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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协警狗

摘要

针对警察负担重、追捕危险系数高、现有协警机器人应用范围小的困境，我们自主设计

了智能机械狗平台，首次将机械狗引入协警巡逻和抓捕领域。我们将云端和移动端相结合，

两者联合建图、导航、检测，云端（AI-Box）在大范围指挥移动端（机械狗/Hero 平台），

同时机械狗自身具有目标跟踪、电击抓捕、跨越多地形的能力，集成目标检测、人脸识别、

动作识别等功能，具备追踪可疑人员、检测异常事件、电击棒抓捕等能力，具有极强的便携

性、场景适应性和作业灵活性。

关键词：协警机械狗，云端-移动端联动，多地形巡逻，目标跟踪追捕

AI-M POLICE DOG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heavy burden of the police, the high risk of pursuit, and the small

application range of the existing police assistance robots, we independently designed the
intelligent robotic dog platform and introduced the robotic dog to the police patrol and arrest field
for the first time. We combine the cloud and the mobile terminal, the two jointly build maps,
navigation, and detection. The cloud (AI-Box) commands the mobile terminal (robotic dog/Hero
platform) in a wide range, and the mechanical dog itself has target tracking and electric shock
capture , The ability to cross multiple terrains, integrate target detection, face recognition, motion
recognition and other functions, have the ability to track suspicious persons, detect abnormal
events, and catch electric shock sticks. It has strong portability, scene adaptability and operational
flexibility .

Keywords: Cooperative police dog, cloud-mobile terminal linkage, multi-terrain patrol, target
tracking and pur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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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随着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等新兴网络技术的出现于应用，维护城市秩序的公安工作

也向高水平的智能化转变。本项目为一款新兴警用机器人，意在帮助警察完成犯人抓捕等

多项复杂工作，帮助人民警察减轻负担。

现阶段的警用机器人多为巡逻，安保机器人。他们可以进行集体环境感知、自主保护、

人机交互交流能力，它们可以帮助警察完成基础重复性的巡逻任务。但是他们同样有很多缺

陷。现阶段的警用机器人基本只能完成巡逻功能，通过人脸识别等来获取人的信息，当遇到

违法分子时在发出声音警报来驱散人群，并向民警发出信号，等待民警到来。他们无法自主

对不法分子进行制服，只能等待民警来进行处理。这种巡逻机器人大部分外形为圆柱形，重

心较高，无法进行高速移动，并且他们多采用橡胶车轮，或者履带这种单一移动方式，无法

适应草地，沙地，崎岖不平的地面行走和跨越路沿、台阶。这种几个限制造成他们只能识别

或者鉴别出危险人员，而无法跟踪和抓捕人员，应用场景有巨大的局限。并且他们体型巨大

无法通过狭窄地形，无法进行更多的功能拓展。

我们观察到市场里面的巡逻机器人。它们具有一定人机交互、预警能力，但仅限于巡逻

功能，无法自主对不法分子进行制服，而且它们大多为圆柱形，重心高，无法快速移动，多

采用履带或橡胶车轮，无法适应草地、路沿等复杂路面，只能识别危险人员，无法跟踪和抓

捕，大大限制了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导致目前机器人警用并不广泛。

我们所做的辅警助手机器人不仅仅是帮助警察巡逻，还能帮助警察追捕制服敌人。当前，

全球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科技的发展导致不法分子拥有更多的武器，警察的生命更容易受到

伤害，而我们的产品可以保护警察的安全，减小警察的执法难度，帮助警察脱离一线执法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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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景分析

2.1 警察执法办案的风险分析

2008 年 7 月 1 日上午，发生在上海闸北公安局的袭击案件，造成 6名民警牺牲和 4 名

民警受伤的特大恶性事故，令人悲痛惋惜。这样的悲痛事件每年都发生过很多次。一线的警

官需要追捕最烦，预防犯罪发生，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们面领

着特殊职业的挑战与考验，其中之一就是执法。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高科技犯罪

应运而生，民警面领的执法风险有日益增长的趋势，警方对于高科技执法设备等的需求也越

来越大。客观审视民警的执法风险，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化解，避免类似伤害民警的事

件再次发生，是一个现实和紧迫的话题。因此有必要制作一款机器人帮助警察进行执法。

2.2中国警察数量占总人口比重小

按照美国学者沃克的理论，每 1 万人中，最少应该有 25 名警察，如果低于这个数字，

社会治安则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按照数据显示，美国每 1万人中，大概拥有 35 名警察，明

显超过了沃克的说法，而在我国则是大大不如。北京市是我国的首都，警力的密度基本上达

到了每万人拥有 35 名警察的标准。上海市和天津市则是在 23 人到 26 人的水平之间，至于

全国那些普通的地级市，一直处于每万人中 15 名到 20 名警察的水平。到了各地区的县城，

这个数字进一步下降。至于乡村，密度则更低。例如一个拥有几万人口的乡镇，只有一个派

出所负责管理，基层民警的压力很大。为此，我们需要研究更加高效有用的机器人系统来减

小民警的工作量，帮助他们从重复繁忙的劳作里面脱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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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硬件系统方案

3.1 硬件方案简述

我们团队自主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机械狗平台，包括机械狗的机械设计，硬件设计，控

制算法开发，视觉系统和导航系统。机械狗平台可以为协警平台提供硬件平台支持，机械

狗本身会接收 AI-BOX 主站发送的命令，将执行追踪罪犯，制服罪犯等动作。

3.2机械狗机械结构设计

3.2.1 整体机身设计

（1）整体结构说明：

机器人机身采用多种材料拼接而成，其中机身主体部分采用 6061 铝合金外壳加工完成，

不起承重作用的头部和尾部分别由亚克力版（浅绿）和 3D 打印（深绿）制成，既保证机身

强度又减轻了不必要的重量。

考虑到电池需要充电，为了使充电较为方便，我们在底板专门设计了供电池拔插的仓孔，

并设计了安装电池的电池板，四周分布槽口，通过调整螺栓在槽口中的相对位置可以把电池

牢牢固定在电池板上。安装和拆卸电池时只需将电池板进行安装和拆卸即可。

图 1 机身部分爆照图 图 2 机身部分爆炸图（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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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机器人三视图

（2）拼装式结构优点：

身体部分全为板状结构，方便加工与拆卸。雷达和尾部相机内嵌入身体使结构更为紧凑，

头部相机部分内嵌使外观较为美观。固定相机的零部件采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降低生产成

本。电池装在身下，使自动充电的过程更为方便。

3.2.2 腿部结构设计

（1）整体设计说明

腿部是串行驱动的，但是驱动小腿连杆的膝关节驱动器与髋关节驱动器同轴放置，而不

是在膝关节处。这使膝盖驱动器增加到小腿连杆的惯性最小。大腿连杆由皮带传动装置进行

传动，该传动装置穿过空心的大腿连杆，并在驱动器和小腿连杆之间额外减少 1.25：1 的运

动，以增加膝关节扭矩。

小腿连杆的设计使其在承受载荷的方向上具有非常轻的重量和很高的刚度。由于半球型

足部的作用，下连杆仅承受弯曲载荷，其横截面大致为工字梁，壁很薄。腿的长度逐渐减小，

这是由于脚力使连杆的弯曲力矩逐渐减小而使之靠近脚。小腿连杆在两个压入膝盖滑轮的轴

承上转动。

大腿连杆承受弯曲载荷和扭力，并需要皮带的内部路径来驱动小腿连杆。大腿连杆为两

部分壳体组成，两个薄壁半壳体沿边缘固定在一起，形成连续的管道状。

（2）全手肘构型

采用全手肘构型，增大腿部活动空间。驱动小腿的驱动器与髋部驱动器同轴放置而不是

放在膝关节处，降低小腿惯性。

图 4 腿部电机分布图

（3）关节链接

同步带轮穿过空心大腿实现传动并施以 1.33：1 的减速运动，增加膝关节的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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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腿部传动图

