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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轨道能量模型的步行机器人平衡恢复方法
刘

飞，陈小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安徽合肥２３００２７）

摘要：针对步行机器人在正常运动过程中突然遭遇外力作用引发翻倒危险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轨道能量模
型的步行机器人、Ｆ衡控制方法：根据机器人自身加速度等状态信息建屯匣Ｉ归模型预测翻倒状态，采用“身体姿态补
偿”和“迈单步策略”两种控制策略实现机器人的平衡控制．同时，采用离线学习方法建市身体状态与最佳落脚点的
关系模型，对理论落脚点进行优化．实验使用ＡＩＢＯ机器人进行测试，机器人实际的翻倒次数减少了一半以一ｈ，有
效提高了行动效率，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町行性．
关键词：四足步行机器人；多元刚归模型；姿态补偿；轨道能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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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力于提出各种“参考点”作为步行机器人的稳定性判

步行机器人在完成作业任务时，有时会遭遇突

定标准．例如，在人形机器人领域，Ｖｕｋｏｂｒａｔｏｖｉｃ等

然的外力（含重力）作用，发生足部打滑、陷落或腾

人。‘Ｊ于１９６９年首先提出零力矩点（ｚｅｒｏ．ｍｏｍｅｎｔ

空等情况，导致身体无法保持稳定的运动状态，继
而发生翻倒．例如，在ＲｏｂｏＣｕｐ标准平台组四足机

ｐｏｉｎｔ，ＺＭＰ）理论，将其作为机器人动态稳定性的
判定标准．ＺＭＰ被定义为地面上的一点，机器人的

器人足球竞赛中多台机器人同时在赛场上运动，机

惯性力与重力的合力矩在该点水平方向上的分量为

器人之间在拼抢球的过程中经常发生激烈的身体碰

０．研究表明，如果ＺＭＰ处于机器人足底与地面形

撞，稍有不慎，机器人很可能发生翻倒．机器人翻倒

成的支撑多边形内，此时的ＺＭＰ与压力中心点是一

后再起身不仅严重影响行动效率，而且极可能造成

致的，机器人的步行将保持稳定状态．这一理论在

机器人部件不必要的折损．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地

双足机器人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Ｋａｊｉｔａ

形条件下，机器人一旦翻倒就容易被卡住动弹不得，

等人［２－４ｊ在线性倒立摆模型的基础上，通过ＺＭＰ

丧失：［作能力，因此机器人的平衡恢复控制已成为

理论实现了机器人的平衡控制．Ｈｏｆｍａｎｎ等人［５Ｊ贝０

当今重点研究方向之一．目前为止，针对步行机器

提出了三种策略，通过控制机体重心的水平运动实

人在运动中遭遇突然的外力作用继而发生整个机

现了身体的平衡控制．此外，Ｐｒａｔｔ等人［６］提出了捕

构绕其支撑腿的边缘倾覆的问题，各国科学家们致

获点理论，实现了人形机器人的翻倒恢复；Ｒｅｂｕｌａ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０７４５００２）：国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日（枷８ＡＡ０ｌＺｌ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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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等：基于轨道能量模型的步行机器人平衡恢复方法

