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ROS 入门

欢迎开始阅读本书第 1 章。本章将介绍如何安装 ROS，它是一种新的标准机器人系统
软件框架。本书是基于 ROS Hydro/Indigo 的《 ROS 机器人程序设计》（原书第 2 版） 一书的
升级版。通过 ROS，可以使用大量的示例代码和开源程序轻松地完成机器人编程和控制。同
时，你还能够理解如何使用各种传感器与执行器，并为机器人增加新的功能，如自动导航
和视觉感知等。得益于开源精神，以及持续开发最先进算法并不断提供新功能的开源社区，
ROS 正在不断进步完善。1
本书包含如下内容：
● 在特定版本的 Ubuntu 系统下安装 ROS Kinetic 框架
● ROS 的基本操作
● 调试以及数据可视化
● 在 ROS 框架下进行机器人编程
● 连接传感器、执行器和硬件设备以创建机器人
● 创造三维（3D）模型并进行仿真
● 使用导航功能包集使机器人实现自主行驶
本章主要介绍怎样在 Ubuntu 系统中安装完整版本的 ROS Kinetic。Ubuntu 不但能够全面
支持 ROS，而且是 ROS 官方推荐的操作系统。当然，也可以在其他的操作系统中安装 ROS。
这本书使用的 Ubuntu 版本是 15.10（Wily Werewolf），可以在 http://releases.ubuntu.com/15.10
免费下载安装。注意，也可以按照如下示例步骤使用 Ubuntu 16.04（Xenial）版本，同时，对
于 BeagleBone Black 的安装我们使用 Ubuntu Xenial。
在开始安装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ROS 的历史。
Robot Operating System（ROS）是一个得到广泛使用的机器人系统的软件框架。ROS 的
基本思想是无须改动就能够在不同的机器人上复用代码。基于此，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机器
人上分享和复用已经实现的功能，而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这避免了重复劳动。2007 年，斯
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Stanford Artif 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SAIL）在斯坦福 AI 机
器人项目（Stanford AI Robot project）的支持下开发了 ROS。2008 年之后，Willow Garage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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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开发 ROS，如今开源机器人基金会（Open Source Robotics Foundation，OSRF）开始接管
ROS 及其相关工程（如 Gazebo）的维护工作，也包括新功能的开发。
现在已经有很多家研究机构通过增加 ROS 支持的硬件或开放软件源代码的方式加入
ROS 的开发中。同样，也有很多家公司将其产品逐步进行软件迁移并在 ROS 中应用。一些
完全支持 ROS 的平台如下图所示。这些平台往往会开放大量的代码、示例和仿真环境，以
便开发人员轻松地开展工作。前三个发布代码的机器人例子是人形机器人。最后一个是由拉
斯帕尔马斯大学开发的水下机器人，代码尚未公布。可以在 http://wiki.ros.org/Robots 找到很
多这样的例子。

ROS 已经支持这些机器人中的传感器和执行器，同时每天 ROS 软件框架支持的设备
也在增加。此外，得益于 ROS 和开放硬件，大量公司正在创建更便宜和更强大的传感器。
Arduino 开发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使用廉价的电路板可以添加很多类型的传感器（如编码
器、光和温度传感器等），然后为 ROS 提供测量值以开发机器人应用程序。
ROS 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操作系统环境，包括硬件抽象、底层设备控制、通用功能的实
现、进程间消息转发和使用 catkin 和 cmake 管理功能包等。
它基于一个集中式拓扑的图结构，其中处理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在通信图网络上接收和
发布的信息。节点是任意进程，它从传感器读取数据、控制执行器，或运行用于在环境中自
主映射或导航的高级复杂的机器人或视觉算法。
*-ros-pkg 作为一种社区化的软件库使开发高级库更为容易。其中，很多功能是和 ROS
相关联的，如导航库和 rviz 可视化界面都基于这个软件库。其中的一些库包含很多强大的工
具，可以帮助我们方便使用 ROS。其中，可视化工具、仿真环境和调试工具是最重要的几
个。在下图中你可以看到 rviz 和 rqt_plot 工具。中间是 rqt_plot 的截图，你可以看到由传感
器数据绘制的曲线。另外两个截图是 rviz；在截图中可以看到真实机器人的三维显示。
ROS 是一个基于 BSD（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开源协议的开源软件。无论是商
业应用还是科学研究它都是免费的。而贡献的 *-ros-pkg 包则遵循不同的开源协议。
用 ROS 可以做更多工作。可以使用库中的代码，改进后再次共享。这种观念就是开源
软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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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 已经发布了多个版本，在本书中，我们使用的版本是 Kinetic，因为这个版本在写
作本书时最新。下面会介绍如何安装 Kinetic 版本的 ROS。如前所述，本书中所使用的操作
系统是 Ubuntu，全书的内容及教程将以该系统为基础。如果你习惯使用其他操作系统又想完
成本书的学习，最好的选择就是安装一个带有 Ubuntu 的虚拟机。因此，本章末尾会介绍虚
拟机的安装方法以使用其中的 ROS，或者下载已安装 ROS 的虚拟机的方法。
当然，如果你想在其他系统中安装 ROS，可以根据链接 http://wiki.ros.org/kinetic/Installation
中的指导来完成。

