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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玻璃边缘处向下移

动处理方法，包括：当擦窗机器人处于玻璃边缘

处时，通过判定擦窗机器人运行方向切换次数决

定擦窗机器人进行向下移动时，执行交叉移动计

数方法的次数；在执行该方法过程中，第一足M1

和第一足M2遵循“先退先进，后退后进”的原则，

即先远离玻璃边缘迈出一步的足，在另一个足接

着远离玻璃边缘后，率先向玻璃边缘迈步；在靠

近玻璃边缘过程中进行触碰玻璃边缘检测，未发

现玻璃边缘，则继续向前行进检测；最后，根据交

叉移动计数方法执行次数，在有效减少玻璃边缘

位置误判的情况下，实现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的向

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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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玻璃边缘处向下移动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执行交叉移动计数方法，首先判断摆动式擦窗机器人触碰玻璃边缘次数，第一

次触碰玻璃边缘时，直接改变行进方向，不执行后续步骤；当擦窗机器人第二次及以后触碰

玻璃边缘时，交叉移动计数方法执行两次以实现一定距离的向下移动，擦窗机器人继续执

行

步骤2；

步骤2：控制擦窗机器人机身上方一足后退一定角度，远离玻璃边缘，此后控制第二足

M2后退，远离玻璃边缘，直至擦窗机器人机身竖直，第二足M2停止后退；

步骤3：步骤2中先远离玻璃边缘的第一足M1继续向行进方向运动并进行功率反馈检

测，在机身限定角度范围内，如果第一足M1并未检测到触碰玻璃边缘，则擦窗机器人维持行

进方向，继续向前正常行走并时刻检测触碰玻璃边缘情况，不执行后续步骤；否则，如果第

一足M1在第一次向玻璃边缘靠近过程中，检测到触碰玻璃边缘，则说明第一足M1在交叉移

动计数方法下已抵达玻璃边缘，置交叉移动计数方法下第一足M1触碰玻璃边缘标志位为1，

执行

步骤4；

步骤4：控制第二足M2向行进方向运动并进行功率反馈检测，在机身限定的角度范围

内，如果第二足M2并未检测到触碰玻璃边缘，则说明步骤3中第一足M1触碰玻璃边缘的判断

为误判，清除交叉移动计数方法下第一足M1触碰玻璃边缘标志位为0，擦窗机器人维持行进

方向，继续向前正常行走并时刻检测触碰玻璃边缘情况，不执行后续步骤；如果第二足M2在

第一次向玻璃边缘靠近过程中，检测到触碰玻璃边缘，则说明第二足M2在交叉移动计数方

法下已抵达玻璃边缘，置交叉移动计数方法下擦窗机器人触碰玻璃边缘标志位为1，清除交

叉移动计数方法下第一足M1触碰玻璃边缘标志位为0，至此交叉移动计数方法执行完一次；

步骤5：根据程序设定交叉移动计数方法执行次数，重复执行步骤2至步骤4，当达到设

定次数后，清除交叉移动计数方法下擦窗机器人触碰玻璃边缘标志位为0，改变擦窗机器人

行进方向并退出交叉移动计数方法，进入正常行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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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玻璃边缘处向下移动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家居控制领域，具体涉及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玻璃边缘处向下移动

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智慧生活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市场上已经有了多种类型的擦窗机器人并已

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摆动式擦窗机器人因其采用负压吸附原理，同时将擦窗转盘当

做行走机构完成摆动式行走动作，将吸附、行走以及擦拭动作合一，在消除擦痕的同时能最

大限度地改善擦拭效果而在市面上较为常见。但是目前市场上摆动式擦窗机器人仍存在着

擦除路径折返处效率较低、容易出现擦除死区的情况，因此如何给出一种有效地向下移动

方法以提高执行效率并同时减小擦窗死区成为亟待解决的重点。

[0003] 目前，针对擦窗机器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形结构设计、驱动方式设计、控制方法

等方面，针对具体的玻璃边缘处向下移动处理方法研究较少。施红兵、颜昌林提出一种新型

的摆动式自行走擦窗机器人及其控制方法(施红兵.摆动式自行走擦窗机器人及其控制方

法:中国,104905728[P].2015-09-16) ,给出了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的机械结构设计以及运动