人１７］使用学习技术对捕获点进行了优化，也取得

之间具体关联及影响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能够建

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各国学者们通过借鉴生物力

立反映多个要素之间具体变化规律的数学模型，是

学领域的研究成果ｌｓｌ，提出了相应的“踝关节策

一种行之有效的预测方法．因此，本文考虑从上述

略”［９１、“臀关节策略”【引、“挥臂策略”１６１、“下蹲策

多重特征中选择合适的多个特征建立多元回归模

略”ｆ９ｌ和“迈步策略”【１０】等．诸多成果都是使用仿真

型，预测机器人是否将要处于翻倒状态．下面将简

软件进行模拟实验，证明了相关理论的有效性，而

要介绍所用特征及多元回归模型．

在实体机器人上，由于机器人自身传感器不可避免

２．１特征提取

地存在各种噪声和误差，导致机器人无法确切地感

本文考虑从重心加速度、速度和位置、身体的

知外部世界并得到自身状态的准确信息，因而应用

俯仰角和滚动角以及计算得到的ＺＭＰ中提取合适

上述研究成果需要考虑适用于实体机器人的方法．

的变量作为身体翻倒的特征，计算方法如下：

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为机器人安装

（１）重心的加速度、速度及位置

多重高精度的传感器以获得更准确的信息，如美国

机器人坐标系定义为以重心在地面的投影为原

Ｂｏｓｔ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公司的ＢｉｇＤｏｇ机器人［１１－１２Ｊ，其行

点Ｄ，机器人身体前方为工轴正方向，左侧为Ｙ轴

进速度和载重攀爬能力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一

正方向，向上为ｚ轴正方向．将四足机器人全身的

种是针对特定的环境，在低成本传感器的基础上，

质量看作集中于机器人的重心，重心的坐标表示为

设计更加有效的步行机器人状态预测方法，提高机

（工，Ｙ，ｚ），可以把机器人的模型简化为线性倒立摆模

器人状态检测的精度与准确度，优化现有的平衡控

型．舅、岁、艺分别表示机器人重心沿Ｘ轴、Ｙ轴及ｚ轴

制策略．

方向上的加速度．

基于上述考虑，针对机器人在正常运动过程中

当机器人保持静止或者匀速运动时，此时的加

突然遭遇外力作用引发翻倒危险的问题，本文提出

速度传感器受到重力作用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读

一种基丁二轨道能量模型的步行机器人平衡控制方

数，本文将这个初始值认定为测量得到的重力加速

法：引入回归映射模型有效地预测翻倒状态，采用

度．为了尽量减少传感器噪声造成的影响，考虑机

姿态控制和“迈单步策略”实现机器人的平衡控制．

器人加速度传感器在一个足够长的周期Ｔ（本文采

同时，采用离线监督学习方法对理论落脚点模型进

用８０ｍｓ，采样频率１２５Ｈｚ）内连续进行／１．次采样。

行优化．实验使用ＡＩＢＯ机器人进行测试，机器人

表示为（Ｘｇｉ强ｆ，奄），ｆ＝０，ｌ，…，，ｌ—ｌ，此时的重力加

实际的翻倒次数减少了一半以上，有效提高了行动

速度表示为（毪，赡，磊），计算如下：

效率，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２翻倒状态预测（１ｌＩｌｍｏｖｅｒ

／，墨、
Ｇ２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川

＾一ｌ

川

＼Ｔ

Ｉ霉Ｊ ２（、萎戈掣／，ｌ，萎赡ｔ／，ｌ，萎磊ｔ／几）ｃｌ，
’

＼ｚｇ／

机器人安装有加速度传感器，能够测量自身在
空间３个方向上加速度的数值．通过机器人在３个
方向上的加速度信息，可以计算出机器人的姿态角，
将其与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即可判断出机器人是否
处于翻倒状态．该方法适用于处于静态的机器人．

当机器人受到外力作用时，加速度传感器测
量的数据应为机器人所受外力与重力的合力作用
的结果．为了消除误差的影响，选择周期ｒ内连
续２次采样的平均加速度为合加速度Ａ７，表示为

运动中的机器人身体姿态角随时变化，传感器信息

（∑‰／２，∑Ｙａｓ／２，∑萄／２）１．Ｓ叽－ＩＩ，Ｌ自身的加速度

无法及时反馈，加上传感器测量也存在各种误差，

Ａ（仅考虑外力作用）计算如下：

因而造成无法准确地预测机器人身体的状态．因此，
在实体机器人上需要考虑更加现实可行的预测方
法．
通过实验观察发现，机器人在翻倒过程中身体
存在多种标志特征的变化，除身体的俯仰角和滚动
角外，还包括重心加速度、速度、位置以及ＺＭＰ点．
然而实验结果表明，由于噪声的影响，单一特征与
翻倒状态之间相关性非常低，无法单单依靠某一特
征进行准确的预测．回归分析方法，是研究多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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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

根据加速度Ａ计算出速度ｙ与位置Ｐ，其中ｙｏ
和凡分别表示初始的速度和位置，如下所示：

Ｖ＝Ｖｏ＋ｌ
；

２０１１年１月

前向平衡分开考虑．以横向平衡为例，本文将问题
定义为：已知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受到横向外力作
用发生翻倒，为其设计平衡恢复方法．设计平衡算

