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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势场法的机械臂动态避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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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针对刚性机械臂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势场法的动态避障规划算法. 势场产生只作用于机械臂末端的
引力和作用于机械臂与障碍物最近点的排斥力, 并依据动力学定律分别产生吸引速度和排斥速度. 本文直接在笛卡
尔空间中构造基于目标速度的吸引速度, 使机械臂能够追踪动态目标; 构造方向依据障碍物速度变化的排斥速度,
使机械臂连杆也具备避开动态障碍的能力. 最终两种速度在机械臂关节空间合成, 为机械臂规划一条无碰路径并
控制机械臂追踪动态目标. 仿真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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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obstacle-avoiding motion planning for
manipulator based on improved artificial potential f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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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d a dynamic obstacle-avoiding motion planning approach based on the improved artificial
potential field for a rigid manipulator. The attractive potential field generates an attractive force which only affects the
end of the manipulator. While the repulsive potential field generates repulsive force which affects the manipulator through
the closest point between manipulator and obstacle. According to dynamics, these two kinds of forces generate attractive
velocity and repulsive velocity respectively. In this paper, attractive and repulsive velocities were contructed in the cartesian
space directly. The attractive velocity based upon the velocity of goal allows the manipulator to track a moving goal, while
the repulsive velocity based on the change of obstacle’s velocity enables the manipulator to avoid moving obstacle. The
attractive and repulsive velocities together plan a collision free path for manipulator in joint space, and control it to keep
track of a moving goal. Simulation results are provided under some representative circumstances to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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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传统工业生产中臂型机器人主要用于单一的流水
线型任务, 其运行依赖于操作工人的示教编程, 是一
种效率低且适应性差的方法. 当机器人工作环境变化
时, 其无法有效的避开障碍物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
故. 随着机器人, 特别是服务型机器人的发展, 人们要
求机器人能够在更加复杂的环境下工作, 例如人机协
作[1] 、空间站维修[2] 等. 这就需要机器人能根据环境
实时规划路径, 确保到达目标位姿执行任务, 且在运
行过程中可避开所有动静态障碍物. 国内外学者针对