（4）强度设计

小腿截面大致为工字梁，提高小腿的抗弯能力并尽量减少腿部质量。空心大腿分为左右

两部分，方便安装。

图 6：工字梁设计

3.2.3 足部多维感知设计：

足部内嵌自主设计的三维力传感器，实现触底力矩检测，在足端粘有橡胶片，防滑减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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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多维信息感知足部

3.2.4 高能量密度关节驱动器设计：

关节驱动采用无刷电机加上一个 6：1 的行星减速器，峰值扭矩可达到 18NM，电机采用

FOC 控制算法，返回给机体位置速度扭矩信息。四足机器人下的应用场景特征对驱动器的性

能要求，简要总结可包括如下五点：1）高频动态响应能力；2）精确力反馈能力；3）低成

本实现能力；4）一定的负载能力；5）紧凑的轴向空间实现能力。

第 1 点所要求的高频动态响应能力，就已经剔除了现在工业机械臂上，高减速比谐波减

速器的驱动器方案，同时也祛除了科研界人形机器人中常用的串联弹性驱动器(SEA)方案，

并将减速比限定在 60 以内。第 2 点与第 3 点所要求的精确力反馈能力与低成本的实现，框

定了电流环力反馈的方案，同时也进一步地缩小了减速比的范围，即 30 以内。第 4 点所要

求的负载能力，决定了驱动器中实际的电机要选定扁平状力矩电机的方案。第 5 点所要求的

紧凑的轴向空间实现能力，决定了外转子+内嵌式单级行星减速箱的方案，这符合第 3 点实

现成本低的要求，同时单级行星减速箱带来的 10 以内的减速比则更响应了电流环精确力反

馈的方案——即较小的减速比下，静摩擦力负面影响会更小，测量结果更加精准。

结合以上 5点的分析，外转子力矩电机+内嵌式单级行星减速器(G<10)+电流环力反馈，

会是相应四足机器人理想的驱动器设计方案之一。

图 8 电机模型爆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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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减速比 6：1 行星减速机构

3.3 硬件设计

3.3.1 电机控制器

12 个电机控制器的设计采用 STM32F4 作为主控芯片，在上面运行 FOC 算法，采用 can

接口通讯。

3.3.2 动力主控

通过 hero 平台与 stm32f446 控制板进行通信使用 spi，stm32 对这些数据进行解析，然

后转换为电机控制消息，最后 stm32 使用 can 总线控制 12 个电机，12 个电机通过 can 总线

返回位置、力矩、速度、角度等信息来到 stm32，stm32 将其数据转换为 spi 消息传递到 hero

平台。

3.3.2.1 底层硬件通讯代码

使用技术与单片机芯片：

（1）stm32f446 芯片

单片机采用 st 公司的 stm32f446，此款芯片时钟最高频率在 168MHZ，速度快，处理更

快，只有 48 个引脚，芯片较小，空间占用较少，有两路 can 口方便我们控制电机

（2）spi 高速通信

上位机 hero 与底层 stm32 使用 spi 通信

spi 是由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推出的一种同步串行传输规范。有四个银脚，分别是：SS（从

器件选择线）、SDO（串行数据传输线）、SDI（串行数据输入线）、SCK（同步串行时钟线。

SPI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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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全双工通信

通信简单

数据传输速率块

缺点

没有指定的流控制，没有应答机制确认是否接收到数据，所以跟 IIC 总线协议比较在数

据可靠性上有一定的缺陷。

它数据传输速率高，操作简单。由于我们的机械狗需要高频率的控制，固我们采用 spi

通讯将控制信息传递给两个 stm32，hero 作为 spi 主机，两个 stm32 作为从机，分别用片选

接受数据。

（3）can 通信

can 通信是由德国 BOSCH 公司开发的控制器局域网络，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

之一。

它使得网络各节点的数据通信实时性强，网络中的各节点都可根据总线访问优先权（取

决于报文标识符）采用无损结构的逐位仲裁的方式竞争向总线发送数据，且 CAN 协议废除了

站地址编码，而代之以对通信数据进行编码，这可使不同的节点同时接收到相同的数据，这

些特点使得 CAN 总线构成的网络各节点之间的数据通信实时性强，并且容易构成冗余结构，

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系统的灵活性。

can总线通信接口中集中了can协议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可完成对数据的成帧处理，

包括位填充、数据块编码、循环冗余检验、优先级判别等工作

机械狗的 12 个电机通过 can 总线链接到 stm32 上，每一个 can 总线链接一条腿的 3个

电机，每块 stm32 里面有 2 路 can 总线。can 较高速度的传输速率使得每个电机的控制频率

达到 1000hz 甚至更高。每个 can 总线只放置 3 个电机，减小每路 can 总线的通信量。can

通过高低两根线之间的电压差来测量，极大的减小了电路中的公模干扰，在多个电机的场景

中会产生大量干扰，而 can 通信能很好的抵制干扰。

（4）dbus 遥控器

与遥控器的通信采用 dbus 通讯接口，通信效率较高。

3.3.2.2 底层 pcb 设计

输入为 5v 通过 ams1117 线性稳压至 3.3v 给 stm32 供电。

can 芯片是 Tja1050 芯片，stm32 引出 4 路 can 到 can 芯片，再由 can 芯片转化为可传

输信号到电机 can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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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主控原理图与 pcb

3.3.3 电源设计

电源设计采用了 DCDC 降压电路，将 24V 电源输入供给 12 路无刷，再提供了 12V，5V，

3.3V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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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控制算法：

3.4.1 运动学模型

四足机器人作为一种多支链运动机构，具有时变的运动拓扑结构，这样就需要对步态进

行合理规划，考虑建立合适的运动学模型。

图 11 控制流程图

3.4.2 步态算法设计

在四足机器人步态一般性描述中，根据不同的步态参数的取值，结合机器人的自身结构

的特点，同时还需要考虑所行走路面的光滑度、崎岖度等情况，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规划步

态。

图 12：狗的运动模型

3.4.3 稳定裕度

为了评定四足机器人行走时是否稳定，引入稳定裕度的概念，但这不能全面的评价四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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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还需要结合重心高度，机器人质量等参数。足端轨迹也是需要考虑的，通过实验

仿真轨迹曲线，采用摆线轨迹的足端当接触地面时所受的冲击力更少，这样就有利于机体的

平衡。

3.4.4 PD 阻抗控制

在传统的控制中，往往采用位置控制的方法，但当地面有弹性变形时，单纯的位置控制

会导致机体姿态的改变，为此本机器人特别采用 PD 阻抗控制，结合足端力传感器和 IMU 等

一些传感器的反馈值，采用传感器信息融合算法，更好地控制机器人。

为了使得单机的位置偏差和外力之间呈现柔顺的关系，计算阻抗控制率，阻抗控制根据

期望位置 x0，与实际位置 x 和外力 Fext 算出输出力 F，输出力 F 作用在对象模型上，可以

看出阻抗控制的内部回路是一个有关力的闭环。

（1）导纳控制

导纳控制的位置控制器用一个 PD 控制器来实现，它的期望位置是不固定的，内部回路

是一个位置环。

（2）跟踪控制与阻抗控制

PD 控制和阻抗控制看起来的确很像，但是目标不同。PD 控制是用于轨迹跟踪

（tracking），而阻抗控制是对外力矩呈现柔性（compliance）

（3）阻抗控制

阻抗控制阻抗控制特点是不直接对机器人与环境的作用力进行控制。而是根据机器人执行末

端的位置和执行端的作用力之间的关系。通过调整反馈为主，查速度误差或刚度，从而达到

控制接触力的目的。这类力控制主要基于位置和速度的两本基本方式，可以把力反馈信号转

化为位置修正量。这种方式称为刚度控制。也可以把力反馈信号转化为速度修正量，这种方

式为阻尼控制。而当把力反馈信号同时转换为位置和速度的修正量，即为阻抗控制。

（4）力位混合控制

柔顺控制实际上实现的是位置合理的混合共识，因此必须考虑实现机器人能够在对自然约束

的方向进行位置控制，机器人能够在位置自然约束的方向进行力控制，能够在任意约束坐标

系的正交自由度上实现位置与力的混合控制。

图 13：PD 阻抗控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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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电机控制算法设计

