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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现实的煤矿救援机器人远程控制技术
张旭辉，董润霖，马宏伟，杜昱阳，毛清华，王川伟，薛旭升，马 琨
（ 西安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摘

７１００５８）

要：针对当前煤矿井下救援机器人自主导航效率低下，难以满足矿难时效性的救援要求，提出了

一种基于虚拟现实（ ＶＲ） 的煤矿救援机器人远程控制方案，以虚拟仿真技术、智能检测与控制、远程通
信、环境动态建模等技术为基础，以煤矿救援机器人的远程控制为目标，建立了煤矿救援机器人虚拟

仿真模型以及井下工作环境场景，对传感器数据进行解析动态建模，完成机器人井下的以巷道为基础
的局部定位，并实时更新煤矿救援机器人井下作业场景，为机器人自主控制增加了判据。 此方案定位
于复杂工况下有效的人工远程干预，借助 ＶＲ 技术充分融合人、机和环境信息，可有效提升井下矿难
救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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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有突发性、继发性和灾难性等特点，世界各国都非常

言

重视矿难后的救援体系建设。 传统的人员现场救

煤矿井下地质结构复杂，开采作业环境恶劣，尽

管近年来采取“ 以风定产” 、“ 先抽后采” 等措施可以

援，时间周期长，加之困难地点环境情况不明，容易
发生次生事故，并且会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事故

有效降低煤矿事故率，但我国突发性的瓦斯、水等灾

后派遣机器人下井探测环境信息，为救援提供决策

害引起的煤矿事故依旧频发。 由于煤矿灾害事故具

依据，是当前最受关注的研究方向。 国内众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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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辉等：基于虚拟的实的煤矿救援机器人远程控制技术

机构和学者对煤矿救援机器人关键使能技术进行了
长期探索

［１－４］

。 西安科技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下，对煤矿救援机器人自主导航与智能控制
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５］

。 但

环境信息，将多传感器数据融合，采用动态建模技术
实时构建巷道局部模型，对全局地图进行修正并反
馈到虚拟仿真平台，根据机器人虚拟样机的状态实
时制定新的控制策略，不断对机器人控制器自主规

是依靠多传感器信息融合对非结构化复杂环境下的

划的路径进行修正，在复杂工况下依照虚拟仿真平

机器人进行自主导航效率较低，目前难以满足矿难

台进行人工干预辅助决策，完成对虚拟样机和真实

救援的实效要求。 基于此，笔者提出基于虚拟现实

煤矿救援机器人的同步控制，循环往复，实时监控，

（ ＶＲ） 技术的煤矿救援机器人远程控制方案，借助虚
拟仿真技术、智能检测与控制技术、远程通信技术、

直至完成煤矿井下救援任务。

环境动态建模技术等，建立了煤矿救援机器人虚拟

２ 基于 ＶＲ 的煤矿救援机器人远程控制方法

仿真与远程控制平台，接收矿难后下井探测的救援

为实现煤矿救援机器人的远程控制，建立机器

机器人上安装的超声传感器、激光测距仪等传感器

人运动控制模型，添加虚拟仿真部分以增强真实效

的数据，经多数据融合，动态建立救援机器人所在位

果，依照井下的巷道布局创建原始巷道，建立机器人

置环境的三维模型，地面操作者按照虚拟环境下的

仿真模型，并对其进行运动虚拟仿真及碰撞检测，结

机器人和环境位置关系，决策并控制救援机器人运

合传感器数据，可以实现煤矿救援机器人井下实时
位置定位，当发生矿难时，井下巷道会因塌方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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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该方法借助 ＶＲ 技术沉浸性、交互性特点，能有
效融合人、机和环境信息，弥补当前的煤矿救援机器

