器人步行运动能力密切相

关的腿部结构参数(可为三个)和步行运动参数(可为四个)。具体地，三个腿部结构参数为：

自脚底至髋关节的腿部总尺寸l、大腿占总腿长的比例lr和髋部的间距w。四个运动参数为：

步行下蹲幅度与总腿长的比例h、摆动足摆动到最高点的距离s、行走一步所经历的时间t、

以及一步步行期间单脚支撑期所占的时间比例tr。这些参数的待优化范围如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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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0035] 然后，采用本发明上文所述的仿人机器人的结构与运动的协同优化方法在表中的

待优化范围内对仿人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进行优化。在该实施例中，通

过Latin超立方法选取了70组组合参数以用于建立数学代理模型，同时在代理模型优化器

中设定迭代次数为300。

[0036] 参照图1(横坐标是代理模型优化器中各迭代次数对应的序号，纵坐标是各迭代次

数对应的仿真实验的结果的评分)，其中评分越小结果越佳，即最低点所对应的仿人机器人

的最佳的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

[0037] 在该实施例中，具体的优化结果为：最低点所对应的自脚底至髋关节的腿部总尺

寸l是0.7194m，大腿长为0.4087m，因而小腿长度是0.3107，髋部的间距w为0.0700m，摆动足

摆动到最高点的距离s为0.0869m，行走一步所经历的时间t为1.0465s，一步步行期间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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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期的时间为0.9852s，下蹲高度为0.5570m。

[0038] 上述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动参数优化后的结果表明：大腿与小腿的尺寸并不相

等，大腿大于小腿的长度。其中，由于人类的大腿和小腿近似相等，因此上述优化结果与直

接仿造人类而设计出来的仿人机器人在结构设计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其他参数的最优

值也与OpenHRP仿真环境中的默认值不同，因而通过仿人机器人的腿部结构参数和步行运

动参数的协同优化可以有效提升仿人机器人的步行运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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