Ａｄｆ

（３）

Ｐ＝Ｐｏ＋ｌ ｙ出

法的目标是使机器人在单步之内迅速恢复平衡，并
保持正常行走状态．算法过程如图１所示，具体步

Ｕ

骤如下：

（２）身体的俯仰角和滚动角
机器人身体沿Ｙ轴转动的俯仰角表示为０，沿ｘ
轴转动的滚动角表示为西，仍沿用重心加速度在轴
上的分量进行近似计算：

０≈ａｒｃｔａＩｌ拿
（４）

Ｚ．．ｇ

咖≈ａｒｃｔａｎＹ－－．．ｇ
ｚｇ
足部轨迹规划

计算姿态补偿角度
／

假定地面是平的，机器人重心到地面的高度Ｚ

ｆ

—＼／ ／

是常量，则ＺＭＰ的位置∞ｍｌｐ，Ｙｚｍｐ，０）可通过下式得

计算关节角度

到：

（；：）＝（；）一喜（耋）

Ｊ

／

关节控制指令

ｃ５，
图１、Ｆ衡恢复算法

研究表明，如果ＺＭＰ处于机器人足底与地面

Ｆｉｇ．１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形成的支撑多边形内，机器人的步行将保持动态

（１）引入翻倒预测回归模型评估机器人当前身

稳定状态．一旦计算出的ＺＭＰ位于支撑多边形之

体状态，进行翻倒状态预测：若预测翻倒，则进入平

外，将造成机器人沿着支撑多边形边缘旋转倾覆．

衡恢复过程，否则保持之前的运动．

因此，ＺＭＰ是判断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能否稳定行

（２）使用两种控制策略：

走的重要判据．本文取（Ｘｚｍｐ，Ｙｚｍｐ）作为ＺＭＰ的特征
量．

Ｉ．通过线性倒立摆的轨道能量模型，计算横向
平衡的落脚点，据此调整正常行走时的落脚点，重
新进行足部运动轨迹规划：

早期实验验证发现，重心速度和位置与ＺＭＰ特
征在多元回归中存在“共线”问题，因此在下述研究

Ⅱ．根据身体的倾角计算支撑腿肩关节（或臀关
节）的补偿角度，使身体平面与地面保持平行．

中将不采用速度和位置特征．假设机器人所有的状

（３）采用逆运动学算法，计算机器人各关节角

态特征构成一个矢量，机器人翻倒预测模型由下式

度，并对支撑腿肩部（或臀部）的关节角度进行补

定义：

偿，实现对机器人行走姿态的控制．
ｌｆ，。Ｆ·Ｗ＋易

（６）
、‘

Ｆ＝＠，艾毛０，９，工：唧，Ｙ。唧）

３．１落脚点
本文的目标是实现机器人通过“迈单步策略”

其中Ｗ和ｂ分别代表线性回归的权重向量及偏移，

恢复运动平衡，将采纳Ｐｒａｔｔ等人提出的“捕获点”

将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训练得到，ｌＩ，表示是否翻倒

理论，其物理参数定义如下所示（以工方向为例）：
（１）起始状态：定义为机器人将要摔倒时的状

这一状态．

３平衡恢复算法（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

态，表示为（ｘ。，戈。，戈。），其中工。、戈。和麓分别表示此
时的重心位置、速度和加速度．
（２）终止状态：定义为机器人恢复平衡（身体再

为了获得较理想的步态规划，国内外研究学者

次处于竖直）时的状态，表示为∽，矗，蕊），各参数含

们通常假设步行机器人在前向运动和横向运动时各

义与起始状态类似．此时重心的速度哀和加速度麓

关节之间的耦合很小，可以将机器人的前向运动和

的理论值应为Ｏ，但在现实环境的影响下，其值将会

横向运动进行解耦．本文沿用此思想将横向平衡与

发生微小的扰动．因此，本文设定（矗，蕊）只要小于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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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阈值（仃，９），即表示机器人再次处于平衡状态．

２４７

４学习优化实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捕获点：对于处于状态（ｘ，戈，膏）的机器人，捕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获点Ｃ定义为地面上一点，该点位于机器人足部支