电机控制算法采用了 FOC算法，foc为磁场导向控制，又称为矢量控制，是一种利用变

频器控制三相交流马达的技术，利用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输出电压的大小及角度，来控

制马达的输出。其特性是可以个别控制马达的磁场以及转矩，类似他激式直流马达的特性。

由于处理时会将三相输出电流及电压以矢量来表示，因此称为矢量控制。

输入：位置信息，两相采样电流值，（3相电流、电机位置或者电机角度）

输出：三相 PWM 波

FOC算法的优点有：

1、当负载变化时，速度响应快而且精确；

2、电机的瞬时效率高；

3、能实现位置控制；

第四章 软件系统方案

4.1 系统目标功能简述

（1）系统简述

基于 AI-Box和 HERO平台，我们期望搭建一个便携式云端（AI-Box）和移动式边缘端

（HERO平台）相结合的智能协警平台，通过便携式云端（指挥中心）指挥移动式边缘端（智

能机械狗），同时便携式云端和移动式边缘端都具有智能处理和决策的能力，整个协警系统

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从而，协警平台可以实现巡逻、跟踪、协助抓捕犯人等功能。

‘ ‘

图 14：云端流程

（2）云端（基站）

在具体实现方案上，便携式云端以 AI-Box为主要处理器，可以外接监控摄像头（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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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器等设备，搭载 ROS 系统、OpenVINO库、自适应机器人交互库，具备三维建图、目

标检测、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功能，可以识别出可疑人员并根据多个摄像画面实时定位。

便携式云端作为指挥中心，在大尺度范围指挥移动端，同时云端（AI-Box）便于作业人员

携带，图像处理功能强大，能根据实际情况外接不同设备，实时处理输入数据，具有极强的

场景适应性。

（3）移动端

移动式边缘端（智能机械狗）以 HERO平台作为主要处理器，外接 Realsense D435i摄
像头，搭载 ROS 系统、OpenVINO 库、自适应机器人交互库，具备三维建图、目标检测、

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功能，能够执行异常事件检测、可疑人员跟踪、实时避障、电击棒控

制抓捕等任务。移动端实时给云端返回图像数据，云端处理后给移动端返回可疑人员位置信

息、突发事件位置信息，移动端前往指定地点进行探查、协助抓捕。

（4）功能简述

该智能协警平台由便携式云端和移动端构成，云端在大范围内指挥机械狗运动，同时机

械狗自身具有目标跟踪、电击抓捕的能力，集成目标检测、人脸识别、动作识别、语音识别

等功能，具备追踪可疑人员、检测异常事件、电击棒抓捕等能力，具有极强的便携性、应用

场景适应性和作业灵活性。

4.2 云端—移动端联合作业方案

4.2.1 云端—移动端通信解决方案

为实现图像、语音、位置信息的互通，便携式云端（AI-Box）和移动端（HERO平台）

采用 ROS机器人操作系统实现多机通讯。ROS具有分布式计算的设计架构。一个优秀的节

点不需要考虑在哪台机器上运行，它允许实时分配计算量以最大化的利用系统资源。

首先，在多个设备上使用 ROS，需要一个 master，我们选择用云端（AI-Box）运行它。

所有移动端（HERO平台）都必须通过配置 ROS_MASTER_URI连接到同一个 master，即

AI-Box平台。在/etc/hosts中添加想要连接的设备的 ip地址和主机名称，使用 ping指令检查

本机的网络连接和其他机器的网络连接。把所有需要和本机通讯的机器的 ip 和主机名添加

到hosts文件里。与网络通讯相关的ROS环境变量主要有3个，分别是：ROS_MASTER_URI、
ROS_IP、ROS_HOSTNAME。因为只能运行一个 ros master，所以将 HERO 平台的

ROS_MASTER_URI设置为 AI-Box 的 ROS_MASTER_URI值。

其次，任意两台设备间任意两端口都必须要有完整的、双向连接的网络（参考

ROS/NetworkSetup），我们在应用时可以自带WIFI 或直接使用场景中WIFI。为了测试通讯

是否成功，只要用 rostopic pub指令在一台机器上发布一条消息，如果通讯成功，其他所有

和该机器连接的机器上，就能使用 rostopic echo接收到消息了。

最后，每台设备都必须向其他机器广播其能够解析的名字（参考 ROS/NetworkSetu），
即对不同设备发布的话题进行区别命名，如分别以“AI-Box”、“DOG1”分别作为各自设备

发布话题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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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云端流程

4.2.2 云端—移动端建图方案

针对大尺度范围建图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利用激光雷达或深度相机，让机械狗或作

业人员持设备绕应用场景一周，收集设备数据，返回给云端（AI-Box）执行建图操作，得

到二维或三维的大范围地图，刻画出墙壁、柜子等固定障碍物的特征，用于大尺度上的导航。

若构建二维地图，我们采用 gmapping包，利用激光雷达和深度相机的信息构建地图。若构

建三维地图，我们采用 RTAB-Map算法进行建图。RTAB从 2013年开始作为开源库，作为

一个基于外观闭环检测方法，同时拥有一个内存管理，在线处理大尺度、长时间定位和建图

问题。同时，我们也尝试利用自适应机器人交互库中集成的三维重建功能，进行大尺度地图

的构建。

第二种方法将同一场景的多个监控摄像头图像输入 AI-Box进行联合建图，通过监控摄

像头的转动，返回多个角度的 RGB图像信息和相应的深度信息，云端（AI-Box）同时订阅

多个摄像头的话题，利用 ROS 的 TF 坐标变换包实现多机位的联合建图，从而可以得到三

维的重建地图，为方便大范围的导航，提高运算效率，可将三维地图在某一高度上的信息单

独提取出来，得到二维地图，给作业人员和移动端（智能机械狗）提供大致范围的地图信息，

进行即时导航和作业。

同时，在机械狗作业时，移动端也实时运行建图，SLAM 算法采用 RTAB-Map 算法，

利用雷达或深度相机的信息自主构建地图，提供移动端的导航和避障算法应用。同时，SLAM
算法也会实时发布移动端自身的坐标位置，方便对其定位和监测，为全局大尺度地图提供修

正。

4.2.3 云端—移动端联合目标跟踪方案

为实现对可疑人员进行跟踪和协助抓捕，云端在大范围内指挥机械狗运动，同时机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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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具有目标跟踪、电击抓捕的能力。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可疑人员的坐标位置。云端和移动端同时运行目标检测、人脸识别、