移动机器人已经提出了许多有效的路径规划方法[3–4] ,
但由于机械臂是复杂的非线性系统, 其高自由度及连
杆间的耦合等性质增加了规划难度, 大多数适用于移
动机器人的路径规划算法并不适用于机械臂.
为解决机械臂路径规划问题, 学者们做了大量研
究. 贾庆轩等[5] 利用机械臂模型与障碍物模型之间的
几何关系, 将笛卡尔空间的障碍物映射到机械臂C空
间(configuration space), 从而获得机械臂自由运动空
间, 最后运用A∗ 算法搜索得到一条无碰路径. 但随着
机械臂自由度的增加, C空间将较难构造. Ting等[6]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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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析机械臂结构, 简化六自由度机械臂模型, 从而
构造出三维C空间. 但即便降低C空间的维度, 其时间
开销依然很大. 所以C空间法大多只用于低自由度机
械臂和离线路径规划.
基于随机采样算法的提出, 解决了长期以来因机
械臂自由度过高而搜索不到解的问题, 其代表算法有
快速扩展随机树法[7] (rapidly-exploring random tree,
RRT)和随机路图法[8] (probabilistic roadmap method,
PRM). 由于RRT算法和PRM算法都是直接在机械臂C
空间搜索, 并不需要构造C空间, 因此其适合高维空间
的规划. 但其采样过于平均, 搜索效率低且耗时长, 并
且在复杂环境下可能搜索不到解. 针对这些缺点, 学
者们在传统随机采样算法基础上, 提出了许多改进算
法用于高自由度机械臂的路径规划. Fragkopoulos
等[9] 基于双向随机搜索树(bi-directional RRT)算法,
分别从机械臂在C空间中的起始和目标位置扩展随机
树, 并引入N 维体(N -dimensional cube)缩减自由搜索
空间, 提出了CellBiRRT算法, 使七自由度机械臂能够
在复杂环境下规划, 并在高概率碰撞区域安全运行.
Akgun等[10] 从算法的随机性着手, 在采样时引入启发
式函数, 并结合RRTs[11] 算法, 使机械臂能够快速搜索
到一条初始路径. Weghe等[12] 在传统RRT算法的基础
上引入最优局部控制器, 在构形空间中高效搜索路径
的同时, 保证机械臂末端在笛卡尔空间中的搜索方向
偏向目标位置.
机器人路径规划算法中另一个重要算法, 人工势
场法自1986年Khati等[13] 提出以来便广泛应用. 相较
于采样搜索算法的随机性, 在相同环境下, 人工势场
法每次规划出的路径相同, 这在工业应用中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人工势场法结构简单、运用方便, 在动态
避障[14] 、动态目标追踪[15] 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但主
要用于移动机器人, 机械臂的多连杆结构使得其应用
较为困难, 且存在局部极小值问题. 王俊龙等[16] 在机
械臂关节空间设计势场, 并结合搜索算法寻找一条各
关节合势能最快下降路径. Badawy等[17] 利用势场法
在笛卡尔空间构造两个极小点, 形成涡场作用在机械
臂选定参考点上. Flacco等[18] 基于势场法中的斥力场
提出了Pivot算法, 作用于机械臂末端, 使机械臂末端
能够躲避动态障碍.
本文针对n自由度(n > 7)刚性机械臂, 提出了一
种改进人工势场法. 势场产生的吸引力只作用于机械
臂末端, 排斥力作用在机械臂与障碍物的最近点处,
根据动力学定律分别产生吸引速度和排斥速度. 本文
直接在场力作用点处构造两种速度. 其中, 在吸引速
度中引入目标速度, 使机械臂能追踪动态目标; 在排
斥速度中引入Pivot算法, 使机械臂连杆具有避开动态
障碍的能力. 两种速度均定义在笛卡尔空间. 最后利
用机械臂笛卡尔空间与关节空间的映射关系在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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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进行矢量合成, 规划机械臂的关节速度, 并针对
势场法存在的局部极值问题给出解决方案.
本文剩余部分组织如下: 第2节对七自由度机械臂
进行运动学建模; 第3节完成了吸引速度以及排斥速
度的设计; 第4节给出了MATLAB数值仿真以及实物
仿真结果, 验证所提算法的有效性; 第5节为工作总结.

2

运动学模型(Kinematic model)

机械臂在实际应用中, 其任务由末端执行器在笛
卡尔空间执行, 而控制由关节在关节空间实现, 并且
通常情况下只能获知机械臂基座标与世界坐标的相
对位姿, 而要想实现机械臂操作, 还需知晓其末端在
工作空间中的位姿. 因此, 需要建立机械臂末端与其
基座标的相对位姿关系, 以及笛卡尔空间与关节空间
的映射关系. 如图1所示为七自由度刚性机械臂, 包
含7个转动关节和7个刚性臂, 本文采用标准DenavitHartenberg(DH)模型对其进行建模. 首先对其简化得
到如图2所示的结构简图, 其中数字1∼7分别表示机
械臂的7个转动关节. 然后根据机械臂各关节坐标系
的准则[19] , 构建关节坐标系, 其中: O0 X0 Y0 Z0 为世界
坐标系, Oi Xi Yi Zi (i = 1, 2, · · · , 7)为各关节坐标系,
Otool Xtool Ytool Ztool 为工具坐标系. 最后可得该机械
臂的标准DH模型参数.