使原始巷道数据发生变化，机器人将传感器测得的

人控制技术方面的不足。

信息传回虚拟仿真与远程控制平台，系统将多种传

１

基于 ＶＲ 的煤矿救援机器人远程控制系
统总体设计

基于 ＶＲ 的煤矿救援机器人远程控制系统由虚拟

仿真平台、检测定位子系统、远程控制与通信子系统和

中

动态建模子系统等组成。 系统工作原理如图 １ 所示。

感器数据融合进行实时动态建模，并以此为新的判
据不断修订控制策略，同时可人工干预辅助决策，大
幅提升井下救援效率。

２ １

机器人运动控制模型

在进行煤矿救援机器人井下运动控制时，首先

要建立机器人运动控制模型，本团队设计的煤矿救

援机器人由 ４ 个摆臂履带单元组成的机械摆臂系

统、２ 个主履带单元以及机体组成的运动系统等部
分组成。 ６ 个履带单元采用对称布置、协调控制的

方式，通过对履带单元的单独驱动或协调控制，可以
实现机器人的整体移动，单个摆臂的转动以及摆臂
间的协调运动，实现将机器人抬起或放下等运动模
式，以调整机器人的运动姿态和实现辅助运动。

以虚拟仿真软件中的 ＯＤＥ 动力学模型为基础，

建立了机器人机体与 ４ 个摆臂的 ＯＤＥ Ｂｏｄｙ 父子关
图１

Ｆｉｇ １

煤矿救援机器人远程控制系统工作原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系及 ＯＤＥ Ｊｏｉｎｔ 机械物理关系，设置模型的碰撞属
性并设置基本要素，机器人 ＯＥＤ 模型如图 ２ 所示。

ｍｉｎｅ ｒｅｓｃｕｅ ｒｏｂｏｔ ｓｙｓｔｅｍ

借助矿井建设或巷道设计图纸建立煤矿井下初
始地图数据库，在初始全局地图上对煤矿救援机器
人进行初始定位，远程控制救援机器人在井下完成
相应动作，并利用虚拟仿真平台使井下救援机器人
工作状态真实再现，在机器人上安装捷联惯导装置、
激光测距仪等传感器，不断感知机器人自身和外界

图２

Ｆｉｇ ２

机器人 ＯＤＥ 模型

ＯＤ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ｏｂｏｔ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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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机器人虚拟仿真运动控制模型后需要建
立控制坐标系，以巷道走向为基础建立静态局部环
境坐标系，通过机器人携带的传感器所采集到的数
据确定机器人在巷道里的相对位置，在煤矿救援机
器人机体上以机器人的重心建立坐标系，可进一步
控制机器人的运动，煤矿救援机器人运动坐标系的
建立如图 ３ 所示。 机器人在巷道中的运动坐标系如
图 ４ 所示。

Ｆｉｇ ５

图５

机器人运动虚拟仿真控制过程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ｏｂｏ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在发送控制命令时，在虚拟仿真与远程控制平

台的 ＶＲ Ｅｄｉｔｉｏｎ 分支下建立 Ｓｅｒｉａｌ 模块，同时创建

Ａｄｄ Ｂｙｔｅ ｔｏ Ｐａｃｋａｇｅ 模块或 Ａｄｄ Ｂｉｔｓ ｔｏ Ｐａｃｋａｇｅ 模

块，添加以字或位为单位的数据，建立发送数据包

Ｓｅｎｄ Ｄａｔａ Ｐａｃｋａｇｅ 模块将其打包成组发送，发送数
机器人运动坐标系的建立

据时将 Ｓ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ａｎｄ 通道设置为 Ｓｅｎｄ Ｄａｔａ Ｐａｃｋ⁃

ａｇｅ，下面连接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Ｐｏｒｔ 与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Ｔｏ Ｓｅｎｄ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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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 ３