动作识别等检测算法，其中得益于摄像头图像的覆盖范围，可疑人员确定以云端检测为主。

云端实时解算多个监控摄像头的图像，若确定可疑人员，则立即发布可疑人员坐标位置话题，

指挥移动端前往探查。若移动端检测到可疑人员，则发布话题使云端知晓其坐标，并对相应

区域进行着重检测，实时给移动端返回可疑人员更精确的坐标位置。上述过程也可由作业人

员在云端操控完成，由作业人员决定在何处检测，追踪何人。

其次，云端指挥移动端（机械狗）前往目标位置探查，并锁定目标。云端基于大尺度地

图给出可疑人员坐标点，并实时刷新，机械狗订阅坐标点话题并运行 ros_navigation包，结

合 gmapping大尺度地图，运行 amcl包进行定位，运行 move_base包进行路径规划，结合自

带的深度相机和三维建图进行实时避障。同时，机械狗基于深度相机图像，进行目标检测、

人脸识别、动作识别，直至锁定可疑人员，该目标也可由作业人员手动框选确定。

最后，机器人锁定目标后，将对目标进行跟踪追捕。Realsense D435i 相机（移动端）

和监控摄像头（云端）返回视频流，发布相应话题。对于云端，锁定目标后给移动端发布目

标的位置坐标，该坐标可以通过云端检测结果自动确定，也可以通过作业人员给定。对于机

械狗（Hero 平台），进行实时相机+imu 融合定位，发布自身的定位信息，订阅云端发布的目

标位置信息和指定运动信息，一旦检测到目标，就进行锁定跟踪，并不断返回自身与目标嫌

疑人之间的相对位姿。跟踪算法采用 KCF 算法，跟踪最小距离由作业人员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当与可疑人员距离小于电击棒距离时，则能够选择进行电击抓捕。

机械狗行进模块支持线速度、角速度指示，与路径规划进行对接完成跟踪功能。因此，

作业人员也可在云端自行操控机械狗行进。针对电击棒抓捕，云端根据作业人员的输入发布

是否抓捕的话题，移动端进行订阅，若抓捕指示为真，则自动设定最小跟踪距离为电击棒最

长长度，一旦进入范围区间，立即伸出电击棒进行电击抓捕。

4.2.4 云端—移动端联合巡逻方案

利用云端和移动端之间的指挥和反馈，可以实现协警巡逻功能。由于巡逻多出于维护治

安需求，区域相对固定，因此需要实现采集巡逻场景的环境，如建筑内走廊等信息，利用彩

色图和深度图的信息构建大致的三维地图。作业人员事先设定巡逻路线，移动端（HERO 平

台）负责导航和避障的计算，返回 RealSense D435i 图像给云端（AI-Box）进行目标检测的

运算，检测是否发生异常事件，若发生异常事件可自动或人为指挥移动端（机械狗）前往指

定地点勘察，同时作业人员可前往地点进行事件排查。具体目标位置检测，以及云端大范围

指挥、移动端自主跟踪的解决方案与上述跟踪方案类似。

4.3 人机交互实现方案

人机交互功能包括目标检测、人脸识别、动作识别等，我们主要使用 Intel 提供的

ros_openvino_toolkit 和相应的 Open Model Zoo，以及基于 ROS 的自适应机器人交互库，

机械狗上采用 RealSense D435i 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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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人脸识别与自适应人员识别结合：

云端和移动端（机械狗）都能够实现自主识别犯人，确定其位置坐标。移动端还可以实

现发出信号并进行抓捕的功能。其中，自主识别部分通过人脸识别与自适应人员识别结合实

现。人脸识别部分我们将采用 OpenVINO 软件包提供的 face-detection-0106 模型进行。首

先，我们导入警方的犯罪分子人脸库作为数据集进行学习和人脸特征提取，并划分出验证集

检验精度，直至 TOP1 准确率达到 95%以上。自适应人员识别部分我们将调用自适应机器人

交互库，基于人体特征对人员进行多角度识别，弥补人脸识别的不足，给定犯罪分子不同角

度照片以提高识别准确度。出现冲突时，以人脸检测结果为准。

协助抓捕时，云端和机械狗分别通过各自摄像头采集含有人脸的视频流，进行图像预处

理，发布各自视频流话题。云端（AI-Box）订阅所有视频流话题，并实时计算通过神经网络，

自动在图像中检测人脸和人体特征，与存储的大量犯罪分子的数据做比对，找出匹配的可疑

人员，当任一识别算法确定匹配，则立即进行目标追踪定位，给移动端发送可疑人员或异常

事件地点的坐标信息。移动端接受到信息后立即前往指定地点，同时自主识别可疑人物进行

跟踪抓捕，也可通过作业人员在云端或远端控制，进行实时行动。

4.3.2 自适应物品识别

协警机器人将能够识别出危险物品，并进行目标追踪。视频流通过 ROS 发布话题，云端

订阅并进行处理，通过支持的 OpenVINO 软件包和自适应机器人交互软件库，调用物品检测

功能，提前存入枪支、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信息，在 HERO 平台进行边缘计算，自我学习和

辨认危险物品及其种类，发布物品类别信息和位置坐标，云端进行订阅和具体识别。做到检

测识别常规物品，识别跟踪危险物品，同时危险物品检测召回率达到 95%以上，准确率达到

90%以上。

4.3.3 机器动作识别和语音识别

协警机器人需要根据警察的动作和语音信息进行抓捕、停、前进等动作执行，同时需要

检测出可疑人员的异常动作。为了适应中文语音环境，我们基于科大讯飞提供的免费语音识

别 SDK，使用 ROS 系统构建一个中文语音交互的机器人应用。为机器人接上收声筒后，利用

开发包对发出的命令进行语音识别，当输出的文本出现命令的关键字时，发布相应话题，机

器人执行相应反馈动作。针对动作识别，我们选择调用 OpenVINO 中的人体动作识别库，针

对特定动作训练学习，识别出目标动作后，发布相应话题，机器人执行相应反馈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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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代码流程

4.4电击棒抓捕方案

为了让协警机械狗帮助警方抓捕犯人，我们在协警机械狗的背部设计了可伸展电机棒

（安全起见，用棍子代替），在平时巡逻时，将电机棒收起来，在关键时刻快速伸出电机棒，

使得罪犯得以被制服，帮助警方办案。例如，协警机械狗发现了犯罪人员，针对电击棒抓捕，

云端根据作业人员的输入发布是否抓捕的话题，移动端进行订阅，若抓捕指示为真，使用目

标跟踪对目标罪犯进行跟踪，最后慢慢靠近，则自动设定最小跟踪距离为电击棒最长长度，

一旦进入范围区间，立即伸出电击棒进行电击抓捕。这样就不用一线民警直接执法，减小执

法人员的执法风险。

第五章 算法设计

5.1 巡逻导航算法

应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研发了一套能够自主切换导航模式的视觉/激光雷达/GPS 混

合导航方案。该方案中，需要的硬件设备是深度相机、IMU、雷达、GPS,针对不同的环境，

机械狗自动切换导航方案。而在不同的导航方案中，各硬件设备的功能也不尽相同。

图 16：导航与避障设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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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导航定位

机械狗所面临的环境是非常复杂与多变的，它可能工作在泥泞的户外、复杂的园区、狭

窄的室内、偏斜的陡坡、某个未知环境。因此在不同的环境下我们采用不同的组合定位策略。

（1）视觉定位

对输入视觉传感器的相邻两张图像对应的相机的位置之间的关系为一个刚体变换，如式

（1-1）表示：









 

 10
1,1,

1,
kkkk

kk

tR
T

其中 Rk,k−1∈SO(3)为旋转矩阵，tk,k−1∈R3 为平移向量，集合 T1:n={T1:0 ,...,Tn:n

−1}包含了运动的全部序列.VO 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图像 Ik 到图像 Ik−1 的相对变换