图 1 七自由度刚性机械臂
Fig. 1 7–DOF rigid manipulator

图 2 七自由度机械臂结构简图
Fig. 2 The structure of 7–DOF manipulat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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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臂中, 两相邻关节坐标系之间满足如下关系:
i−1
iT

=


cθi
−sθi
0
ai−1 






 sθi cαi−1 cθi cαi−1 −sαi−1 −sαi−1 di 

, (1)

sθi sαi−1 cθi sαi−1 cαi−1
cαi−1 di 








0
0
0
1
式中: cθi 表示cos θi , sθi 表示sin θi , θi , αi−1 和di 为标
准DH模型参数. 通过依次右乘转移矩阵(1), 即可得机
械臂末端坐标系到基坐标系的转移矩阵:
0
nT

= 01 T 12 T 23 T 34 T · · · n−1
n T,

(2)

式中n表示机械臂关节数. 该式为机械臂的正运动学
模型, 带入标准DH模型参数便可得机械臂末端在工
作空间中相对世界坐标系的位姿. 机器人学中, 笛卡
尔空间到关节空间的映射通常通过雅可比矩阵实
现[19] , 该矩阵把关节速度映射到机械臂末端广义笛卡
尔速度, 满足如下关系式:

ẋ = J (q)q̇,

(3)

式中:

ẋ = [vx

vy

vz

wx

wy

wz ]T ,

其中: v 为机械臂末端笛卡尔线速度; w 为机械臂末端
笛卡尔角速度; J (q) ∈ R6×n 为雅可比矩阵;

q̇ = [θ̇1

θ̇2

···

图 3 人工势场法模型
Fig. 3 The model of artificial potential field

3.1

吸引速度(Attractive velocity)

传统势场法中, 目标对机器人产生的吸引力多由
两者之间的距离定义得到, 当机器人到达目标时引力
场将不再产生作用. 显然, 如果目标处于运动状态, 机
器人需要与目标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保证其跟踪上
目标. 为此, 本文引入目标运动速度, 重新定义吸引速
度函数.
如图4所示为构造吸引速度示意图. 定义此刻机械
臂末端与目标在笛卡尔空间中的位置分别为Ptool 和
Pgoal , 其运动速度矢量分别为Vtool 和Vgoal .

θ̇n ]T ,

θ̇为机械臂关节速度.

3 改进人工势场法(Improved artificial potential field)
人工势场法是一种高效的局部路径规划算法, 其
基本思想是在机器人工作空间或执行空间构建虚拟
势场, 在目标点设置作用于全局的引力场, 在障碍物
设置作用于局部范围的斥力场, 机器人在两场的共同
作用下到达目标并避开沿途障碍.
由于将障碍物从笛卡尔空间映射到机械臂关节空
间计算量大且较难描述, 为保证机械臂能在线实时规
划, 并避开动/静态障碍物, 本文直接在笛卡尔空间构
造势场模型. 图3所示为图1七自由度机械臂的四连杆
简化模型, 其中Link 1表示机械臂连杆1, Link 2表示
机 械 臂 连 杆 2 和 3, Link 3表 示 机 械 臂 连 杆 4 和 5,
Link 4表示机械臂连杆6和7.
考虑到机械臂任务只由其末端执行器执行, 并不
关心执行任务时其连杆所在位置, 而任何情况下都不
允许机械臂与障碍物碰撞. 因此, 目标通过吸引力在
机械臂末端Ptool 产生吸引速度Vatt , 障碍物通过排斥
力在障碍物与机械臂最近距离点M 处产生排斥速
度Vrej , 机械臂在2种速度的共同作用下运动, 追踪动
态目标并避开障碍.