控制方法，详细介绍了该种类型擦窗机器人组成部件以及工作原理，但却没有介绍分析摆

动式擦窗机器人在玻璃边缘处向下移动处理的方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的张

厚祥、吴星明、宗光华介绍了一种高层擦窗机器人系统，使用三菱公司FX2N可编程控制器对

X、Y、Z三个方向上的气缸进行控制，实现了高层擦窗的基本功能(张厚祥,吴星明.擦窗机器

人控制系统[J].微计算机信息,2000(1):30-32.)，但是其结构复杂，成本较高，不适宜于家

用擦窗条件；王舒欢、李红利将语音控制方法加入到擦窗机器人的控制中，采用了DTW

(Dynamic  Time  Warping ,动态时间规整)语音识别技术，将控制任务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

细分(王舒欢.一种语音控制擦窗机器人方法:中国,104865973[P].2015-08-26)，但其研究

基于擦窗机器人已经能完成基本运动功能之上进行的遥控控制方法的研究，并未涉及擦窗

机器人控制器内部程序针对玻璃边缘检测方面的判断处理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点，提供一种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玻璃边缘处向下

移动处理方法。

[0005] 本发明针对摆动式擦窗机器人具体控制流程中玻璃边缘处向下移动方法相关部

分，给出交叉移动计数方法实现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玻璃边缘处向下运动，在移动过程中加

入误判检测，目的在于实现玻璃边缘处交叉向下移动的一个高效的控制方法，使得摆动式

擦窗机器人在工作中尽可能地减少擦窗死区，提高擦除率。

[0006]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而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当擦窗机器人处于玻璃边缘处

时，通过判定擦窗机器人运行方向切换次数决定擦窗机器人进行向下移动时，执行交叉移

动计数方法的次数，交叉移动计数方法流程图如图1所示。在执行该方法过程中，第一足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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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一足M2遵循“先退先进，后退后进”的原则，即先远离玻璃边缘迈出一步的足，在另一个

足接着远离玻璃边缘后，率先向玻璃边缘迈步，其执行示意图如图2所示。在靠近玻璃边缘

过程中进行触碰玻璃边缘检测，未发现玻璃边缘，则继续向前行进检测，最后，根据交叉移

动计数方法执行次数，在有效减少玻璃边缘位置误判的情况下，实现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的

向下运动，具体步骤如下：

[0007] 步骤1：执行交叉移动计数方法，首先判断摆动式擦窗机器人触碰玻璃边缘次数，

第一次触碰玻璃边缘时，直接改变行进方向，不执行后续步骤；当擦窗机器人第二次及以后

触碰玻璃边缘时，交叉移动计数方法执行两次以实现一定距离的向下移动，擦窗机器人继

续执行步骤2。

[0008] 步骤2：控制擦窗机器人机身上方一足后退一定角度，远离玻璃边缘，此后控制第

一足M2后退，远离玻璃边缘，直至擦窗机器人机身竖直，第一足M2停止后退。

[0009] 步骤3：步骤2中先远离玻璃边缘的第一足M1继续向行进方向运动并进行功率反馈

检测，在机身限定角度范围内，如果第一足M1并未检测到触碰玻璃边缘，则擦窗机器人维持

行进方向，继续向前正常行走并时刻检测触碰玻璃边缘情况，不执行后续步骤；否则，如果

第一足M1在第一次向玻璃边缘靠近过程中，检测到触碰玻璃边缘，则说明第一足M1在交叉

移动计数方法下已抵达玻璃边缘，置交叉移动计数方法下第一足M1触碰玻璃边缘标志位为

1，执行步骤4。

[0010] 步骤4：控制第一足M2向行进方向运动并进行功率反馈检测，在机身限定的角度范

围内，如果第一足M2并未检测到触碰玻璃边缘，则说明步骤3中第一足M1触碰玻璃边缘的判

断为误判，清除交叉移动计数方法下第一足M1触碰玻璃边缘标志位为0，擦窗机器人维持行

进方向，继续向前正常行走并时刻检测触碰玻璃边缘情况，不执行后续步骤；如果第一足M2

在第一次向玻璃边缘靠近过程中，检测到触碰玻璃边缘，则说明第一足M2在交叉移动计数

方法下已抵达玻璃边缘，置交叉移动计数方法下擦窗机器人触碰玻璃边缘标志位为1，清除

交叉移动计数方法下第一足M1触碰玻璃边缘标志位为0，至此交叉移动计数方法执行完一

次。

[0011] 步骤5：根据程序设定交叉移动计数方法执行次数，重复执行步骤2至步骤4，当达

到设定次数后，清除交叉移动计数方法下擦窗机器人触碰玻璃边缘标志位为0，改变擦窗机

器人行进方向并退出交叉移动计数方法，进入正常行走模式。交叉移动计数方法具体执行

流程图如图1所示。

[0012] 本发明提供的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玻璃边缘处向下移动处理方法对比现有技术有