T_{k,k-1}. 然后连接这些变换得到整个运动航迹。这意味这 VO 增量的恢复了运动的路径，

pose after pose. 这里使用一种迭代方法调整最近 m 个位姿，这里通过最小化平方重投影

误差。

（2）激光点云增强位姿

在得到视觉传感器返回的位姿之后，我们在其周围利用贪心算法寻找最佳位姿，算法 1

中的采样的策略以当前点为中心，在 x，y 方向各扩展±lres，在 yaw 方向扩展θres，算法

流程如下：

Algorithm 1: Greedy Search
Input:
Output:
1.
2. stop = False
3.
4.
5. while not stop do
6. times+=1
7.
8. for do
9.
10. if then
11.
12. if do
13. stop = True
14.return

（3）里程计辅助定位

因为在赛场中存在观测不到二维码的情况，因此我们在无法观测到二维码的时候利用里

程计进行定位，在使用贪心算法的时候，我们引入自适应步长来适应机器人不同的运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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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角度分辨率和距离分辨率分别为 ，最小分辨率为 ；

的大小与机器人运动时里程计的测量误差有关， 的大小与机器人静止时的零

飘产生的误差有关。

则在当前时刻进行搜索的步长 分别为：

整体算法流程：

Algorithm 2: Pose Enhancement Algorithm
Input:
Output:
1. if do
2.
3. return
4. else if do
5.
6.
7. else do
8.
9.
10.
11. return

（4）GPS 信息辅助定位

事先我们可以在应用场景内贴上 April tag 标签，机械狗通过摄像头识别标签内容，得

到标签既定坐标，逆向解算出自身位置，从而不断矫正自身定位偏差。下列为算法思想：

第一步，根据梯度检测出图像中的各种边缘。

第二步，在边缘图像中找出需要的四边形图案并进行筛选，AprilTag 尽可能的对检测

出的边缘检测，首先剔除非直线边缘，在直线边缘进行邻接边缘查找，最终若形成闭环则为

检测到一个四边形。

最后一步便，进行二维码编码和二维码解码，编码方式分为三种，其黑边色块长度分别

为 8，7，6 三个色块长度，对于解码内容，要在检测到的四边形内生成点阵列用于计算每色

块的值，再根据局部二值模式(Local Binary Patterns)构造简单分类器对四边形内的色块

进行分类，将正例色块编码为 1将负例色块编码为 0，就可以得到该二维码的编码。得到编

码以后再与已知库内的编码进行匹配，确定解码出的二维码是否为正确。

5.1.2 导航路径规划

运动规划算法分为前端和后端两部分，前端是基于图搜索的 path search，后端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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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 trajectory generation。

path search：

传统的 A*算法在扩展结点时，将父节点所有在几何上的邻近结点都加入 open list 中。

这样是很浪费时间的，我们没有必要将所有的所有的邻近结点都遍历一遍。而且 A* 搜索出

来的路径具有对称性，导致车辆在想要越过一个障碍物时可能会遇到：当前时刻准备往左绕

过障碍，下一时刻就往右绕过障碍的情况。基于 A*的这些缺点，我们采用 jump point search

算法作为 path search 的算法。jps 算法在扩展结点时，只会将 forced neighbors 加入到

open list 中。在寻找 force neighbors 时只会查询符合下式(2-1)的节点。jps 在的评估函

数和 A*一样都是 。

)(_cos)(_cos nextNodeparentNodevaluetnextNodeecurrentNodparentNodevaluet 

trajectory generation：

在 trajectory generation 上我们使用 teb 算法。teb 算法用于处理由全局计划程序创

建的路径，它考虑了总路径长度，移动中使用的时间，远离障碍物的距离和其他限制。尽管

引入了许多限制，但是将其视为捆绑调整问题，每个限制仅创建仅具有几种状态的目标函数，

因此我们可以将其更改为稀疏优化并使用图优化。

5.2 目标识别算法

机械狗的视觉设计我们采用了以基于 yolo v3 的实时目标检测的一套方案。

5.2.1 目标检测

相较于其他的目标检测算法，yolo v3 在实时性与准确率方面的方面更胜一筹，所以我

们选择了它作为目标检测的核心算法。

图 17： Yolo_v3 网络结构图

网络结构的几大核心模块：

DBL（Darknetconv2D_BN_Leaky）:DBL 是 yolo v3 的基本组件。它的结构很简单，由二

维卷积+BN 层+LeakyRelu 组成，它在整个网络里贯穿始终。

Resn(Resblock_body): n 代表了组件里一共有多少个 Res_unit，yolo v3 借鉴了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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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的思想，这加深了网络的深度，提高了预测准确率。

Concat：张量拼接。将 darknet 中间层和后面的某一层的上采样进行拼接（并非直接相

加），扩展了张量的维度。

5.2.2 模型输出

模型采用了以多尺度来对不同尺寸的目标进行检测的思想，输出了三个不同尺寸的特征

图，深度均为 255，变长分别为 12,26,52。模型对摄像头获取的图像进行网格化处理，对每

个网格输出三个（x, y, w, h,信任度）的张量以综合预测检测到的目标是什么并得到它的

位置。

5.2.3 使用细节

（1）针对机械狗不同应用场景下的需求，我们将模型分为两种方案，一种是使用

Darknet-53 作为 backbone，该方案将拥有更好的检测准确率，但模型的计算量较高；另一

种使用进行了轻量化改进的 tiny-darknet 为 backbone，在检测准确率上表现不如前者但计

算量大幅降低，实时性更佳。两种模式的开启和切换我们设计了相应的模块，可以使用远程

设备（如手机 app）来进行操作。

（2）模型训练方面，我们用 ImageNet 中道路上常见的动物、物品分类来扩充 coco 数

据集进行训练，训练使用 Pytorch 以便于调试,而在 miniPC 上进行实时检测时将使用 C++代

码以提高检测的实时性。

5.3目标追踪算法

目标追踪采用目标检测和追踪算法相结合的方式。追踪算法使用 KCF 算法，运行该算法

会出现一个窗口，用鼠标左键选中一个区域作为感兴趣区域，之后机器人会跟踪这个区域。

实现自动追踪，就是把鼠标选择跟踪物变成自动选择跟踪物，这里的跟踪物就是可疑人员。

KCF 算法使用目标周围区域的循环矩阵采集正负样本，利用脊回归训练目标检测器，并

成功的利用循环矩阵在傅里叶空间可对角化的性质将矩阵的运算转化为向量的 Hadamad 积，

即元素的点乘，大大降低了运算量，提高了运算速度，使算法满足实时性要求。将线性空间

的脊回归通过核函数映射到非线性空间，在非线性空间通过求解一个对偶问题和某些常见的

约束，同样的可以使用循环矩阵傅里叶空间对角化简化计算。给出了一种将多通道数据融入

该算法的途径。

实现目标跟踪，首先要先实现目标检测和人脸识别，得到矩形区域，再将矩形区域输入

KCF 算法，即可进行目标跟踪，跟踪距离可以通过参数表进行设定，以便进行电击棒抓捕操

作。下面详细介绍 KCF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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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VMC步态控制算法