图 4 吸引速度
Fig. 4 Attractive velocity

定义基于目标位置的吸引速度为
vpos × Ptool Pgoal
,
Vpos =
∥Ptool Pgoal ∥

(4)

即吸引速度Vpos 的方向与Ptool Pgoal 一致, 其中:

vpos = Kpos × epos + Dpos × ėpos ,
epos = Pgoal − Ptool ,

(5)

式中: epos 为目标与机械臂末端之间的位置误差, Kpos
和Dpos 为控制参数. 该速度保证机械臂末端向目标靠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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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基于目标速度的吸引速度为
vvel × (Vgoal − Vtool )
Vvel =
,
∥Vgoal − Vto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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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即吸引速度Vvel 的方向与目标运动速度Vgoal 和机械
臂末端速度Vtool 之差相同, 其中:

vvel = Kvel × evel + Dvel × ėvel ,
evel = ∥Vgoal − Vtool ∥,

(7)
图 5 排斥速度曲线

式中: evel 为目标与机械臂末端之间的速度误差, Kvel
和Dvel 为控制参数. 该速度保证机械臂末端能够追踪
上动态目标.
考虑到机械臂的运行速度并不可能无限大, 定义
机械臂末端的吸引速度函数为


∥Vsum ∥ < vmax ,
 Vsum ,
Vatt = vmax ×Vsum
(8)

, ∥Vsum ∥ > vmax ,

∥Vsum ∥

Vsum = δpos × Vpos + δvel × Vvel ,

(9)

式中: δpos 和δvel 分别为两种吸引速度的合成权系数,
vmax 为吸引速度函数能产生的最大吸引速度.

3.2

排斥速度 (Repulsive velocity)

势场法中斥力场的存在, 保证了机器人的安全运
行. 传统势场法中, 斥力场只存在于障碍物周围, 当机
器人运动到其范围内时, 障碍物就会对机器人产生排
斥力将机器人推离, 且机器人离障碍物越近, 产生的
排斥力越大, 斥力方向由障碍物指向机器人. 理论上,
当机器人与障碍物碰撞时障碍物将产生无穷大的排
斥力作用于机械臂, 机械臂将以无穷大的速度被推离,
但实际运用中却做不到这点. 因此, 本文定义带有约
束的排斥速度函数为[18]
vrej × Pobj M
Vrej =
,
(10)
∥Pobj M ∥
vrej max
vrej =
,
(11)
1 + e(Dmin ×2/ρ−1)×α
式中: vvej max 为排斥速度函数能产生的最大排斥速
度; α为形变因子, 改变如图5所示排斥速度曲线的斜
率, 当α越大, 机器人进入斥力场范围后斥力变化的越
快; ρ为排斥速度作用范围. 为了保证机械臂安全运行,
避免机械臂与障碍物距离过近, 定义
arm
Dmin = Dobj
− robj − rarm

为机械臂与障碍物都膨胀后, 两者外边界之间的最短
arm
为机械臂和障碍物未膨胀时两者外
距离. 其中Dobj
边界最短距离, robj 和rarm 分别为障碍物和机械臂膨
胀半径. 如图5所示, 当Dmin > ρ 时, 排斥速度为0, 即
机械臂不再受障碍物的影响, 当Dmin 6 ρ时, 排斥速
度随着两者之间最近距离的减小而增加, 当Dmin = 0
时, 排斥速度达到最大值, 当Dmin < 0时, 认为机械臂
与障碍物碰撞.

Fig. 5 The curve of repulsive velocity

实际操作中, 出于安全考虑, 会为机械臂设定最大
可运行速度∥Vmax ∥. 假设其工作环境中存在动态障碍
物以速度 ∥Vobj ∥ > ∥Vmax ∥ 朝机械臂运动, 根据式
(10)–(11), 此时障碍物将产生一个由障碍物指向机械
臂上最近点的排斥速度, 机械臂在排斥速度的作用下
将与障碍物同向共面运动, 最终由于机械臂运行速度
小于障碍物而发生碰撞. 设想一下猎豹捕猎时的场景,
当猎豹追逐猎物时, 为了摆脱猎豹的追捕, 猎物们通
常都是沿着曲折的路线逃跑. 当高速运动的障碍物朝
机械臂运动时, 理想的避碰策略为机械臂沿着垂直于
障碍物运动的方向躲避. 但障碍物的运动速度较难估
计, 文献[18]中提出的Pivot算法利用障碍物产生排斥
速度的变化率来替代障碍物速度估计在机械臂末端
有效的实现了上述避障策略. 本文将该算法扩展运用
到机械臂连杆避障上.
如图6所示为排斥速度重设计示意图. 其中Link
k−1
k
表示机械臂某连杆, Pobj
和Pobj
为第k − 1和k 时刻障
碍物的位置, Mk−1 和Mk 为第k − 1和k 时刻机械臂上
k−1
k
离 障 碍 物 最 近 点, Vrej
和Vrej
为相应时刻依据式
(7)求得的排斥速度, 据此可得k 时刻排斥速度的变化
率为
k
k−1
ak = Vrej
− Vrej
,

