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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虚拟力觉导引功能的机器人网络遥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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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机器人网络遥操作系统中从端机器人和被抓取目标接触前的力觉感知效果，提出了具有虚拟力
觉导引功能的机器人网络遥操作系统控制方法．利用单目视觉技术获得末端执行器相对于被抓取目标的位姿信息，
并将此信息转换为操作者相对敏感的力反馈信息，引导操作者为远端机器人系统提供合适的控制命令，控制机器人
达到期望的位姿．利用手腕相机和人工目标搭建了演示实验系统，并分别进行了机器人位置和姿态遥操作控制实
验．实验结果表明，机器人遥操作系统的可操作性和操作效率有了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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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based Tele-robotic System with Guidance Functionality from Virtual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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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at Qinhuangdao,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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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virtual force guided control method for network-based tele-robotic systems is presented to obtain force effect
before the slave robot contacts with the object to be grasped. Relative posture between the end-effector and the object to
be grasped is obtained based on the monocular vision technology, and it is transformed into force feedback information to
which operators are more sensitive. The operator can give proper commands to control the slave robot to achieve the desired
final pos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virtual force information. A demonstration setup is developed with man-made targets
and the camera fixed on the wrist of the robot. Teleoperation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under robot position control mode
and attitude control mode respectively, which demonstrate the improvement of opera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tele-robotic
system.
Keywords: virtual force feedback; monocular vision; teleoperation

1 引言（Introduction）
反馈信息在基于网络的机器人遥操作系统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操作者需要根据来自于远端工作环
境的反馈信息为机器人提供相应的控制命令．除了
视频信息和力／触觉反馈信息外，遥操作系统中经常
采用的反馈信息还包括文本、音频以及温度等，这
些信息统称为“超媒体”
（supermedia）信息 [1] ．由于
视频反馈比较直观，能够为操作者提供远端工作环
境的整体印象，早期的机器人网络遥操作系统大多
采用视频信息反馈，但其丢失了深度信息，因此遥
操作系统中通常采用多幅视频图像反馈的方法．该
方法需要操作者根据多幅视频流推断出机器人和被
抓取目标的相对位姿信息，因而增加了操作者的工

作负担 [2] ．
与视频反馈信息相比，力／触觉信息具有如下优
点：(1) 能够提供 3 维信息；(2) 人类对力／触觉信息
比对视觉信息更加敏感．人类感知的心理物理学研
究表明，人眼能看到的连续图像所对应的视频最低
更新频率为 30 Hz，而为了使操作者感觉不到力／触
觉信息的抖动，力／触觉反馈信息的更新频率至少为
1 000 Hz[3] ．近年来，力／触觉反馈信息更多地应用于
人机交互系统中．当把机器人系统和工作环境的交
互力信息提供给操作者时，遥操作系统的性能得到
很大提高．Hill[4] 的研究工作表明，具有力反馈功能
与没有力反馈功能的遥操作系统相比，完成插孔操
作（peg-in-hole）的时间缩短了 50%．对于微观尺度
下的操作而言，力／触觉反馈使操作者可以实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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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操作，使微观环境中的操作如同宏观环境中
那样灵活 [5-7] ．在虚拟现实技术领域，力／触觉信息
反馈可以增强沉浸感与交互能力 [8-9] ．
虽然力传感器能够为操作者提供真实的力／触
觉信息，但也存在如下缺点 [10] ：(1) 价格昂贵，且易
受噪声干扰；(2) 难以提供适用于微观尺度环境的力
传感器；(3) 只适用于接触状态下力／触觉信息的测
量．根据遥操作的经验可知，操作者利用主端控制
器控制从端机器人系统抓取目标物体时所关心的是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相对于被抓取目标的相对位姿信
息．在此操作阶段，由于末端执行器尚未与抓取目
标接触，力传感器并不能提供相关信息．接近觉传
感器也只能提供末端执行器和被抓取目标接近与否
的二值信息，操作者不能够获取相对位姿的定量信
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用多幅视频图像反馈的
方法，势必增加操作者的工作负担，降低遥操作系
统的效率．针对该问题，本文提出了具有虚拟力觉
导引功能的机器人网络遥操作系统控制方法，采用
基于模型的单目视觉位姿测量技术获得末端执行器
与被抓取目标接触前的相对位姿信息，并把此信息
转换为力反馈信息提供给操作者，使操作者在该力
反馈信息的引导下，为远端机器人提供合适的控制
命令．这样，遥操作系统的可操作性和操作效率明
显提高，并可以避免末端执行器与被抓取目标的突
然碰撞．实验结果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2 系统硬件及软件实现（Hardware and softwa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2.1 系统硬件
系统硬件结构如图 1 所示，主要包括客户端、机
器人系统、图像处理单元和视频传输单元 4 部分．