如下的有益效果：

[0013] 1、引入容错判断模式以及交叉移动技术方法，多次验证触碰玻璃边缘准确性，有

效避免擦窗机器人对玻璃边缘的误判，减少擦窗死区。

[0014] 2、使用交叉移动计数方法，有效解决摆动式擦窗机器人向下移动问题，状态逻辑

清晰。

[0015] 3、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玻璃边缘相关处理更加灵活，清洁力度更强。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交叉移动计数方法执行示意图，以足擦窗机器人上方第一足M1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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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为例，介绍交叉移动计数方法执行流程；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交叉移动计数方法流程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的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玻璃边缘处向下移动处理方法实验所用Win-

Robot摆动式擦窗机器人；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一种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玻璃边缘处向下移动处理方法通

过简单实例作进一步描述。

[0020] 本发明一种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玻璃边缘处向下移动处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内容：当

擦窗机器人处于玻璃边缘处时，通过判定擦窗机器人运行方向切换次数决定擦窗机器人进

行向下移动时，执行交叉移动计数方法的次数，交叉移动计数方法流程图如图2所示。在执

行该方法过程中，第一足M1和第一足M2遵循“先退先进，后退后进”的原则，即先远离玻璃边

缘迈出一步的足，在另一个足接着远离玻璃边缘后，率先向玻璃边缘迈步，其执行示意图如

图1所示。在靠近玻璃边缘过程中进行触碰玻璃边缘检测，未发现玻璃边缘，则继续向前行

进检测，最后，根据交叉移动计数方法执行次数，在有效减少玻璃边缘位置误判的情况下，

实现摆动式擦窗机器人的向下运动。在实施案例中，使用图3所示Win-Robot摆动式擦窗机

器人，其部分基本参数如下：

[0021] 净重：0.94kg

[0022] 尺寸：300×150×120mm(长*宽*高)

[0023] 擦窗底盘轴心距：150mm

[0024] 转盘半径：145mm

[0025] 擦除速度：4分钟/平方公尺

[0026] 以约定擦窗机器人上方足为第一足M1，以在玻璃右边缘向下运动为例，实例实施

具体过程如下：

[0027] 步骤1，确认执行交叉移动计数方法的次数

[0028] 设定当擦窗机器人进入正常行走模式时，发出声光报警并停止运转。将擦窗机器

人放置在靠近玻璃边缘位置附近，启动擦窗机器人，其首先向右运动，实验中，当擦窗机器

人准确触碰玻璃边缘后，其立刻停止了运转并发出声光报警，说明擦窗机器人第一次触碰

玻璃边缘时，直接执行了改变行进方向操作，执行交叉移动方法的次数为0。

[0029] 步骤2-4，擦窗机器人一次以上触碰玻璃边缘时，执行事先设定交叉移动计数方法

执行的次数。

[0030] Win-Robot初次运行方向向左，程序中设定交叉移动两次后停止运转并报警。在其

第一次触碰玻璃边缘后，直接切换行进方向，Win-Robot向右正常行走。当Win-Robot达右侧

玻璃边缘时，其会执行如图1所示交叉移动计数方法，Win-Robot会首先将机身上方擦窗底

盘(即图1中第一足M1)向左退回一定角度，程序中设定Win-Robot机身与竖直方向夹角为15

度后，Win-Robot控制第一足M2向左后退，直至机身竖直。此后，第一足M1会先向右运动并检

测到触碰玻璃边缘，紧接着第一足M2向右运动并检测到触碰玻璃边缘。

[0031] 步骤5，根据擦窗机器人触碰玻璃边缘次数执行相应次数交叉移动计数方法

[0032] 由于在程序中设定Win-Robot执行两次交叉移动计数，在步骤4结束后，Win-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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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重复执行一遍步骤2至4，并在最后第一足M2触碰玻璃边缘后，Win-Robot停止运转并报

警。

[0033] 在交叉移动计数方法误判实验测试中，使用木条模拟玻璃边缘，Win-Robot执行交

叉移动计数流程，当其执行到图1中的流程3时，取走放置的木条，第一足M1向右运动不超过

限定角度过程中，并未检测到“玻璃边缘”，Win-Robot将会先控制第一足M2向右运动并检

测，实现正常行走，从而实现该方法避免因玻璃边缘误判而形成的擦窗死区出现的目的。

[0034] 本说明书实施例所述的内容仅仅是对发明构思的实现形式的列举，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不应当被视为仅限于实施例所陈述的具体形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也及于本领域技术

人员根据本发明构思所能够想到的等同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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