此刻排斥速度与速度变化率的夹角为
k
ak Vrej
).
β= arccos( k
k
∥a ∥ Vrej

(12)

(13)

当β > π /2时表示障碍物远离机械臂, 此时认为机械
臂可沿排斥速度原方向安全运动而不发生碰撞, 则不
改变排斥速度方向; 当β < π /2时表示障碍物接近机
械臂, 为了有效的避开动态障碍, 需重新构造排斥速
度方向. 在图6最近距离点Mk 处构造坐标系Mk −mns,
其中:
k
m × Vrej
ak
m=
,
s
=
, n = s × m,
k
∥ak ∥
Vrej
定义改变方向后的排斥速度为[18]
′

k
Vrejk = vrej
(m × cos γ + n × sin γ),
π
β−
2
γ=β−
,
1 + e−(∥ak ∥×(2/∥akmax ∥)−1)×c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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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表示最大容许排斥速度变化率, 改变方
向后排斥速度与排斥速度变化率之间的夹角为γ
∈ [β, π /2], 其值随着ak 的增加而增加; 当排斥速度变
化达到阈值, 即

akmax

∥ak ∥ = ∥akmax ∥
时, γ = π /2, 此时排斥速度方向垂直于变化率方向.
由于此时排斥速度的方向已经改变, 在计算下一时刻
的排斥速度时需对式(9)进行重定义得
′

k+1
ak+1 = Vrej
− Vrejk ,

(16)

(a) 机械臂连杆轨迹

再重新代入式(13)–(15)求得改变方向后得排斥速度.

(b) 机械臂连杆轨迹俯视图
图 7 机械臂连杆轨迹及其俯视图
Fig. 7 Link trajectory and its top view

图8所示为与图7相同情况下, 在排斥速度中引入
旋转矩阵时机械臂连杆与障碍物的轨迹, 可以看出机
械臂连杆能够比较安全的避开障碍物, 且当障碍物离
机械臂连杆越近时, 连杆运动方向越垂直于障碍物运
动方向.

图 6 排斥速度
Fig. 6 Repulsive velocity

由于可能存在两次相邻采样时刻最近点处排斥速
度方向相同的情况, 此时
k
m × Vrej
s=
= 0,
k
Vrej
无法构建坐标系, 则无法改变排斥速度方向. 如图7所
示为此类情况下机械臂连杆运动轨迹. 从图7中可以
看出两次相邻采样时刻排斥速度方向始终一致, 机械
臂连杆最终与障碍物碰撞.
为此, 本文引入旋转矩阵, 使排斥速度绕最近点所
在机械臂连杆关节坐标系的Z 轴旋转, 关系式如下:
0
V̂rej = Vrej
i T R(σ),


cos σ sin σ 0




R(σ) =  − sin σ cos σ 0  ,


0
0 1

(a) 机械臂连杆轨迹

(17)

(18)

式中: σ 为旋转小角度, 0i T 为机械臂第i个关节坐标系,
可由式(1)–(2)得到. 将经过式(17)–(18)处理后的排斥
速度V̂rej 代入式(9)–(11)即可求得改变方向后的排斥
′
, 其方向即垂直于机械臂连杆又满足机械臂
速度Vrej
快速避障策略.