图 1 系统硬件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hardware

2.1.1 客户端
客户端屏幕界面主要包含两类信息：一类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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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正向视频相机和侧向视频相机的视频反馈信息，
另一类是机器人系统的控制模式信息．在本系统中，
视频反馈主要用于为操作者提供机器人工作环境的
整体信息．从端机器人系统具有两种控制模式：位
置控制和姿态控制．在位置控制模式中，操作者利
用主端控制器控制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空间位置，其
姿态不发生变化．在姿态控制模式下，机器人末端
执行器空间位置不变，其姿态产生连续的变化．客
户端界面如图 2(a) 所示．
本系统采用 Sensable 公司的 PHANTOM Omni
设备作为主端控制器．该设备通过 IEEE 1394 接口
和客户端计算机连接，具有 3 个自由度，能够在 3 维
空间中提供力反馈信息．PHANTOM Omni 具有结
构紧凑、驱动性能良好、摩擦低、惯量低等特点，特
别适于用作力／触觉交互设备．主端控制器如图 2(b)
所示．

(a) 客户端

(b) PHANTOM Omni 设备

图 2 客户端和主端控制器
Fig.2 Client and master device

2.1.2 机器人系统
从端机器人为具有 6 个自由度的 Motoman 工业
机器人系统，控制器软件运行于 QNX 操作系统，由
若干进程组成，各进程之间协作完成机器人系统控
制命令的接收、规划和控制任务．机器人手腕处安
装有 CCD 相机，用于获取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相对于
被抓取目标的位姿信息．
2.1.3 图像处理单元
本系统采用基于模型的单目视觉位姿测量技术
获得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和被抓取目标之间的相对位
姿信息．所谓视觉测量，即利用 CCD 相机作为传感
器获取包含观察目标的图像，基于图像处理技术识
别观察目标，再通过观察目标的某种约束关系计算
出目标与摄像机之间的相对位姿关系，最后变换为
被抓取目标与机器人末端执行器之间的相对位姿关
系．本系统选择最简单的点特征作为识别特征，利
用单相机和 3 个已知模型的控制点实现精确的位姿
测量．图 1 中的图像处理计算机负责图像处理及位
姿解算任务，并把相对位姿信息通过网络传递给客
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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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视频传输单元
虽然视频信息与力／触觉信息相比有诸多缺点，
但在遥操作系统中力／触觉反馈信息并不能完全代
替视频反馈信息．为了给操作者提供机器人工作环
境的整体效果，在机器人工作现场的正向和侧向布
置 2 个相机，利用视频会议工具（VIC）把相机获得
的视频流传递到客户端界面．图 1 中的视频传输计
算机负责将视频反馈信息提供给操作者．客户端屏
幕上的视频信息如图 3 所示．

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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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已知它们之间的夹角分别为 α 、β 、γ ，并且
|AB| = c，|AC| = b，|BC| = a，求 x、y、z．

Fig.4

(a) 侧向视频
Fig.3

(b) 正向视频

图 3 客户端视频反馈信息
Video feedback information on the client interface

2.2 系统软件
客户端软件和图像处理计算机上运行的图像处
理软件都是基于 VC++ 开发的．图像处理计算机把
得到的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和被抓取目标的相对位姿
信息通过网络传递到客户端系统．客户端一方面接
收来自于图像处理计算机的位姿数据，在主端控制
器上播放力效果，另一方面采集主端控制器的状态
数据，转换为期望的线速度或角速度指令后传递给
机器人系统．因此，客户端程序包含 2 个线程，一个
线程负责接收来自于图像处理计算机的位姿数据，
采用消息驱动方式实现数据的接收；另一个线程负
责和机器人系统的通信．

3

图 4 三点透视问题示意图
Perspective-three-point problem

由余弦定理可得到如下约束方程：



x2 + z2 − 2xz cos β = b2


y2 + z2 − 2yz cos γ = a2



x2 + y2 − 2xy cos α = c2

(1)