上述计算落脚点位置的过程均不考虑参数误

撑多边形内，或者位于机器人可以通过单步达到的

差，而在实际应用中无论机器人的传感器如何精良

区域内．该点就是本文需要计算的理论落脚点．

都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噪声和误差，导致机器人

采用线性倒立摆模型分析机器人系统的运动特
性，其轨道能量模型玩坤为

无法感知自身状态的准确信息，因此理论落脚点和
实际的位置存在一定的偏差．针对理论落脚点精度

如＝妻Ｐ一兰，

（７）

不高的问题，本文采用离线监督学习方法对落脚点
进行优化，下面分算法描述和算法流程加以介绍．

其中，ｚ表示机器人重心距地面的高度．假设重心向

４．１算法描述

支撑足运动，若玩ｍ＞０，表示重心有足够的能量越
过支撑足继续向前运动：若丘ｍ＜０，表示重心在到

并使用适应度函数评估其优劣，多轮测试后选择最

达支撑足之前将停止并开始反向运动；若ＥＬｍ＝０，

好的候选，记录其与理论捕获点的偏移量，最后使

则表示重心将保持在支撑足上方．因此当Ｅｔａｐ＝０

用线性回归方法生成回归映射模型用于预测．具体

时可以得到系统的两个特征向量：

描述如下：

ｊ＝血以

在离线学习中，首先生成不同的预测捕获点，

（１）适应度函数采用轨道能量作为评价标准，

㈣

机器人到达停止位置时的轨道能量越小说明估计

它们分别对应机器人的稳定状态与不稳定状态：当

近终止状态时所处的位置．适应度函数计算公式如

的落脚点越精确．停止位置是指机器人在到达或接

ｘ与孟符号相同时（重心向支撑足运动）为稳定状

下．．

．

不稳定状态．
在线性倒立摆模型的运动过程中，只要摆动腿
不落下造成支撑足位置的改变，机器人的轨道能量
是守恒的．假定支撑足的交换瞬时发生，中间无任
何能量损失，那么通过给定的轨道能量和在前一位
置的速度即可计算出下一个落脚点的位置．为使机
器人最终达到稳定状态，依据式（８），选择捕获点的

，

最协啦ｇ＝扣１２一喜铷１２

态，当Ｘ与ｊ符号相反时（重心远离支撑足运动）为

（１１）

其中工表示支撑足到重心连线在地面的投影，ｇ表
示重力加速度，ｆ表示重心的平均高度．
（２）回归模型假定在Ｏｘｙ平面上实际捕获点
与理论捕获点之间的偏移量为（Ｉｌｒ，氐），回归模型定

义为机器人起始状态（Ｚ。，２。，戈。）到偏移量（最，国）的
函数，表示为
，

Ｉ最＝ａ３ｘｓ＋口２戈ｓ＋ｎ１题＋伽

计算公式为
．／

‰味爿＼／；Ｚ

ｌ Ｓ＝ｃ３Ｙｓ＋ｃ痧。＋ｃｌＹｓ＋ｃｏ

（９）

Ｚ。＝（Ｘｓ，Ｙ。）

由此可知，对于一个给定的状态仳，戈），使用线
性倒立摆模型和轨道能量模型可计算出唯一的捕获
点（即轨道能量为０的点）．该捕获点即为“迈单步

（１２）

这是由于在实验中考察发现Ｏｘｙ平面内重心的

位移、速度和加速度与偏移量相关性最好．

策略”中下一步落脚点的位置．

（３）预测捕获点定义为理论捕获点与偏移量

３．２姿态角度补偿

之和．如式（１３）所示，‰，ｙｐ）表示预测捕获点，６（，１）

本文设计了一个ＰＤ控制器对身体姿态角度进

表示偏移量，它随着测试集的扩大而递增．
，

行补偿：
ｆ＝七ｐ（钆一咖）＋幻（咖）

Ｊ
（１０）

１．ｔ＝知（吼一９）＋ｋｄ（０）

（１３）

８（ｎ）＝ｎ南，ｎ＝０，ｌ，…，ｎ

其中，ｔ和肛分别表示肩关节（或臀关节）前向和
横向的补偿角度，钆和吼分别表示身体要求补偿的

Ｘｐ＝Ｘｅａｐｍｒｅ＋６（ｎ）

ｌＹｐ＝Ｙｃａｐ眦＋占（ｎ）

、。

４．２算法流程

滚动角和俯仰角，咖和０分别表示身体滚动角和俯

（１）机器人开始匀速前向运动，在此过程中，不

仰角，西和Ｄ分别表示身体滚动角和俯仰角的变化

断地使用一个横向冲击力对其加以扰动，迫使其翻

率，‘‰和‰表示增益．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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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１月

