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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采用MATLAB 建立了弧焊机器人工作空间场景模型 , 基于 Internet实现了

机器人的远程运动仿真。在仿真的基础上 ,采用 CORBA-CGI方式实现了弧焊机器人

的 Internet远程控制。仿真和控制试验结果表明 , 设计的机器人远程运动控制方案是可

行的 ,它有效地克服了网络时延的问题。为基于 Internet的机器人远程运动控制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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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　　言

核电站中设备的维修 ,深海资源的开发 ,空间探

索等危险环境或人类难以到达的环境中都会用到焊

接。这些工作最适合用遥控的方法去做 ,从而解除

对人的健康危害和生命威胁[ 1]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

发展 ,网络技术对制造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利用网

络技术 ,可以有效地在基于 Internet的范围内对现场

数据进行采集 、分析和控制而不必亲临现场 ,大大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 。最近几年很多基于 Internet 的机

器人系统相继在网络上出现。基于网络的机器人的

思想是由 Ken Goldberg 于 1994 年春首先提出并在

Mercury Project中实现的[ 2] 。几乎与此同时还有西

澳大利亚大学 Kenneth Taylor[ 3]研发的装有摄像头的

机械手臂 ,它支持网络用户在工作空间中控制机器

人搭积木等活动 。近年来国内也逐步开展了这方面

的研究工作 ,比如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的王庆鹏等

人分析了 Internet网络时间延迟的主要组成及其基

本特性 ,设计了以移动机器人为对象的基于 Internet

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时延补偿方法
[ 4]
。

网络的带宽 、时延 、数据丢失等是基于网络的机

器人控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5] 。作者为了克服时延

的问题 ,首先通过机器人和环境对象的计算机在线

仿真交互地规划机器人的任务。此后 ,按照规划的

运动发送到远端控制真实机器人。这样就保证了控

制的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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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结构

整个硬件系统的结构如图 1所示。这个硬件系

统包括用户计算机 , HTTP Web服务器 , MATLAB服

务器 , CORBA服务器 ,机器人控制器和机器人。用

户计算机可以使用任何类型计算机和操作系统 ,但

须能够连上 Internet ,HTTP Web 服务器也可以是支

持任何 CGI 程序运行的Web服务器 ,文中采用的是

Microsoft的 IIS5.0 , MATLAB 和 CORBA 服务器可以

是普通的计算机 ,CORBA服务器和机器人控制器之

间采用的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总线通讯 ,采

用ADLINK的 PCI7841CAN总线通讯卡 ,机器人采用

的沈阳自动化所的六自由度弧焊机器人 RH6。

图 1　硬件系统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hardware system

整个软件系统结构分为运动仿真子系统和运动

控制子系统 ,软件系统结构图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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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软件系统结构框图