方程 (1) 是一个相互耦合的非线性方程，一般情况
下没有唯一解．文 [13] 的研究结果表明：当 3 个控
制点 A、B、C 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时，在空间中可
以确定一些区域，如果相机光心进入这些区域，P3P
问题就存在唯一解．在图 5 中，AM 和 AN 分别垂直
于 AB 和 AC，如果相机光心位于平面 Σ1 和 Σ2 右侧，
利用二分法就可以得到 P3P 问题的唯一解 [14] ，在此
基础上就可以得到摄像机坐标系和控制点坐标系之
间的相对位姿信息．

末端执行器与被抓取目标之间的相对位姿
信息获取（Acquisition of the relative posture between end-effector and the object to
be grasped）

在执行遥操作任务过程中，操作者所关心的是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相对于抓取目标的位姿信息．本
节将介绍基于单目视觉位姿测量技术获取机器人末
端执行器与抓取目标之间相对位姿的方法．
3.1 基于模型的单目视觉位姿测量
给定 3 个控制点，如果已知它们在两个坐标系
中的坐标值，就可以确定这两个坐标系之间的空间
位姿关系，这是三点透视问题（P3P）[11-12] 的一般
性描述．其更为精确的数学描述如图 4 所示：设控
制点 A、B、C 与相机光心 O 之间连线长度分别为

图 5 三点透视问题存在唯一解时相机的一种布置方案
Fig.5 An arrangement of the camera when a unique solution
exists for the P3P problem

3.2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与被抓取目标之间的相对位
姿
视觉测量过程中能够得到控制点坐标系相对
于摄像机坐标系的相对位姿关系．为降低客户端计
算量，在图像处理计算机上对视觉测量结果作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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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处理，对被抓取目标和末端执行器之间的位置关
系进行标定，建立了基准坐标系 {J} 和手爪坐标系
{H}．这样，客户端得到的就是控制点坐标系相对于
基准坐标系的位姿关系．在标定目标坐标系和末端
执行器坐标系过程中建立了手爪坐标系 {H}，各坐
标系之间的位姿关系如图 6 所示．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H} 不同于机器人工具坐标系，{J} 也不同于摄
像机坐标系．末端执行器抓取目标时，{B} 和 {J} 重
合，{O} 和 {H} 重合．
坐标系 {O} 相对于坐标系 {B} 是固定的，两者
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


−1
0
0
0

 

B
B
 0
R
p
0 −1 187 
O
O


B

=

OT =

1
0 
0 0 0
 0 −1 0

0

0

0

1

(2)
坐标系 {H} 和 {J} 之间的关系也是固定的，两者之
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


−1
0
0
0
 


J
J

 0
R
p
0
−1
187
H
H


J


=
T
=


H
 0 −1 0
1
0 
0 0 0


0
0
0
1
(3)
控制点坐标系 {B} 相对于虚拟坐标系 {J} 的位姿关
系可以通过视觉测量得到．由图 6 可以得到：
J
BT

· BO T = JH T · HO T

(4)

¡J

(5)

因此有：
H
OT

=

HT

¢−1

· JB T · B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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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引导力的建模（Modeling of the virtual attractive force）

4

4.1 机器人位置控制模式下的反馈力
在位置控制模式下，客户端为机器人提供的是
线速度控制指令，控制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在工作空
间中的位置，而其姿态保持不变．为实现该控制模
式下的虚拟力导引效果，需要根据目标坐标系 {O}
相对于手爪坐标系 {H} 的位置矢量 H p O 定义虚拟
力模型．为了把目标坐标系和手爪坐标系之间的相
对位置关系映射到主端控制器坐标系中，需要确定
工具坐标系 {E}、手爪坐标系 {H} 和主端控制器坐
标系 {M} 之间的姿态关系．由图 7 易知，{H} 相对
于 {E} 的旋转矩阵为：


−1 0
0


E

(6)
0 −1 
HR =  0

0 −1 0
{E} 相对于 {M} 的旋转矩阵为：

1 0
0

M

0
E R =  0 −1
0 0 −1






(7)

因此，位置控制模式下虚拟引导力模型可定义为：
M

E
H
F = k·M
E R · H R · pO

(8)

其中 k 为虚拟反馈力系数．

图7

主端控制器坐标系、工具坐标系和手爪坐标系之间的
位姿关系
Fig.7 Relationship among the master device coordinate,
end-effector coordinate and hand coordinate

图6

标志器坐标系、目标坐标系、相机坐标系和手爪坐标
系之间的位姿关系
Fig.6 Relationship among the mark coordinate, object
coordinate, camera coordinate and hand coordinate