1.1

PC 安装教程
假设你已经安装了 Ubuntu 15.10 系统。此外，你需要具备一定的 Linux 和命令工具基本

知识，例如终端、Vim、创建的文件夹等。如果需要学习这些工具，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相
关的资源，也可以参考与这些主题相关的图书。

1.2

使用软件库安装 ROS Kinetic
去年，ROS 网页更新了设计风格和内容的组织。可以看到如下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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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菜单中，可以找到关于 ROS 的信息以及 ROS 是否适用于你的系统等内容。也可以找
到博客、新闻和其他功能。
ROS 的安装说明可以在 Getting Started（开始）部分的 Install（安装）选项卡中找到。
建议在系统中使用软件库而不是源代码安装 ROS，除非你是一个专业用户，并且想进行
自定义安装；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更喜欢使用源代码安装 ROS。
所以这里使用软件库安装 ROS，下面将开始在系统中配置 Ubuntu 软件库。

1.2.1

配置 Ubuntu 软件库

在本节中，你将学习安装 ROS Kinetic 的步骤。这个过程基于官方安装页面的内容，链
接地址是 http://wiki.ros.org/kinetic/Installation/Ubuntu。
我们假设你理解 Ubuntu 软件库（repository）的含义，并且
知道如何管理它。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请查询 https://help.ubuntu.
com/community/Repositories/Ubuntu。
在 开 始 安 装 之 前， 需 要 首 先 配 置 软 件 库， 为 此 需 要 先 把
软 件 库 属 性 设 为 restricted、universe、multiverse。 为 了 检 查 你
的 Ubuntu 版 本 是 否 支 持 这 些 软 件 库， 请 单 击 打 开 桌 面 左 侧 的
Ubuntu 软件中心（Ubuntu Software Center），如下图所示。
单击 Edit | Software Sources 标签页，你将会看到以下界面，你要保证各个选项与下图中
一致。（选择合适的国家的服务器下载源软件）。

通常情况下，这些选项都是默认选中的，因此这一步骤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1.2.2

添加软件库到 sources.list 文件中

在这一步中，应该先选择 Ubuntu 的版本。在多种版本的操作系统中都可以安装 ROS
Kinetic。虽然可以使用任何一个版本，但是推荐使用 15.10 版本来学习本书的示例。请牢记，
Kinetic 在 Wily Werewolf（15.10）、Xenial Xerus（16.04）下可以正常工作。使用下面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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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软件库：

提示：下载示例代码
本书的前言中提到了下载代码包的详细步骤。请参考。
代码包在 GitHub 上的 https://github.com/rosbook/effective_robotics_programming_with_
ros 处。
在 https://github.com/PacktPublishing/ 也有其他代码包。
一旦添加了正确的软件库，操作系统就知道在哪里下载程序，并根据命令自动安装软件。

1.2.3

设置密钥

这一步是为了确认原始的代码是正确的，并且没有人在未经所有者授权的情况下修改任
何程序代码。通常情况下，当添加完软件库时，你就已经添加了软件库的密钥，并将其添加
到操作系统的可信任列表中。

