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464582.2

(22)申请日 2017.06.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27477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0.20

(73)专利权人 天津大学

地址 300350 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雅

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

(72)发明人 丁雅斌　虢薇　罗振军　黄田　

(74)专利代理机构 天津市北洋有限责任专利代

理事务所 12201

代理人 王丽英

(51)Int.Cl.

G09B 25/02(2006.01)

G06F 17/50(2006.01)

G06F 3/0346(2013.01)

(56)对比文件

US 2011054685 A1,2011.03.03,全文.

CN 103116318 A,2013.05.22,全文.

CN 104835406 A,2015.08.12,全文.

CN 104700705 A,2015.06.10,全文.

CN 204322082 U,2015.05.13,全文.

审查员 韩潇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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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V-Rep的机器人虚拟

示教方法，步骤为：在离线仿真软件V-Rep中存储

示教系统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开发人机交互界

面；将三维鼠标通过无线接收器连接至计算机的

USB接口上；在虚拟机的界面内设置三维鼠标与

计算机主机断开连接，与虚拟机建立连接，打开

并运行V-Rep软件中预先存储的虚拟示教场景文

件；V-Rep中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运行后，输入机

器人示教关键点的位置坐标；示教结束后，实现

可见机器人末端在两个示教关键点之间的运动

以再现示教过程；在再现过程中，进行逆解计算。

采用本系统具有更好的体验性和交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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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V-Rep的机器人虚拟示教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在计算机上安装VM虚拟机，在VM虚拟机上安装Ubuntu系统，在Ubuntu系统中安装机

器人离线仿真软件V-Rep并安装配置Lua-SDL2及其模块库，在离线仿真软件V-Rep中存储示

教系统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在所述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中设置有两个相同的六自由度机

器人，一个为可见六自由度机器人，另一个为不可见六自由度机器人，两个相同的六自由度

机器人在世界坐标系下的位置设置为相同，示教场景文件的程序存储在两个Lua子脚本中，

其中一个是存储示教再现的核心程序的线程子脚本，另一个是存储了实时逆解的辅助程序

的非线程子脚本，所述的线程子脚本中包含三维鼠标的信号采集、示教再现过程和用户界

面编辑三部分，可见六自由度机器人为实体设置，绑定线程子脚本，另一个不可见六自由度

机器人绑定非线程子脚本；

(2)基于V-Rep内置的OpenGL的自定义用户界面开发人机交互界面，以对话框的形式呈

现，所述的人机交互界面包含了示教过程中键入关键点位姿以及再现过程中显示虚拟机器

人实时的关节角参数的编辑栏、确定关键点和运行的相关按键、调整虚拟机器人末端运动

灵敏度的滑块和相关标签，界面上的任何动作在V-Rep中是以信息的形式被API函数截取和

调用的，从而控制虚拟机器人末端到达指定位姿；

(3)将三维鼠标通过无线接收器连接至计算机的USB接口上；

(4)开启计算机，依次运行VM虚拟机、Ubuntu系统以及V-Rep软件，并在虚拟机的界面内

设置三维鼠标与计算机主机断开连接，与虚拟机建立连接，打开并运行V-Rep软件中预先存

储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

(5)V-Rep中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运行后，输入机器人示教关键点的位置坐标；

(6)示教结束后，点击人机交互界面的运行按键，利用预先在Lua脚本中编写好的运动

函数，实现可见机器人末端在两个示教关键点之间的运动以再现示教过程；

(7)在再现过程中，线程子脚本和非线程子脚本间信号相互传递，非线程子脚本在Lua

脚本内调用逆解函数以及逆解判断语句，采用Pseudo方法实时逆解计算，在实时逆解计算

过程中，判断逆解是否存在，若不存在逆解时，则输出提示，逆解计算模型转为采用阻尼最

小二乘方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V-Rep的机器人虚拟示教方法，其特征在于：输入机器人

示教关键点的位置坐标的步骤为：在V-Rep打开的场景文件的Lua脚本中，加载Lua-SDL2库

并调用库内的相关函数，人工操纵三维鼠标，使虚拟场景内的可见机器人末端根据人手的

动作移动到指定位姿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V-Rep的机器人虚拟示教方法，其特征在于：输入机器人

示教关键点的位置坐标的步骤为：采用通过虚拟示教的人机交互界面，在界面内键入可见

机器人末端的位置值和姿态角，从而控制虚拟场景内的可见机器人末端直接到达指定位

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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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V-Rep的机器人虚拟示教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机器人虚拟示教系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V-Rep的机器人虚拟示

教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机器人示教系统的性能和界面设计直接影响着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效果，从最早的