Fig.2　Structure of software system

　　操作者通过Web 浏览器向 Web 服务器发送

URL ,Web服务器根据用户要求向用户发送所需的

页面 。用户根据下载的页面在上面填写表单 。然后

提交到HTTP 服务器 。HTTP 服务器收到这些数据

之后 ,便会运行对应的CGI程序。如果是仿真要求 ,

则会调用 matweb程序 ,matweb和 MATLAB Server 之

间以 TCP/ IP 通讯 。将仿真数据传送到 MATLAB ,

MATLAB仿真结束后将结果写入模板网页 ,然后向

用户反馈。如果操作者发过来的是控制命令 ,则会

调用 CORBA的客户端 ,客户端通过 CORBA的 ORB

向CORBA服务器发送控制命令。CORBA服务器再

通过 CAN总线通讯将命令发送到机器人控制器.最

终由机器人控制器控制机器人的运动。

2　运动仿真系统

由于机器人运动计算中涉及大量的坐标变换和

矩阵运算 ,因此文中的运动仿真系统采用了 MAT-

LAB.MATLAB是集通用科学计算 、绘图 、系统建模

和程序语言设计为一体的高效科学计算软件 。

MATLABWeb Server 工具箱 ,允许将Web 页中的数

据导入到 MATLAB工作空间 ,再利用 MATLAB的数

值处理 、计算 、作图以及与用户交互的能力对数据进

行处理 ,进而将结果反馈到Web页中。

2.1　系统原理

MATLABWeb Server 原理结构如图 2 所示仿真

子系统部分。MATLAB的Web应用主要由两部分组

成 ,一部分是MATLAB Web服务器 ,它实际上是一个

可执行的应用程序 matlabserver.exe ,是 MATLAB 应

用程序运行的环境 ,它必须和MATLAB 安装在同一

台计算机上;另一部分是 Web服务代理 ,一个可执

行 CGI程序 matweb.exe ,它将所有对 MATLAB 的请

求重定向到 matlabserver.exe 进行处理。在设置

MATLAB Web应用环境时 ,其中 MATLAB Web 服务

代理必须与系统的Web 服务器安装在同一台机器

上 。而MATLABWeb服务程序则可以在同一台机器

中 ,也可在不同的机器中。在试验中为了减轻Web

服务器的负担 ,将 MATLAB Web服务程序配置在不

同的机器上。这可以通过分别修改配置文件

matweb.conf 与 matlabserver.conf 来实现对 MATLAB

Web服务代理与MATLAB Web服务程序的配置。

2.2　机器人工作空间场景建模

由于操作者远离工作现场 ,在控制机器人实际

运动之前 ,必须对机器人的运动路径进行规划和仿

真 。因此建立了机器人的工作空间场景模型。

在机器人的工作空间中有一个圆形的工作台和

工作台上的对接工件。建立了这些场景相对于机器

人基坐标的实体 1∶1模型。图 3是建立的机器人工

作空间场景模型。

3　运动控制系统

机器人的运动控制部分采用了 CORBA-CGI网

关的设计模式[ 6] 。实现了基于 Internet的机器人远

程运动控制 。参见图 2的运动控制子系统部分。

首先 ,在一个已有的静态HTML页面上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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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机器人工作空间场景模型

Fig.3　Robot workspace model

个要执行的服务器端 CGI脚本的映射。这个 CGI脚

本同时也是一个 CORBA 客户瑞 。通过 CGI 接口

确认将被调用的CORBA客户端后 , CORBA客户端

能够在 Intranet内通过访问 CORBA server来处理请

求 。当 CORBA请求处理完毕后 , CORBA客户端在

HTTP 服务器端汇总处理结果 。CGI 脚本负责动态

产生一个 HTML页面作为发送到 HTTP 服务器的输

出结果 。

3.1　IDL(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接口定义

进行 CORBA程序的开发 ,最重要的是接口定义

的确定 。图 4是作者用 Rational Rose 设计的 IDL 模

型图 。图中左面的框图是四个机器人的 CORBA结

构 ,右面是接口定义。

利用设计的 IDL 模型 ,生成了 IDL 接口代码 ,

IDL接口方法如表 1。然后采用 VisiBroker for C++

提供的工具 idl2cpp 生成了 C ++源码 Robot_c.h ,

Robot_c.cpp , Robot_s.h , Robot_s.cpp ,其中前两个为

客户端存根程序 ,后两个为服务端的框架程序。

图 4　IDL接口定义图

Fig.4　Definition of IDL interface

表 1　IDL接口方法

Table 1　Mothods of IDL interface

接口方法 描　　述

Move forward 沿空间直角坐标的 x 正向运动

Move backward 沿空间直角坐标的 x 反向运动

Get joints 取得机器人当前的各关节值

Get poses 取得机器人当前的各位姿值

Goto originPoint 返回机器人的直角坐标原点

Set modifyMode 设置机器人的实时修正模式 0-Tech , 1-Excu

Get modifyMode 获取机器人的实时修正模式 0-Tech , 1-Excu

Get movementStatus 获取机器人的当前运动状态 0-停止 , 1-运动

Move to 运动到指定空间直角坐标点(x , y , z)