图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ｒｏｂｏｔ

将指 定 数 据 发 送 到 指 定 串 口， 发 送 完 成 后， 设 置

Ｃｌｅａｒ Ｂｕｆｆｅｒ 命令清除缓冲区。 上位控制器将控制
命令经无线通信方式发送到井下机器人，使机器人
完成指定动作。

２ ３

救援机器人应急通信策略

救援机器人远程无线通信系统是以双增强型

ＮＲＦ２４Ｌ０１ 无线通信模块为基础完成数据的传输，

图４

机器人在巷道中的运动坐标系

Ｍｏｖ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ｏｂｏｔ ｉｎ ｒｏａｄｗａｙ

中

２ ２

Ｆｉｇ ４

救援机器人运动决策及远程控制

在煤矿救援机器人的运动虚拟仿真控制过程

有效传输距离为 １ １００ ｍ，煤矿井下地质条件复杂，
无线通信信号较弱，且容易受阻。 可采用团队前期

解决方法，即煤矿井下应急救援无线通信网络搭建
系统及方法 ［９］ 。

在救援机器人下井的同时携带多个中继器，当

中，以虚拟样机的运动仿真为基础，进行判断并决

井下环境、地理信息允许，并且通信网络出现断点、

策，通过井下救援机器人采集的各类传感器数据，对

弱点的情况下，将布放装置内部储存的“ 不倒翁” 型

机器人虚拟样机进行位置姿态的确定，使井下机器

无线中继器推出，放置在指定规划位置，布置多个通

人与虚拟机器人的运动状态实时保持一致，则在远

信设备地点，恢复或延续通信网络覆盖，完成应急无

程控制平台上以机器人虚拟样机为控制对象即可替
代井下真实煤矿救援机器人，对其状态进行判断并

线通信网络搭建 ［１０－１１］ 。 团队所设计的“ 不倒翁” 型

无线通信中继器能够降低在无人、复杂、存在潜在威

进行决策，完成轨迹规划，通过在控制平台上使虚拟

胁的环境中，有效布置无线通信节点，延长可靠、安

样机运动仿真，完成对煤矿救援机器人的轨迹规划，

全的通信信道链路，同时，为测试通信策略的可靠

并执行。 虚拟仿真与远程控制平台可以结合控制命
令与传感器采集到的实时数据，以仿真图像的数据
形式反映实时工况，可以直观反映出救援机器人在
井下的真实状态，营造身临其境的效果，使远程控制
类似本地控制，可以大幅提高远程控制的可靠度，有
效提升煤矿救援机器人作业效率 ［６－８］ 。 煤矿救援机
器人的运动虚拟仿真控制过程如图 ５ 所示。
５４

性，编写了基于 ＴＣＰ ／ ＩＰ 协议的无线通信网络中继

跟踪软件，并在实验室搭建了无线通信网络跟踪软
件试验平台，其中包括 ３ 台无线中继设备、１ 台主机

端、煤矿救援机器人、外接终端（ 如手机、移动电脑

等） 无线网络硬件平台，如图 ６ 所示。 确保网络平
台上的各硬件正常开机后，启动跟踪软件，显示测试
结果正常，验证了其通信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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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ｍｅｒａ 观测到的信息，即可实时监测机器人
的运动状态与周围环境，以增强整体的仿真效果，为
人工机器人操作的判断真实性提高了可靠度。 图 ８

为全局定位图，可以在全局地图上显示机器人在巷

２ ４

Ｆｉｇ ６

图６

平台连接方式

道中的实时位置。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救援机器人定位与显示技术

在控制过程中，需对机器人进行实时定位，在机
器人机体上装有捷联惯导装置、多圈机械式编码器、
倾 角 传 感 器、 超 声 传 感 器、 激 光 测 距 仪 等 传 感
器 ［１２－１３］ ，机器人定位如图 ７ 所示，以初始地图数据

图８

库定位机器人的初始位置，通过捷联惯导装置、编码
器以及倾角仪测得的数据对机器人进行主动定位，
通过对超声传感器、激光测距仪等传感器的数据解
析，对机器人进行被动定位，将多种数据结合起来，

全局定位机器人在巷道中的位置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ｍａｐ ｏｆ ｒｏｂｏｔ ｉｎ ｍｉｎｅ

救援场地的动态建模技术

当井下发生矿难后，其地质条件变得更为复杂，
随时有可能发生二次破坏，使井下环境不断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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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仿真平台中，以坐标的形式反映在机器人虚