4.2 机器人姿态控制模式下的反馈力
为实现姿态控制模式下虚拟力的导引效果，需
要把目标坐标系 {O} 相对于手爪坐标系 {H} 的姿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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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关系映射到主端控制器坐标系 {M} 中．{O} 相对
于 {H} 的旋转矩阵为：


nx ox ax


H

(9)
oy ay 
O R =  ny

nz oz az

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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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目标姿态，而末端执行器的空间位置固定不变．
实验结果如图 10 所示．

{H} 坐标系中与此旋转矩阵对应的等效转角和等效
转轴分别为：
µq
θ =atan2
(oz − ay )2 + (ax − nz )2 + (ny − ox )2 ,
¶
nx + oy + az − 1
(10)
k = (kx

ky

kz )

(11)

其中，


oz − ay


kx =


2 sin θ


ax − nz
(12)
ky =

2 sin θ



n − ox

kz = y
2 sin θ
为获得机器人在姿态控制模式下的虚拟引导力，需
要把用等效转角和等效转轴描述的相对姿态误差映
射到主端控制器坐标系中，因此姿态控制模式下的
虚拟导引力可以定义为：
M

E
F = k·M
E R · H R · (θ · k )

(a) 工具坐标系中描述的线速度指令

(13)

其中，k 为姿态控制模式下虚拟反馈力系数，虚拟反
馈力仍在主端控制器坐标系中描述．

5 实验结果与分析（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analysis）

(b) 主端控制器上播放的力效果

为了验证具有虚拟力觉导引功能的机器人网络
遥操作系统的有效性，进行了机器人位置控制与姿
态控制实验．
5.1 机器人位置控制实验
在位置控制模式下，客户端根据末端执行器与
抓取目标之间的相对位置信息在主端控制器上播放
力效果．在力信息的引导作用下，操作者利用主端
控制器为从端机器人系统提供线速度命令，控制末
端执行器接近抓取目标．实验结果如图 8 所示，图 9
给出了从端机器人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接近抓取目标
的工作过程．
5.2 机器人姿态控制实验

(c) 末端执行器在目标坐标系中的位置

在机器人姿态控制模式下，末端执行器相对于
抓取目标的姿态信息转换为虚拟力，引导操作提供
机器人角速度控制命令，控制末端执行器的姿态接

图 8 从端机器人的位置控制实验结果
Fig.8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position control of the slave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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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9 位置控制下从端机器人的工作过程
Fig.9 Working process of the slave robot in position control
mode

由图 8(b) 和 (c) 可以看出，在位置控制模式下，
当末端执行器逐渐接近被抓取目标时，主端控制器
上播放的力效果也逐渐减小，并且反馈力的方向可
以引导操作者控制机器人末端执行器接近操作目
标．类似地，在姿态控制实验中，随着手爪坐标系和
目标坐标系的姿态趋向于一致，主端控制器上播放
的力效果逐渐减小，而且主端控制器上的力效果也
可以引导操作者控制远端机器人，使得机器人手爪
坐标系姿态与目标坐标系趋向一致，如图 10(a) 和
(c) 所示．另外，从图 8(b) 和图 10(c) 可以看出，由于
PHANTOM Omni 主端控制器本身维护一个优先级
很高的线程负责设备状态更新和力效果的播放，所
以力效果是非常平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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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手爪坐标系相对于目标坐标系的姿态

(b) 末端执行器角速度

结论（Conclusion）

为实现遥操作系统中机器人末端执行器与被抓
取目标接触之前的力觉感知效果，引导操作者提供
与机器人工作状态相适应的控制命令，本文提出了
虚拟力觉导引的机器人网络遥操作系统控制方法．
采用基于单目视觉的位姿测量技术获得机器人末端
执行器相对于被抓取目标的位置和姿态，并把这种
信息以力反馈信息的形式提供给操作者，从 2 维图
像信息中提取出空间位姿信息．该方法的优点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从视频信息中获取的相对
位姿信息提供给操作者，降低了系统中的数据传输
量；另一方面，由于操作者对力／触觉反馈信息比对
视频信息更敏感，通过把反映相对位姿信息的力反
馈信息提供给操作者，减轻了操作者的负担，提高
了遥操作系统的可操作性和操作效率．

(c) 主端控制器上播放的力效果
图 10 机器人姿态控制实验结果
Fig.10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attitude control of the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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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2010 年第 32 卷第 3 期第 349 页（作者韩光等）右栏第 6 行，
“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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