(b) 机械臂连杆轨迹俯视图
图 8 机械臂连杆轨迹及其俯视图
Fig. 8 Link trajectory and its top view

基于以上推导可得最终机械臂上最近点处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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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函数为

Vrej

3.3


π

Vrej , β > ,


2

π
′
= Vrej
, 0<β< ,

2



V̂rej , β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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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v 为虚拟障碍中心, Pobj 为最近障碍物位置,
Pgoal 为目标位置. 则可得Pv 的坐标为

Pv = M + k × M P goal ,

(19)

(24)

式中

k=

合速度(Resultant velocity)

如本文第3节所述, 目标吸引速度构造在机械臂末
端Ptool , 障碍物排斥速度构造于机械臂上最近点M
处, 两种速度无法直接在笛卡尔空间进行矢量合成,
利用式(3)可将吸引速度和排斥速度映射到机械臂关
节空间进行矢量合成, 得到

 q̇att = J −1 (Ptool )Vatt ,
(20)
 q̇ = J # (M )V ,
rej
rej

Pv − M
.
Pgoal − M

将式(24)代入式(19)计算虚拟障碍产生的排斥速度,
并通过式(20)–(22)在关节空间合成合速度, 打破平衡
使机械臂逃出局部极小值.

式中: J −1 (Ptool )为机械臂末端雅可比矩阵的伪逆,
J # (M )为机械臂上最近点M 雅可比矩阵的伪逆. 对
于存在多个障碍物的情况, 可根据式(20)将不同障碍物
产生的排斥速度依次投影到机械臂关节空间合成有
n
∑
i
Qrej =
q̇rej
,
(21)
i=1

式中:

图 9 局部极小值模型

i
q̇rej
为第i个障碍物在机械臂关节空间的投影,

n表示障碍物个数. 则可得势场法在机械臂关节空间
的合速度为
q = q̇att + Qrej .
3.4

(22)

势场的极值问题(Local minima)

在吸引速度和排斥速度的共同作用下, 机械臂可
能陷入局部极小值, 此时两者合速度在机械臂关节空
间为0, 或在0附近一定阈值内变化, 机械臂表现为停
止运动或振荡运动. 当机械臂末端未跟踪上目标, 且
其关节角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变化小于一定阈值时
认为机械臂陷入局部极小值, 此时机械臂将无法继续
完成任务, 需另设计算法处理该类情况.
针对该问题, 许多文献都采用在极小值附近添加
虚拟障碍物的方法, 利用虚拟障碍产生的排斥力, 将
机器人推离局部极值点. 虽然本文势场函数在笛卡尔
空间构造, 但吸引速度和排斥速度最终在机械臂关节
空间合成, 极小值为高维空间中的点, 无法在笛卡尔
空间描述. 为此, 本文采用在最近点附近添加虚拟障
碍的方法以实现机械臂局部极小值逃逸.
当机械臂连杆Link与2个障碍物和目标处于如图
9所示的位置时, 机械臂容易陷入局部极小值. 图9
中M1 和M2 分别为机械臂上离障碍物1和2的最近点,
选择所有障碍物中离机械臂最近的障碍产生的最近
点, 本例中的M1 与目标连线, 从该连线上选取一点作
为虚拟障碍物的中心, 且满足如下关系式:
∥Pobj − M ∥
∥Pv − M ∥
<
,
(23)
0<
∥Pgoal − M ∥
∥Pgoal − M ∥

Fig. 9 The model of local minima

4

仿真与测试(Simulation and test)

为验证本文所设计算法的可行性以及有效性, 本
节利用瑞士工程师开发的机器人模拟软件V–rep(virtual robot experimentation platform)模拟实际机器人系
统, 进行虚拟实物测试, 测验机械臂是否能够追踪动
态目标以及避开动/静态障碍物, 并在陷入局部极值点
时逃逸.
V–rep是瑞士一名工程师开发的机器人及模拟自
动化软件平台, 是具有分布式控制结构的集成开发环
境, 提供丰富的机器人模型以及传感器, 能让研究人
员模拟整个机器人系统或其子系统, 并利用其提供的
远 程API接 口, 结 合MATLAB, ROS, JAVA等 平 台 控
制. 因此, 基于该平台的实验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真实环境的实验结果, 从而可以说明本文算法在
实际运用的有效性.