２ ５

Ｆｉｇ ８

拟样机上，显示煤矿救援机器人的位置坐标的同时

显示其旋转角度，以实现机器人的准确定位，虚拟仿
真与远程控制平台对机器人测得的数据进行实时处

理，则可不断更新其位置坐标，在复杂工况下，也可
以 人 工 远 程 干 预 定 位 辅 助 决 策， 增 强 定 位 可 靠
度 ［１４－１７］ 。

化，煤矿救援机器人进入井下着手救援工作时，根据

其携带的超声测距仪测、激光测距仪等多种传感器

测得的数据 ［１８－１９］ ，将多种数据融合进行解析运算，
依照解析后的数据可以画出机器人行走过程中所遇
到遮挡物的轨迹，根据轨迹路径在虚拟仿真及远程
控制平台上进行实时建模，可以实现对井下环境再
现，完成救援场地的实时动态建模，动态控制策略如

中

图 ９ 所示。

图７

Ｆｉｇ ７

图９

机器人定位示意
Ｒｏｂｏｔ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 ９

动态控制策略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将模型信息动态显示在虚拟仿真与远程控制平

系统需在虚拟仿真与远程控制平台建立了地图

台上，在接收传感器数据时，首先需要在创建一个数

定位显示界面，将定位后的机器人直观显示在地图

组用来存放接收到的数据，下位机载控制器将采集

上。 在虚拟仿真平台的 ３Ｄ Ｒｅｎｄｅｒ 模块下创建显示

到的信息进行预处理后，经无线通信系统传至上位

随箭头子程序，箭头始终指示观测相机的方向，将箭

传至计算机 ＳＢＵＦ 缓存区的数据，将接收到的数据

地图全景相机，同时连接显示地图子程序和相机跟
头与机器人的跟随相机绑定，使相机可跟随箭头指
示的方向移动，实现相机跟随。 创建地图缩略图显
示整体巷道的俯视图效果，实时显示救援机器人的
位置，添加不同类型的相机，在虚拟仿真与远程控制
台屏幕切换显示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ｅｒａ 与 Ｗａｌｋ⁃

控制器，虚拟仿真与远程控制平台读取上位控制器
按位依次存放到数组中，不断调用数组中的数据进
行实时建模，数据读取之后需要设置清空按钮，通过
触发 通 道， 连 接 Ｓ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ａｎｄ 通 道， 选 择 Ｃｌｅａｒ

Ｂｕｆｆｅｒ 指令，使得按下 Ｄｅｌｅｔｅ 键清除缓冲区数值，选
择 Ｒｅｍｏｖｅ ａｌｌ ｒｏｗ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ｕｍｎ 指令，使得按下“ ／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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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清除已接收数组数据 ［２０］ 。

人在实际环境中的位置信息。

建立救援场地动态模型后，需要对其添加碰撞

检测，这样可以在远程控制煤矿救援机器人作业过
程中避免误操作。 笔者在建立机器人运动控制模型
时，已 经 添 加 了 ＯＤＥ Ｂｏｄｙ 与 ＯＥＤ Ｊｏｉｎｔ， 完 成 了

ＯＤＥ 模型建立之后，在同一个 ３Ｄ Ｒｅｎｄｅｒ 模块下添
加 ＯＤＥ Ｂｏｄｙ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模块，在该模块下创建 Ｃｏｌｌｉ⁃

ｓ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模块添加地面与巷道信息将所有环境模
型添加至该模块下，即可完成煤矿救援机器人在远
程控制中的对外界环境的碰撞检测。

３

试验及结果分析
为验证系统功能，测试煤矿救援机器人的远程

图 １１

控制功能，构建远程控制试验场景，以楼道模拟煤矿

Ｆｉｇ １１

井下的巷道，由四履带六摆臂煤矿救援机器人模型
和虚拟仿真与远程控制平台组成试验平台。

救援机器人与仿真机器人同步运动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ｃｕｅ ｒｏｂｏｔ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ｏｂｏｔ

图 １２ａ 为机器人右转时位姿，图 １２ｂ 为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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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过程中，点击虚拟仿真与远程控制平台
上的各项控制功能按钮，控制救援机器人与虚拟机