5.4.1 实现目的

为了实现机械狗能无障碍行走，能自由跨过任何障碍物，实现对追踪对象的快速抓捕，

我们开发了 VMC 步态控制算法。

5.4.2 算法实现

5.4.2.1 摆动相动态步态算法

摆动相即实现机器人向期望方向的跨腿以保证机器人的持续移动，为保证机器人跨腿时

能具有较小的冲击力并且不会出现拖腿的现象，一般采用摆线轨迹足端轨迹减小地面的冲击

力。

图 18： 摆动相动态步态算法图

（1）摆线跨腿轨迹

轨迹规划有许多的方法，如多项式拟合，正余弦组合或最优轨迹，在 Moco-8 步态库中

采用了最小 Jerk 轨迹规划算法来获取高效平滑可实时调节的足端轨迹。这里仅介绍最常用

的摆线规划算法，其与别的算法类似只需要给定起点、中点和端点位置作为输入即可，设足

端当前起点位置为 ，期望落足点为 ，如跨腿高度为，

则中点位置为 。为了使规划的摆动轨迹能够根据机器人机体速度而自适应调整

步幅大小，仍采用 Raibert 提出的方法计算落点：



AI-M协警狗

第 23 页 共 39 页

其中 为步态周期， 为支撑相占空比。则通过调节增益参数期望落脚点坐标就会随着机器

人实时速度的变化而改变，即速度越大步幅越大，速度越小步幅越小，速度为零时则为原地

踏步。对于 来说则可直接等于该腿当前的期望高度 ，则摆线轨迹如下：

其中 ，则在获取跨腿轨迹后可直接使用各时刻足尖位置采用运动学逆

解计算出对应的摇臂角度。如果添加了着地传感器则在跨腿过程中检测到触地，该腿立刻停

止并切换到支撑相参与 VMC 的反馈控制。

（2）轨迹规划+VMC 控制：

同理在规划处期望的足尖运动轨迹后，同样可以采用前文所述的 VMC 虚拟模型控制方法

在足尖上设置虚拟弹簧阻尼模块并设计反馈控制器对轨迹进行跟踪，该方法比较适合于无刷

电机驱动的机器人，其在跨腿中腿部受外力作用下能柔性的运动（类似拉住机器人的脚），

而由于舵机已有独立位置闭环因此跨腿中拉拽会直接翻倒，需要进一步添加力传感器采用导

纳控制方法才能实现相同的效果。

5.4.2.2 VMC 总体步态算法

为实现对角步态行走仍将机器人斜对角线上的腿划分为摆动相和支撑相，采用周期调度

的状态机进行逻辑切换，其原理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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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VMC 总步态算法图

如图所示的步态算法首先在每个控制周期完成对机器人自身位置、姿态角、速度、足尖

位置和雅克比矩阵的计算与状态估计，在完成对 IMU 数据的采集后进行中值滤波和低通滤波

预处理，同时使用传感器标定参数对原始数据进行校正。通过姿态解算获取机器人的姿态角

并得到机体坐标系下的加速度，为减少机器人与地面冲击对原始数据的影响进一步结合机器

人模型和姿态解算结果观测机体角速度；使用运动学正解得到当前各足尖的位置并计算雅克

比矩阵，通过对足端位置微分+低通滤波结合机器人模型得到里程计数据；进一步，基于卡

尔曼滤波器融合里程计和外部定位传感器数据估计机器人连续实时的速度和位置。

对于摆动相来说，首先基于机器人实时状态估计结合顶层控制命令对摆动相的落足点进

行规划，并计算出足尖运动轨迹，通过运动学逆解得到对应关节角度；对于支撑相则使用所

述 VMC 三通道控制算法得到对应的全局虚拟力，进一步采用分解式 VMC 理念对全局作用力在

各腿进行分解得到各关节力矩，考虑舵机无法进行力矩控制使用伪力矩模型将 VMC 控制输出

转化为舵机期望转速并更新当前舵机摇臂角度。最终，针对不同的伺服系统将期望摇臂角度

转化为对应的伺服控制输出，如舵机则将期望角度转化为相应的 PWM 信号。在跨腿过程中，

当检测到触地信号则该腿立即停止并切换至支撑相参加 VMC 反馈控制，当所有腿都着地后进

行支撑相和摆动相的切换，并完成一个步态周期。

（1）横滚轴控制

与俯仰轴类似，基于 VMC 控制思想同样在横滚轴增加一个虚拟弹簧阻尼器，由于 Moco-8

机器人没有胯关节，因此无法通过其侧摆来实现横滚轴控制，这里仍然采用俯仰轴改变左右

两侧腿长的方式，这也造成了 8自由度机器人在横滚轴方向下控制稳定性较差，只能通过增

加步态频率来提高机器人的稳定性，无法像 SpotMini 那样两腿站立仍然可以保证机体平衡，

因此构建如下横滚轴 PD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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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VMC 分解方法将虚拟力分配至左右两侧的腿期望高度上：

（2）航向控制

由于 Moco-8 机器人各腿仅有 2Dof，因此无法直接在机体侧向产生移动速度，可以通过

主动控制横滚角倾斜借助重力分量实现慢速的左右平移。对于航向控制来说这里则采用的是

四轮小车底盘差速控制的方式，即调节左右两侧足尖移动速度实现旋转，因此同样增加一个

虚拟弹簧模组并将控制输出分配至两侧腿的期望速度上：

基于 VMC 分解方法将虚拟力分配至左右两侧的腿期望速度上:

（3）动态步频调节

对于足式机器人来说通常情况下其步频越高机器人的稳定性也越好，但是其能量消耗会

大大增加，同时当步态过高时会出现严重的打滑情况造成移动效率的降低。当机器人受到外

力推动或者上下陡坡时适当增加步频则能有效提高稳定性，由于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机体趋

于保持与地面平行，机体的俯仰角可以认为是斜坡的坡度值估计。这样就可以根据机体俯仰

角的大小来自动调节支撑相周期，也就是希望支撑相周期随着俯仰角(绝对值)的增大而减

小，当俯仰角为零时保持一个恒定的支撑相周期，则可使用机器人俯仰角估计构建如下的动

态步频调整机制：

（4）摆动腿延伸

由于机器人在崎岖路面行走时在无视觉或激光雷达传感器构建地面信息的前提下是无

法知道落足点离地面的高度，如地面高于落足点则当有着地传感器时可以通过触地信号实现

摆动腿的停止防止将机器人将自己蹬倒；而对于高度低于落足点时意味着摆动结束足尖仍然

无法着地，则此时如直接进行切换会造成机器人的剧烈晃动，因此需要在摆动结束进一步下

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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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未触地下蹬

如上图所示为实现全着地的目的可以在跨腿结束后沿着 z坐标继续延长足尖位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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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系统测试

6.1 云端-移动端通信延时测试

6.1.1 测试方法

我们针对云端和移动端的通信延时进行测试。测试环境为云端、移动端连接同一 WIFi，

测试范围为实验室范围。从基站的监控摄像头检测到有人，并识别结果为罪犯，到机械狗端

收到信号的时间

6.1.2测试结果：

时延测试

次数 识别罪犯 机械狗开始行动 总延时

1 500ms 300ms 800ms
2 650ms 300ms 950ms
3 550ms 290ms 840ms

6.2 检测算法准确度测试

我们分别对目标检测、人脸识别、动作识别算法的准确度进行测试，分别准备了三十种

物品、十个人脸识别志愿者、五个动作，在不同距离尺度上进行检测准确度测试。

测试结果：

观测距离/m 1 5 10

准确度/%

目标检测 100 83.3 63.3

人脸识别 100 90 70

动作识别 100 100 80

6.3 实地测试结果

6.3.1 测试方法

随机找 20 名人员进行使用，标记 3个人为罪犯，进行实地实时检测。记录被发现时间，

机械狗抓捕罪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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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测试结果

其中 3个罪犯在经过定点监控摄像头时直接一次被检测到，机械狗实施抓捕花费时间不

到 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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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作品特色