4.1

追踪目标(Track goal)

图10为用V-rep搭建的机械臂无障碍工作环境模
拟平台, 其中: 机械臂总长0.94 m, 其初始位姿为(0, 0,

0, π /2, 0, π /2, 0), 初始运动速度为(0, 0, 0, 0, 0, 0, 0),
末端初始位置为(−0.32, 0, 0.34); 目标初始位置为
(−0.15, −0.40, 0.27), 以0.04 m/s的速度向(1, 0.1, 0)
方向运动; 势场能产生的最大吸引速度为0.16 m/s. 利
用式(8)–(9)计算得到机械臂末端的吸引速度, 再通过
式(20)得到机械臂关节速度, 最终可驱动机械臂追踪
动态目标.

第9期

谢龙等: 基于改进势场法的机械臂动态避障规划

图11(a)为依据本文算法规划出的关节速度, 其中
每条线代表一个关节在不同时刻的规划速度, 从图中
可看出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本文算法可规划出比
较平滑的速度. 将该速度作为机械臂的控制输入, 可
得机械臂关节运动轨迹如图11(b)所示, 其中每条线代
表一个关节在不同时刻的弧度, 该图表明机械臂能够
平滑运动. 图11(c)和图11(d)分别为机械臂末端运动
轨迹和机械臂末端与目标之间的位置误差与时间的
关系, 从图中可看出机械臂末端最终能跟踪上动态目
标, 表明本文所提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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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机械臂末端运动轨迹

(d) 机械臂末端与目标之间的位置误差与时间的关系
图 10 机械臂无障碍工作环境

图 11 无障碍环境下机械臂运动轨迹

Fig. 10 Workspace of manipulator with no obstacles

Fig. 11 Manipulator motion trajectory with no obstacles

4.2

(a) 算法规划出的关节速度

避障(Avoid obstacles)

本节在图10的基础上添加动静态障碍物来验证机
械臂的动态避障性能如图12所示, 其中障碍物半径
为0.02 m. 图中: 障碍物1和障碍物3为动态障碍, 其运
动速度分别为0.24 m/s和0.16 m/s, 运动方向分别为
(1, 0, 0)和(−1, 1, 0), 两者在空间中的位置坐标分别为
(−0.45, −0.30, 0.36)和(0.20, −0.725, 0.35); 障碍物
2为静态障碍, 其空间位置坐标为(−0.16,−0.2, 0.35);
势场能产生的最大吸引速度和排斥速度为0.16 m/s.
机械臂和障碍物膨胀半径分别为robj = 0.02 m和rarm
= 0.03 m.

图 12 机械臂有障碍工作环境

(b) 机械臂关节运动轨迹

Fig. 12 Workspace of manipulator with obstacles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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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有障碍环境下机械臂运动轨迹
Fig. 13 Manipulator motion trajectory with obstacles