Circle around 机器人绕圆周运动

DetIncr 机器人微动

Set speed 设置机器人的运动速度

Emergency stop 机器人紧急停止

3.2　CORBA程序的实现

CORBA程序分为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 文中采

用C ++ Builder 编写 。CORBA 客户端也就是 CGI

脚本程序需在工程中加入客户端存根程序 。文中主

要采用了 GET 方法将窗体数据从服务器传给 CGI

程序 。C ++ Builder 提供了一个名为 GetEnviron-

mentVariable 的函数。可以直接读取环境变量

QUERY_STRING 的值。另一方面 CORBA 客户端还

要对 ORB初始化 ,绑定到 CORBA 服务器对象。然

后等待对对象引用方法的调用。将获取的从网页传

来的数据 ,作为参数传递给 CORBA对象的方法 。

服务器端程序的实现需要执行的基本步骤如

下:初始化Visibroker ORB→创建和设置 POA→激活

POA管理器 →激活对象 →等待客户请求。由于

CORBA服务器和机器人控制器之间是 CAN总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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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 ,所以 CORBA 的实现函数是对 CAN总线通讯函

数进行了封装。

4　试　　验

在上述系统上做了仿真和运动控制试验 。试验

步骤如下 ,在Web服务器上运行 IIS5.0Web服务器 。

在MATLAB服务器上运行MATLAB WEB服务程序 ,

在局域网内运行 Osagnet ,由于 CORBA 服务具有动

态激活的功能 ,所以 CORBA服务可以预先运行也可

由CORBA客户端请求动态激活。仿真试验是用户

通过浏览器访问远程控制主页并在 Web上填写机

器人直线运动的起始点和终结点或圆弧上的三点 ,

然后发送到MATLAB进行仿真 。通过仿真结果观察

机器人在工作空间的运动路线 。如果机器人和工作

空间的环境物体有碰撞和干涉的现象则重新规划机

器人的运动路线。如图 5是远程仿真与控制 Web

页面。点击页面右上角的“系统仿真”超级链接 ,可

以进入机器人的在线远程仿真 ,仿真结果可以参见

图6 。仿真结束后 ,就可以按照仿真的参数提交到

机器人控制器实现机器人实时控制 。实时控制试验

重复了仿真的线路 ,但是还存在一定的误差。这些

误差主要由机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0.08 mm和模

型误差组成 ,模型误差又主要由控制器数字的精度

和插补算法产生的误差以及由于在工作空间内很难

精确确定机器人和工件相对于基准点的方位等因素

造成的误差组成。文中采用了基准点方法 ,即在工

作空间内选择一些基准点 ,这些基准点具有比较高

的位置精度 。使机器人运动到这些基准点 ,通过两

者之间的差异形成误差补偿函数。误差范围最终控

制在了0.5 ～ 1mm之间 ,基本可以满足弧焊的要求 。

虽然采用了误差补偿的方法 , 但是机器人的

仿真路径和实际路径还存在一定的误差 ,将来的工

图 5　机器人远程控制Web页面

Fig.5　Web page of robot remote control

作包括基于图像的机器人焊接路径的实时纠偏和机

器人工作场景远程视频反馈 。

图 6　机器人远程在线仿真结果

Fig.6　Simulation result of robot remote control

5　结　　论

MATLAB具有强大的科学计算 、绘图和仿真的

功能 ,利用MATLAB WEB SERVER工具箱可以支持

基于WEB的仿真 。机器人运动计算需要较多的矩

阵运算 ,可以将MATLAB运用于机器人的远程仿真。

文中建立的机器人工作空间场景模型较好地反映了

机器人的工作的真实情况。另外由于采用了误差补

偿的方法 ,仿真结束后可以直接将仿真结果用于机

器人的远程实时控制。采用 CORBA-CGI的方式实

现了机器人的 Internet远程控制 ,克服了网络时延的

影响 ,为机器人的远程控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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