单一命令输入到现在的集编程、仿真、测试、系统设置等功能于一身的高度集成系统，在机

器人系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有的机器人示教系统通常是一组硬件装置，包括示教

盒，手柄等输入输出设备，并通过线缆与机器人控制柜连接实现对机器人的示教和控制。但

是这些装置的开发与生产成本较高，同时线缆也束缚了操作者的工作范围。

[0003] 随着计算机和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同时考虑到生产效率和安全等因素，通过计

算机对机器人进行离线控制已成为全世界机器人产业的主流趋势。现如今，国外许多公司

都开发出了自主的机器人离线仿真系统，如：ABB公司的离线编程仿真系统ABB 

RobotStudio、KUKA公司的主要用于机器人码垛、物流运输模拟仿真以及可以模拟示教盒操

作的KUKA  SIM  PRO以及FANUC公司的离线编程软件FanucWorks等。但是，以上离线仿真软件

大多只支持自己公司的机器人，不能完全满足客户各种各样的自动化线控制要求，通用性、

兼容性、用户集成性不强。而且，各种系统所支持的机器人编程语言也有较大差异。以上这

两点这给客户的使用和自主系统开发都带来了不便。

[0004] 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具有开放式框架的机器人仿真软件，为复杂机器人控制系

统的开发提供了开源的平台。同时，各种输入、输出设备的种类和功能也逐渐丰富起来，通

过数据接口或集成的方式，为丰富系统的功能提供了可能。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已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以具有开放式框架的机器人仿

真软件V-Rep作为中间件平台，实现了具有人机交互功能的无线三维鼠标的集成，既丰富了

系统的示教形式，同时也摆脱了线缆对工作范围的限制的基于V-Rep的机器人虚拟示教系

统。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本发明的一种基于V-Rep的机器人虚拟示教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在计算机上安装VM虚拟机，在VM虚拟机上安装Ubuntu系统，在Ubuntu系统中安

装机器人离线仿真软件V-Rep并安装配置Lua-SDL2及其模块库，在离线仿真软件V-Rep中存

储示教系统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在所述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中设置有两个相同的六自由

度机器人，一个为可见六自由度机器人，另一个为不可见六自由度机器人，两个相同的六自

由度机器人在世界坐标系下的位置设置为相同，示教场景文件的程序存储在两个Lua子脚

本中，其中一个是存储示教再现的核心程序的线程子脚本，另一个是存储了实时逆解的辅

助程序的非线程子脚本，所述的线程子脚本中包含三维鼠标的信号采集、示教再现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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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编辑三部分，可见六自由度机器人为实体设置，绑定线程子脚本，另一个设置六自

由度机器人为不可见，绑定非线程子脚本；

[0009] (2)基于V-Rep内置的OpenGL的自定义用户界面开发人机交互界面，以对话框的形

式呈现，所述的人机交互界面包含了示教过程中键入关键点位姿以及再现过程中显示虚拟

机器人实时的关节角参数的编辑栏、确定关键点和运行的相关按键、调整虚拟机器人末端

运动灵敏度的滑块和相关标签，界面上的任何动作在V-Rep中是以信息的形式被API函数截

取和调用的，从而控制虚拟机器人末端到达指定位姿；

[0010] (3)将三维鼠标通过无线接收器连接至计算机的USB接口上；

[0011] (4)开启计算机，依次运行VM虚拟机、Ubuntu系统以及V-Rep软件，并在虚拟机的界

面内设置三维鼠标与计算机主机断开连接，与虚拟机建立连接，打开并运行V-Rep软件中预

先存储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

[0012] (5)V-Rep中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运行后，输入机器人示教关键点的位置坐标；

[0013] (6)示教结束后，点击人机交互界面的运行按键，利用预先在Lua脚本中编写好的

运动函数，实现可见机器人末端在两个示教关键点之间的运动以再现示教过程；

[0014] (7)在再现过程中，线程子脚本和非线程子脚本间信号相互传递，非线程子脚本在

Lua脚本内调用逆解函数以及逆解判断语句，采用Pseudo方法实时逆解计算，在实时逆解计

算过程中，判断逆解是否存在，若不存在逆解时，则输出提示，逆解计算模型转为采用阻尼

最小二乘方法。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系统针对传统在线示教的成本高、效率低、安全性

差等缺点，采取离线示教的方式，除了支持常规的通过示教界面进行示教的方式外，由于是

基于开放式的软件平台V-Rep开发的，故实现了将无线三维鼠标通过Lua-SDL2开源库集成

在V-Rep上，使得人可以通过操纵三维鼠标，直接驱动虚拟场景内的机器人末端运动，如同

将机器人末端握在手中，将人的自身感官融入到示教过程中，具有更好的体验性和交互性。

同时，三维鼠标通过无线接收器连接至计算机，摆脱了传统线缆连接的限制，使人拥有更大

的操作空间。另外，该系统是开放式的系统，不仅仅局限于现有功能，后期还可以根据用户

需要对其功能进行扩充，从而实现对于不同类型机器人，同种机器人不同方式的示教以及

相关辅助功能。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基于V-Rep的机器人虚拟示教系统的硬件组成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基于V-Rep的机器人虚拟示教系统的软件组成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中人手操纵三维鼠标运动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的基于V-Rep的机器人虚拟示教系统的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方式和附图，对