(a) 关节速度

(c) 机械臂末端轨迹

(b) 机械臂关节运动轨迹

(d) 机械臂末端与目标位置误差收敛曲线

图 14 无障碍环境下机械臂运动轨迹
Fig. 14 Manipulator motion trajectory with no obsta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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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给出了机械臂在图12场景下的运动图, 从
四个视角观察机械臂整个运动过程, 不难看出机械
臂能够避开环境中的障碍物, 并最终追踪上动态目
标. 控制其运动的关节速度由本文算法得到, 如
图14(a)所示, 其中T = 20 s到T = 60 s为机械臂受
障碍物影响时间段, 从中可看出当机械臂受动静态
障碍物影响时规划的机械臂关节速度振动较大, 但
从图14(b)机械臂关节运动轨迹可看出机械臂依然
能够平稳运动. 图14(c)机械臂末端轨迹和图14(d)机
械臂末端与目标位置误差收敛曲线表明, 机械臂在
不受周围障碍物影响后依然能够追踪上动态目标.
实验证明了本文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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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简单场景下也能规划出一条无碰路径, 但并不适
用于如图12所示的复杂场景. 由于文献[18]只涉及
避障算法, 并不需要追踪动态目标, 因此设定目标
静止. 使用2种算法在该场景下进行规划, 可得机械
臂与障碍物间距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15所示, 其
中图15(a)为只在机械臂末端构建人工势场的运行
结果, 图15(b)为本文算法运行结果. 从图中可看出
如果只在机械臂末端构建势场, 则在T = 2.5 s时机
械臂与障碍物膨胀后的最近距离Dmin < 0, 此时认
为 机 械 臂 与 障 碍 物 发 生 碰 撞. 而 本 文 所 提 算 法
在T = 3 s时机械臂与障碍物达到最小距离Dmin =
0.02 m, 由于本文算法对障碍物和机械臂都进行过
膨胀处理, 该距离仍然能够保证机械臂安全运行.
4.3

局部极小值 (Local minima)

机械臂在陷入局部极小值后, 系统将采用增加
虚拟障碍策略, 利用式(23)–(24)在空间中产生一个
虚拟障碍, 并根据式(19)计算其产生的排斥速度作
用于机械臂, 使机械臂跳出局部极小值.

(a) 机械臂末端构建人工势场的运行结果

当机械臂处于图16所示的场景时机械臂容易陷
入局部极小值, 其中机械臂初始姿态和障碍物的初
始位置与图12中相同. 为了构造局部极小值此时设
定目标静止, 两静态障碍物的位置分别为(−0.3,−0.2,
0.35)和(−0.16, −0.2, −0.35). 此时机械臂关节运动
轨迹及其末端运动轨迹如图17所示, 从图中可看出
此时机械臂各关节小范围内振荡, 而其末端振荡剧
烈, 机械臂极小值在其关节空间, 因此在极小值附
近添加虚拟障碍的方法不可取.

图 16 局部极小值
Fig. 16 Local minima

(b) 本文算法运行结果
图 15 机械臂与障碍物间距
Fig. 15 Distance between manipulator and obstacles

文献[18]直接在机械臂末端建立人工势场, 在一

利用本文设计的策略, 当机械臂陷入极小值后
在最近点处添加虚拟障碍, 可得图18机械臂运动轨
迹. 从图18中可以看出当机械臂陷入局部极值时系
统可以很快的判断机械臂状态, 并提供有效策略使
机械臂跳出局部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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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机械臂末端轨迹
图 18 逃逸局部极小值
(a) 机械臂关节轨迹

Fig. 18 Escape local minima

5

(b) 机械臂末端轨迹
图 17 陷入局部极小值
Fig. 17 Stuck into local minima

总结(Summary)

本文针对刚性机械臂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势场
法的动态避障规划算法. 在笛卡尔空间中构造势场
函数, 吸引速度作用于机械臂末端, 排斥速度作用
于机械臂与障碍物最近点. 在吸引速度中设计基于
目标速度的吸引速度, 使得机械臂能够追踪动态目
标; 在排斥速度中引入Pivot算法并应用到机械臂连
杆上, 使得机械臂具备避开动态障碍的能力; 两速
度在机械臂关节空间合成共同规划机械臂关节路
径. 当机械臂陷入局部极小值时, 采用在最近点处
添加虚拟障碍的策略使机械臂逃出局部极值. 最后
文章通过V–rep虚拟实物仿真验证了本文算法的可
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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