7.1 云端和移动端结合

平台采用云端和移动端联合作业的方式，云端监控摄像头定点监控，移动端机械狗不断

巡逻，游走监控，实施抓捕。云端移动端分工明确，能够实时返回目标坐标，极大提高信息

处理效率和作业灵活性。同时，设备都易于携带，处理器为 AI-BOX 即插即用，适用性非常

强。

7.2 多地形作业

机械狗平台能够覆盖多种地形作业，如跨越阶梯、穿越草地等，相较于轮式机器人大大

扩展了作业范围，能够在小区、校园、商场等复杂环境进行巡逻作业。

7.3应用场景创新

首次将机械狗应用于协警巡逻和抓捕工作，配备跟踪和电击棒抓捕功能，使用场景广泛，

提高协警作业效率，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后续可以推广至多云端和多移动端，形成

多对多的联合协作平台，进一步提高作业效率和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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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Stm32 部分代码

stm32f446代码：

Motor_cmd主要控制代码

motor_exp_struct motor_exp_rev;
static moter_cmd_t motor_exp_tra_1;
static moter_cmd_t motor_exp_tra_2;
static moter_cmd_t motor_exp_tra_3;
static moter_cmd_t motor_exp_tra_4;
static moter_cmd_t motor_exp_tra_5;
static moter_cmd_t motor_exp_tra_6;

uint8_t rx_buff[RX_LEN];
uint8_t tx_buff[TX_LEN];
spi_cmd_t spi_cmd; //收到的 spi电机控制数据结构体

spi_reply_t spi_reply; //回复的 spi数据结构体

uint32_t abcdef = 0;

int enabled = 0;
int spi_enabled = 0;

//extern float abcd[];
//float abcd[];

/************************************************
函数名称 ： softstop
功 能 ： 限制电机工作范围，超过范围停止

参 数 ： can应答结构体 ，can控制结构体，

返 回 值 ： 1，0
*************************************************/
int softstop(moter_reply state, moter_cmd_t * control, float limit_max, float limit_min){
if((state.p)>=limit_max){

//control->p_des = limit_p;
control->v_des = 0.0f;
control->kp = 0;
control->kd = KD_SOFTSTOP;
control->t_ff += KP_SOFTSTOP*(limit_max - state.p);
return 1;

}
else if((state.p)<=limit_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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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p_des = limit_n;
control->v_des = 0.0f;
control->kp = 0;
control->kd = KD_SOFTSTOP;
control->t_ff += KP_SOFTSTOP*(limit_min - state.p);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shuju_1(float *abcd)
{

spi_cmd.flags[0] = 1;
spi_cmd.flags[1] = 1;

spi_cmd.q_des_abad[0] = abcd[30 * abcdef];
spi_cmd.q_des_abad[1] = abcd[30 * abcdef + 1];
spi_cmd.q_des_hip[0] = abcd[30 * abcdef + 2];
spi_cmd.q_des_hip[1] = abcd[30 * abcdef + 3];
spi_cmd.q_des_knee[0] = abcd[30 * abcdef + 4];
spi_cmd.q_des_knee[1] = abcd[30 * abcdef + 5];

spi_cmd.qd_des_abad[0] = abcd[30 * abcdef + 6];
spi_cmd.qd_des_abad[1] = abcd[30 * abcdef + 7];
spi_cmd.qd_des_hip[0] = abcd[30 * abcdef + 8];
spi_cmd.qd_des_hip[1] = abcd[30 * abcdef + 9];
spi_cmd.qd_des_knee[0] = abcd[30 * abcdef + 10];
spi_cmd.qd_des_knee[1] = abcd[30 * abcdef + 11];

spi_cmd.kp_abad[0] = abcd[30 * abcdef + 12];
spi_cmd.kp_abad[1] = abcd[30 * abcdef + 13];
spi_cmd.kp_hip[0] = abcd[30 * abcdef + 14];
spi_cmd.kp_hip[1] = abcd[30 * abcdef + 15];
spi_cmd.kp_knee[0] = abcd[30 * abcdef + 16];
spi_cmd.kp_knee[1] = abcd[30 * abcdef + 17];

// spi_cmd.kp_abad[0] = abcd[30 * abcdef + 12]*5;
// spi_cmd.kp_abad[1] = abcd[30 * abcdef + 13]*5;
// spi_cmd.kp_hip[0] = abcd[30 * abcdef + 14]*5;
// spi_cmd.kp_hip[1] = abcd[30 * abcdef + 15]*5;
// spi_cmd.kp_knee[0] = abcd[30 * abcdef + 16]*5;
// spi_cmd.kp_knee[1] = abcd[30 * abcdef + 17]*5;

spi_cmd.kd_abad[0] = abcd[30 * abcdef + 18]*200;
spi_cmd.kd_abad[1] = abcd[30 * abcdef + 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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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_cmd.kd_hip[0] = abcd[30 * abcdef + 20]*200;
spi_cmd.kd_hip[1] = abcd[30 * abcdef + 21]*200;
spi_cmd.kd_knee[0] = abcd[30 * abcdef + 22]*200;
spi_cmd.kd_knee[1] = abcd[30 * abcdef + 23]*200;

spi_cmd.tau_abad_ff[0] = abcd[30 * abcdef + 24];
spi_cmd.tau_abad_ff[1] = abcd[30 * abcdef + 25];
spi_cmd.tau_hip_ff[0] = abcd[30 * abcdef + 26];
spi_cmd.tau_hip_ff[1] = abcd[30 * abcdef + 27];
spi_cmd.tau_knee_ff[0] = abcd[30 * abcdef + 28];
spi_cmd.tau_knee_ff[1] = abcd[30 * abcdef + 29];
abcdef++;
if(abcdef>300)
{

abcdef = 300;
}

}
void shuju_2()
{

motor_exp_tra_1.p_des = spi_cmd.q_des_abad[0];
motor_exp_tra_1.v_des = spi_cmd.qd_des_abad[0];
motor_exp_tra_1.kp = spi_cmd.kp_abad[0];
motor_exp_tra_1.kd = spi_cmd.kd_abad[0];
motor_exp_tra_1.t_ff = spi_cmd.tau_abad_ff[0];

motor_exp_tra_2.p_des = spi_cmd.q_des_hip[0];
motor_exp_tra_2.v_des = spi_cmd.qd_des_hip[0];
motor_exp_tra_2.kp = spi_cmd.kp_hip[0];
motor_exp_tra_2.kd = spi_cmd.kd_hip[0];
motor_exp_tra_2.t_ff = spi_cmd.tau_hip_ff[0];

motor_exp_tra_3.p_des = spi_cmd.q_des_knee[0];
motor_exp_tra_3.v_des = spi_cmd.qd_des_knee[0];
motor_exp_tra_3.kp = spi_cmd.kp_knee[0];
motor_exp_tra_3.kd = spi_cmd.kd_knee[0];
motor_exp_tra_3.t_ff = spi_cmd.tau_knee_ff[0];

motor_exp_tra_4.p_des = spi_cmd.q_des_abad[1];
motor_exp_tra_4.v_des = spi_cmd.qd_des_abad[1];
motor_exp_tra_4.kp = spi_cmd.kp_abad[1];
motor_exp_tra_4.kd = spi_cmd.kd_abad[1];
motor_exp_tra_4.t_ff = spi_cmd.tau_abad_ff[1];

motor_exp_tra_5.p_des = spi_cmd.q_des_hi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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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_exp_tra_5.v_des = spi_cmd.qd_des_hip[1];
motor_exp_tra_5.kp = spi_cmd.kp_hip[1];
motor_exp_tra_5.kd = spi_cmd.kd_hip[1];
motor_exp_tra_5.t_ff = spi_cmd.tau_hip_ff[1];

motor_exp_tra_6.p_des = spi_cmd.q_des_knee[1];
motor_exp_tra_6.v_des = spi_cmd.qd_des_knee[1];
motor_exp_tra_6.kp = spi_cmd.kp_knee[1];
motor_exp_tra_6.kd = spi_cmd.kd_knee[1];
motor_exp_tra_6.t_ff = spi_cmd.tau_knee_ff[1];