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在此，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但并

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1] 如图1-图4所示，本发明的基于V-Rep的机器人虚拟示教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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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1)在计算机上安装VM虚拟机  Workstation  12  Pro(可以采用12.1.0 

build-3272444版本)，在VM虚拟机上安装Ubuntu系统(可以采用ubuntu-15.10-desktop-

amd64版本，64位)，在Ubuntu系统中安装机器人离线仿真软件V-Rep(可以采用V-REP  PRO 

EDU  V3.3.1版本,Linux  64位)并安装配置Lua-SDL2及其模块库，在离线仿真软件V-Rep中

存储示教系统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在所述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中设置有两个相同的六自

由度机器人，一个为可见六自由度机器人，另一个为不可见六自由度机器人，两个相同的六

自由度机器人在世界坐标系下的位置设置为相同，示教场景文件的程序存储在两个Lua子

脚本中，其中一个是存储示教再现的核心程序的线程子脚本，另一个是存储了实时逆解的

辅助程序的非线程子脚本。所述的线程子脚本中包含三维鼠标的信号采集、示教再现过程

和用户界面编辑三部分。可见六自由度机器人为实体设置，绑定线程子脚本；另一个设置六

自由度机器人为不可见，绑定非线程子脚本。

[0023] (2)基于V-Rep内置的OpenGL的自定义用户界面开发人机交互界面，以对话框的形

式呈现，所述的人机交互界面包含了示教过程中键入关键点位姿以及再现过程中显示虚拟

机器人实时的关节角参数的编辑栏、确定关键点和运行的相关按键、调整虚拟机器人末端

运动灵敏度的滑块和相关标签。界面上的任何动作，如：点击按键、输入编辑栏以及滑块移

动，在V-Rep中是以信息的形式被API函数截取和调用的，从而控制虚拟机器人末端到达指

定位姿。

[0024] (3)将三维鼠标通过无线接收器连接至计算机的USB接口上。

[0025] (4)开启计算机，依次运行VM虚拟机、Ubuntu系统以及V-Rep软件，并在虚拟机的界

面内设置三维鼠标与计算机主机断开连接，与虚拟机建立连接；打开并运行V-Rep软件中预

先存储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

[0026] (5)V-Rep中的虚拟示教场景文件运行后，通过两种方式输入机器人示教关键点的

位置坐标：

[002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输入机器人示教关键点的位置坐标的步骤

为：在V-Rep打开的场景文件的Lua脚本中，加载Lua-SDL2库并调用库内的相关函数，人工操

纵三维鼠标，使虚拟场景内的可见机器人末端根据人手的动作移动到指定位姿处。其具体

的实现方式为：人为操纵三维鼠标获得机器人各轴移动量和转动量后，采用对各轴量的累

加的方式，根据最终累加的结果设定虚拟机器人末端的位姿，从而实现人手对可见机器人

末端位姿的连续控制，使可见机器人末端根据人手的平动或转动相应地移动到指定位姿

处。

[0028] 当然也可以采用通过虚拟示教的人机交互界面，在界面内键入可见机器人末端的

位置值和姿态角，从而控制虚拟场景内的可见机器人末端直接到达指定位姿。

[0029] (6)示教结束后，点击人机交互界面的运行按键，利用预先在Lua脚本中编写好的

运动函数，实现可见机器人末端在两个示教关键点之间的运动以再现示教过程。以执行

MoveL指令为例，进行详细说明如下：利用预先在Lua脚本中编写好的直线运动函数

simRMLMoveToPosition(其函数参数包括：当前位姿处的速度、加速度，运动过程中的最大

速度、加速度、跃度，目标位姿处的位置、姿态、速度，可根据任务要求在程序中提前设定；其

函数返回参数包括：函数是否成功运行的标记值，新的位置、姿态、速度、加速度以及仿真剩

余时间，可根据需要选择性地获取返回值)，实现可见机器人末端在两个示教关键点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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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运动(MoveL指令)。

[0030] (7)在再现过程中，为保证逆解计算的实时性，线程子脚本和非线程子脚本间信号

相互传递，非线程子脚本在Lua脚本内调用逆解函数以及逆解判断语句，采用Pseudo方法实

时逆解计算，在实时逆解计算过程中，判断逆解是否存在，若不存在逆解时，则输出提示，逆

解计算模型转为采用阻尼最小二乘方法，以保证运行稳定。

[0031] 逆解计算模型采用Pseudo方法可以保证逆解存在时以较快的速度运行。

[0032] 尽管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

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并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下，还可

以作出很多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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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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