在此过程中，学习算法生成预测捕获点集．如

表ｌ机器人状态分类

果此过程达到预设终止的次数，则整个算法终止．

Ｔａｂ－ｌ

ＲｏｂＯ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标记

机器人状态

为下一步落脚点，进行足部规划．如果所有捕获点

ｌ

站立：机器人保持直泣或者匀速行走

都已测试，则选择终止状态轨道能量最小的偏移量

２

身体向右侧横向翻倒

为最优结果，转到步骤（４）．

３

身体向左侧横向翻倒

（３）当机器人到达终止状态时，计算此时的能

４

身体向后翻倒，头部朝上

量．如果机器人未能完成平衡恢复，则判定此次失

５

身体向前翻倒，头部着地

（２）从预测捕获点集中选择一个预测捕获点作

败，转到步骤（２）；如果此时能量小于设定阈值，则

表２身体状态特征

判定为找到最优捕获点候选，本次算法终止，转到

Ｔａｂ．２

步骤（４），否则转到步骤（２）．

相关度
０．２７６

Ｙ方向加速度

０．２１６

Ｚ方向加速度

０．３２４

身体俯仰角

０．０９３

身体滚动角

０．２０５

计算得到的ＺＭＰ工分量

—０．００３

计算得到的ＺＭＰＹ分量

—０．０２８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本文将机器人的状态分为５类，具体分类标准
如表１所示．在实验中使用外力对其加以扰动，迫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Ｘ方向加速度

（１）．

５．１翻倒预测实验

ｓｔａｔｕｓ

身体各维特征

（４）选择新的横向冲击力进行实验，转到步骤

５实验结果及分析（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Ｂｏｄｙ

表３酬归模型系数

使机器人翻倒，记录机器人分别从站立状态变为向
Ｔａｂ．３

右侧横向翻倒、向左侧横向翻倒、向后翻倒和向前
翻倒情况下共２５００组数据，每组数据各５００个．各

系数

维特征与机器人状态的相关性如表２所示，其中相

数值

６０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６ｌ

易２

缸

易３

魄

６５

幻

３．１３９ ０．８６６ ０．６０８ ０．１６１ ０．１４０ ０．４８０－０．００ｌ一０．００１

关度ｒ计算公式吲如下：

表４映射模型
Ｔａｂ．４

ｒ：要：ｔ』竺塑害丝一（１４）
ｓｓＶ在（“一厅）２肛在（ｖ一哥）２／ｎ一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取值范围机器人状态
（一一，１．５）

１

式中，咒，是变量Ｕ和ｖ的样本协方差，咒、Ｓ分别

【１．５，２．５）

２

为变量Ｈ、ｖ的样本标准差．

［２．５，３．５）

３

，取值范围机器人状态

【３．５，４．５）４
【４．５，＋一）

５

从表２可以看出，单一特征与翻倒状态相关性
表５性能比较

非常低，单一使用某维特征难以很好地刻画身体状
态，因此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通过大量数
据进行训练，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６７ｙ。ｐ＋ｂ６ｘ：。ｐ＋６５乏＋埘＋易３茗＋
ｂ２妒＋易１０＋ｂｏ

（１５）

ｅ表示身体俯仰角，咖表示身体滚动角，戈表示ｘ方

Ｔａｂ．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实验配置

相关度

７维特征＠，弘主，０ １币，‰ｐ，Ｙｍｐ）

Ｏ．９２６

５维特征憾艾盖０，母）

０．８９４

３维特征＠，艾芝）

０．２３７

２维特征（０，妒）

０．１４９

向加速度，萝表示Ｙ方向加速度，乏表示ｚ方向加速

０，咖，Ｘｚｍｐ，ｙｍｐ）进行翻倒预测．重新采集２８３５份数

度，Ｘｚｍｐ和ＹｚｍＤ分别表示计算得到的ＺＭＰ工和Ｙ分
量．回归模型的各项系数如表３所示．

据进行上述实验测试，相关度和准确率的对比如表
６所示．其中，准确率Ｗ计算公式为

对于输入的多维特征，通过回归模型计算得到
一个数值．厂，建立其与机器人状态的映射模型，如表
４所示．
在训练集上进行测试结果的对比，结果如表５
所示．据此分析可知，本文最终选择７维特征（克：歹，乏，