}
#ifndef SET_MOTOR

void set_motor_exp_mode(motor_exp_Type M_MODE, uint32_t myid, uint8_t Data[])
{

switch(M_MODE)
{

case REST_MODE:
Data[0]=0XFF;
Data[1]=0XFF;
Data[2]=0XFF;
Data[3]=0XFF;
Data[4]=0XFF;
Data[5]=0XFF;
Data[6]=0XFF;
Data[7]=0XFD;

break;
case MOTOR_MODE:

Data[0]=0XFF;
Data[1]=0XFF;
Data[2]=0XFF;
Data[3]=0XFF;
Data[4]=0XFF;
Data[5]=0XFF;
Data[6]=0XFF;
Data[7]=0XFC;

break;
case SETUP_MODE:

Data[0]=0XFF;
Data[1]=0XFF;
Data[2]=0XFF;
Data[3]=0XFF;
Data[4]=0XFF;
Data[5]=0X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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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6]=0XFF;
Data[7]=0XFE;

};
}

#endif

void moter_data_rec(uint8_t Data[],moter_cmd_t cmd,uint32_t myid)
{

float p_des = fminf(fmaxf(P_MIN, cmd.p_des), P_MAX);
float v_des = fminf(fmaxf(V_MIN, cmd.v_des), V_MAX);
float kp = fminf(fmaxf(KP_MIN, cmd.kp), KP_MAX);
float kd = fminf(fmaxf(KD_MIN, cmd.kd), KD_MAX);
float t_ff = fminf(fmaxf(T_MIN, cmd.t_ff), T_MAX);
/// convert floats to unsigned ints ///
uint16_t p_int = float_to_uint(p_des, P_MIN, P_MAX, 16);
uint16_t v_int = float_to_uint(v_des, V_MIN, V_MAX, 12);
uint16_t kp_int = float_to_uint(kp, KP_MIN, KP_MAX, 12);
uint16_t kd_int = float_to_uint(kd, KD_MIN, KD_MAX, 12);
uint16_t t_int = float_to_uint(t_ff, T_MIN, T_MAX, 12);
Data[0]=p_int>>8;
Data[1]=p_int&0xff;
Data[2]=v_int>>4;
Data[3]=((v_int&0x000f)<<4)+(kp_int>>8);
Data[4]=kp_int&0xff;
Data[5]=kd_int>>4;
Data[6]=((kd_int&0x000f)<<4)+(t_int>>8);
Data[7]=t_int&0x00ff;

// Tx2Message.StdId = MOTOR_EXP_ID_1;
// HAL_CAN_AddTxMessage(&CanHandle_X,&Tx2Message,Data,(uint32_t
*)CAN_TX_MAILBOX1);//*****
}

void unpack_reply(uint8_t Data[], motor_exp_struct* motor, uint8_t x)
{

uint16_t id = Data[0];
uint16_t p_int = (Data[1]<<8) | Data[2];
uint16_t v_int = (Data[3]<<4) | (Data[4]>>4);
uint16_t t_int = ((Data[4]&0xF)<<8) | Data[5];
/// 类型转换 ///
float p = uint_to_float(p_int, P_MIN, P_MAX, 16);
float v = uint_to_float(v_int, V_MIN, V_MAX, 12);
float t = uint_to_float(t_int, -T_MAX, T_MAX,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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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x == 1)
{
switch (id){

case 1:
{

motor->motor_1.p = p;
motor->motor_1.v = v;
motor->motor_1.t = t;

break;
}
case 2:
{

motor->motor_2.p = p;
motor->motor_2.v = v;
motor->motor_2.t = t;
break;

}
case 3:
{

motor->motor_3.p = p;
motor->motor_3.v = v;
motor->motor_3.t = t;
break;

}
}
}
if(x == 2)
{
switch (id){

case 1:
{

motor->motor_4.p = p;
motor->motor_4.v = v;
motor->motor_4.t = t;
break;

}
case 2:
{

motor->motor_5.p = p;
motor->motor_5.v = v;
motor->motor_5.t = t;
break;

}
c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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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or->motor_6.p = p;
motor->motor_6.v = v;
motor->motor_6.t = t;
break;

}
}

}

}

void motor_exp_data_change(uint8_t mode, uint8_t data[], uint32_t StdId, uint8_t x)
{

if (mode == 0)//read
{

unpack_reply(data, &motor_exp_rev, x);
}

if (mode == 1)//wirte
{

if (x==1)
{

if (StdId == MOTOR_EXP_ID_1)
{

moter_data_rec(data,motor_exp_tra_1,StdId);
}
if (StdId == MOTOR_EXP_ID_2)
{

moter_data_rec(data,motor_exp_tra_2,StdId);
}
if (StdId == MOTOR_EXP_ID_3)
{

moter_data_rec(data,motor_exp_tra_3,StdId);
}

}
if (x==2)
{

if (StdId == MOTOR_EXP_ID_4)
{

moter_data_rec(data,motor_exp_tra_4,StdId);
}
if (StdId == MOTOR_EXP_ID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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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er_data_rec(data,motor_exp_tra_5,StdId);

}
if (StdId == MOTOR_EXP_ID_6)
{

moter_data_rec(data,motor_exp_tra_6,StdId);
}

}
}

}

void PackAll()
{

}
void motor_cmd_printf()
{

printf("motor status printf:\r\n");

printf("motor_1 p = %f\r\n",motor_exp_rev.motor_1.p);
printf("motor_1 t = %f\r\n",motor_exp_rev.motor_1.t);
printf("motor_1 v = %f\r\n",motor_exp_rev.motor_1.v);

printf("motor_2 p = %f\r\n",motor_exp_rev.motor_2.p);
printf("motor_2 t = %f\r\n",motor_exp_rev.motor_2.t);
printf("motor_2 v = %f\r\n",motor_exp_rev.motor_2.v);

printf("motor_3 p = %f\r\n",motor_exp_rev.motor_3.p);
printf("motor_3 t = %f\r\n",motor_exp_rev.motor_3.t);
printf("motor_3 v = %f\r\n",motor_exp_rev.motor_3.v);

printf("motor_4 p = %f\r\n",motor_exp_rev.motor_4.p);
printf("motor_4 t = %f\r\n",motor_exp_rev.motor_4.t);
printf("motor_4 v = %f\r\n",motor_exp_rev.motor_4.v);

printf("motor_5 p = %f\r\n",motor_exp_rev.motor_5.p);
printf("motor_5 t = %f\r\n",motor_exp_rev.motor_5.t);
printf("motor_5 v = %f\r\n",motor_exp_rev.motor_5.v);

printf("motor_6 p = %f\r\n",motor_exp_rev.motor_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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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motor_6 t = %f\r\n",motor_exp_rev.motor_6.t);
printf("motor_6 v = %f\r\n",motor_exp_rev.motor_6.v);

printf("motor status end\r\n");

}

void spiRE_canSD(void)
{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2, (uint8_t*)tx_buff, (uint8_t*)(&rx_buff), 132, 0x0fff);
uint32_t calc_checksum = xor_checksum((uint32_t*)rx_buff,32);
for(int i = 0; i < CMD_LEN; i++)
{
// rx_buff[0]=1;

((uint8_t*)(&spi_cmd))[i] = rx_buff[i];
}

if(calc_checksum != spi_cmd.checksum){
spi_reply.flags[1] = 0xdead;}

//test_control();
//spi_data.q_abad[0] = 12.0f;

// can_transmit_all();
// Pack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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