器人运动同步运动，通过全景地图可以观察到机器

左转时位姿，结果表明虚拟仿真机器人与救援机器
人的实时位置与姿态均可同步。

人在巷道中的位置信息，在巷道地图上可以观察机
器人的具体位置姿态，同时，救援机器人上装有的各

类传感器可以实时反馈周围的环境各项信息并显示

在屏幕上，将数据融合后即可完成虚拟环境的实时
动态修正，通过切换不同相机，即可以观测机器人的

中

位姿变化以及周围环境信息。

在虚拟仿真与远程控制平台切换至物体跟随相
机，可以观测机器人的位置姿态，同时可以在全局地

图上观测机器人位置信息，救援机器人远程监控界

面如图 １０ 所示。 试验表明，该平台可以实现对救援
机器人状态的实时监测，在观测界面上方可显示救

援机器人在巷道中的三维坐标信息，观测界面右上
Ｆｉｇ １２

角的地图缩略图可以显示救援机器人在巷道中的实
时位置，右下角可显示机器人周围的环境信息。

４

结

图 １２

机器人位置姿态观测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ｂｏｔ

语

笔者提出了一种基于 ＶＲ 的煤矿救援机器人远
程控制方案，该方案结合虚拟现实技术、计算机技术、
动态建模技术、控制与检测技术，建立了煤矿救援机

Ｆｉｇ １０

图 １０

器人及井下巷道的虚拟仿真模型，并对机器人进行了
救援机器人远程监控界面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ｃｕｅ ｒｏｂｏｔ ｒｅｍｏｔ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图 １１ａ 为救援机器人初始位置，图 １１ｂ 为机器

人行进 ５ ｍ 后的位置，可以看出虚拟仿真机器人与
救援机器人实现同步运动，并且可以有效反映机器
５６

ＯＤＥ 动力学仿真，在此基础上，对各传感器数据进行

解析，完成机器人在井下以巷道为基础的局部定位，
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同步运动，同时，将救援机器人
上传感器采集的多维数据进行融合，可以将环境信息
表达出来，实现人机协作下有效的远程干预。 试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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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借助 ＶＲ 技术可以为机器人远程控制增加判据，

［ Ｊ］ ．矿山机械，２０１５，４３（４） ：１０４－１０７．

Ｘｕｅ Ｘｕｓｈｅｎｇ， Ｍａ Ｈｏｎｇｗｅｉ， Ｓｈａｎｇ Ｗａｎｆｅ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有助于融合人、机和环境信息，提升救援效率。 下一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ｏｂｏ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ｒｅｓｃｕｅ ｉｎ ｃｏｌｌｉｅｒｙ ［ Ｊ］ ． Ｍｉｎｉｎｇ ＆

步工作是以数据驱动虚拟仿真平台实时更新煤矿救
援机器人井下作业场景，完成环境模型动态重建，实
现虚实同步，人机协同远程控制。

［１１］

柳玉龙．煤矿搜救机器人的研究现状及关键技术分析［ Ｊ］ ．矿山
机械，２０１３，４１（３） ：７－１２．

Ｌｉｕ Ｙｕｌｏ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１２］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４１（３） ：７－１２．

王国庆，许红盛，王恺睿．煤矿机器人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Ｊ］ ．
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１４，４２（２） ：７３－７７．

［１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４２（２） ：７３－７７．

［ Ｊ］ ．制造业自动化，２０１４（４） ：５５－５８．

［１４］

ｔｕｒｉｎ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４） ：５５－５８．

刘 罡，刘玉斌，赵 杰，等．基于可视切线图的新型煤矿救援机器

［１５］

人路径规划［Ｊ］．吉林大学学报：工学版，２０１１（４）：１１０７－１１１２．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 ４ ） ： １１０７ －
１１１２．

中

操纵系统及远程控制方法： 中国， ＣＮ１０３４８５７８４Ａ ［ Ｐ ］ ． ２０１４ －

ＶＣ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 Ｊ］ ．Ｒｏｂｏｔ，２０１３（５） ：５９４－５９９．

［１８］

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１２） ：２９１４－２９２０．
刚，郭永存，胡

［１９］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ｍｉｎｅ ｂｅｌｔ ｃｏｎｖｅｙｏｒ ［ Ｊ］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
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１４（８） ：１４５－１４８．

娟，等．煤矿井下应急救援无线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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