万方数据

ｗ＝面ｍ

（１６）

其中，ｍ指预测系统输出结果与人工判断结果相同
的数目，膨指实验结果的总数目．
从表６中可以看出，使用７维特征进行预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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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率岛选９０％以上，能够较准确地预测机器人翻倒
的状态．从而保证及时、准确地进行平衡恢复控制．
裹６预测系统’Ｊ人１性能比较
Ｔａｂ．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ａｄ ｍａｎｕ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实验配置

相关度

准确半

７维特征忙，且ｔ０，十，ｈ。．ｈｍ。）
５维特征（ｊ，ｙ，￡，０十）
３维特征忙，，｛）
２维特缸（０、÷）

５．２学习实验

赏Ｗ捕获点ｙＩｉｔ偏社最

幽３磺向、ｒ撕恢复实验鲒果

本文为平衡恢复的优化实验描建了一套实验平
台，由场地｛ｌＩ学习系统两部分卦Ｉ域，如图２所示场

Ｆｉｇ ３

地是ＲｏｂｏＣｕｐ标准平台ｌ＿ｆｌ使Ｈ｛的地毯；学习系统是
运行在机器人自身系统上ｆｆＪ决策处理稗序．其作Ｈｊ

表７小Ｈ行走速度Ｆ的、ｒ新恢复成功牢此较
Ｔａｂ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是接收白身各个传感器的信息）１加以处理．与此同
时控制机器人自动地进行实验幽中直线表示机器
人的何嚣和朝向，圆圈表示机器人的返动路衽

ｂａｌ㈧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㈣ｋ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ｌｋ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ｓ

速度范Ｉ制

测试次数

Ｊ垃功次数

成ＪＪＪ毕

低速（２００ｍｉｎｔｓ）
中速（３０９ｍｍ／ｓ）
岛速（４００ｒａｍ／ｓ）

６总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针对机器人在正常运动过程中突然遭遇外力作
用引发翻倒危险的问题，提ｎ｛一种基丁轨道能量模
型的步行机器人平衡控制方法：根据机器人自身加
速度等状态信息建立同归模型有效地预测翻倒状
态．当机器人将要翻捌时，采Ｈｊ两种平衡控制策略：
幽２机器＾ｎ：ｊ！【行翻倒恢复实验
Ｆｉｇ ２

Ｔｈｅｒｏｂｏｔ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ｆｕｒｌ）ｏｖ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一是通过控制身体肩关棒（或臀关１，）的角度恢复
身体姿态：一是使Ｈｊ“迈单步策略”，通过线性倒虹

以横向平衡恢复实验为侧．实验结果如酗３所

摆轨道能量模型计葬得到卜’步的落脚点，巫新进

示．圈中横坐标表示实际捕获点住Ｙ方向上的偏移

行足部ｉ薹动轨迹规划同时，通过离线学习疗法建

垫，纵坐标分别表示机器人重心在Ｙ方向卜的ｍＩＩ速
度、速度和忙移．从幽中ｕＴ以看出，使埘单一的特祉

立身体状态·ｏ最佳落脚点的模型，优化理论落脚点

将无法很好地预测偏移餐的变化。网此需要联合３

情况卜提供机器人白身状态的准确估计，降低对隅

种特征进行练台预测．提高落脚点计算的精度

精度传感器的要求，适川ｒ ＡＩＢＯ肆低成率娱乐机

口前为ＩＥ，使ｊ＿｜』本文所提的方法得到的实验结

本文所提方法能够在机器人自身传感器存在噪卢的

器人或１．业机器人针对ＲｏｂｏＣｕｐ标准平台绷比赛

果蛏，机器人平衡恢复的成功率达到了５０％以ｔ

中的情形，在ＡＩＢＯ机器人上的实验结果ｉｌＥ明了该

使川多元线ｒ土同归模型预删机器人翻倒状态的成

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机器人的翻倒玖数减少ｒ

功率擞高．相比丁机器人运动系统中没有加入平衡

一牛以上，有效地提高了行动效率

恢复控制（机器人被撞ｔｈ火上平衡币只能倒地后再

需要指山的是，重新进行足部轨迹规划需要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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