现在我们能够确定代码来自授权网站并且没有被修改。

1.2.4

安装 ROS

现在准备开始安装 ROS。在开始之前最好先升级一下软件，避免错误的库版本或软件版
本产生各种问题。输入以下命令升级该软件：

ROS 非常大，有时候你会安装一些永远也用不到的库和程序。通常情况下，根据用途不
同有 4 种安装方式。例如，你是一个高级用户，你只需要为你的机器人进行基本安装，而不
需要在硬盘上留过多的空间。在本书中，我们推荐完全安装，因为这样能够保证包含本书中
所有示例和教程需要的内容。
如果你不知道正在安装的 rviz、仿真环境或导航程序是什么，不用担心，你将会在后续
章节中学习如下内容。
● 最简单的安装方式（并且是推荐的安装方式，但你需要足够大的硬盘空间）就是
desktop-full（桌面完整安装）。这将安装 ROS、rqt 工具、rviz 可视化环境（3D）、通
用机器人库、2D（如 stage plan）和 3D（如 Gazebo）仿真环境、导航功能包集（移动、
定位、地图绘制、机械臂控制），以及其他感知库，如视觉、激光或 RGBD 摄像头
（深度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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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硬盘空间，或更喜欢安装特定部分的功能包集，那么第一次安装
可以仅安装桌面安装文件，其中包括 ROS、rqt 工具、rviz 和其他通用机器人库。之
后 在 需 要 的 时 候， 再 安 装 其 他 功 能 包 集（使 用 apt 命 令 并 查 找 ros-kinetic -* 功 能
包集）：

● 如果你只是想尝试一下，请安装 ROS-base。通常建议将 ROS-base 安装在机器人上，
尤其是在机器人没有屏幕和人机界面并且只能 TTY 远程登录的情况下。它只安装具
有编译和通信库的 ROS 包，而没有任何的 GUI 工具。在 BeagleBone Black（BBB）中，
你将使用如下命令：

● 最后，无论选择哪一个选项进行安装，都可以安装个别的 / 特定的 ROS 功能包集（将
PACKAGE 替换成给定功能包集的名称）：

1.2.5

初始化 rosdep

在使用 ROS 之前，必须先安装和初始化 rosdep 命令行工具。这可以使你轻松地安装库
和编译源代码时的系统依赖。出于同样的原因，ROS 中的一些核心组件也需要 rosdep，因此
rosdep 默认安装在 ROS 中。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安装和初始化 rosdep：

1.2.6

配置环境

恭喜你！能到这一步，说明你已经成功安装了某个版本的 ROS ！为了能够运行它，系
统需要知道可执行或二进制文件以及其他命令的位置。为了实现以上目的，需要执行以下
脚本。如果你还安装了另一个 ROS 发行版，每次需要通过调用脚本来使用它，因为这个脚
本会直接配置你的环境。在此我们使用的是 ROS Kinetic 的脚本，如果你想尝试其他发行版，
只需要用 indigo 或 jade 代替 kinetic 即可：
如果你在命令行窗口中输入 roscore，那么将看到有程序启动。这是用来测试是否完成
ROS 安装以及是否正确安装最好的方法。
请注意，如果你再次打开一个命令行窗口，需要再次对于 setup.bash 执行 source 命令，
以配置环境变量，从而使得系统能够找到 ROS 功能包。否则输入 roscore 或其他 ROS 命令，
会出现无法工作的情况。这是因为你需要再一次执行脚本来配置环境变量，其中包括 ROS
的安装路径，以及正确编译新代码的其他功能包和额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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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你只需要在 .bashrc 脚本文件最后添加脚本，这样，当你开始新
命令行窗口时，该脚本将执行并配置环境。
.bashrc 文件在用户的 home 文件夹（/home/USERNAME/.bashrc）下。每次用户打开终
端，这个文件会加载命令行窗口或终端的配置。所以可以添加命令或进行配置以方便用户使
用。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将在 .bashrc 文件结束时添加脚本，以避免每次打开一个新终端时都
要重复输入命令。这用下面命令完成：

要使配置生效，必须使用下面的命令执行这个文件，或关闭当前终端，打开另一个新
终端：

一些用户需要在他们的系统中安装多个 ROS 发行版，在这种情况下也许需要切换不同
的发行版。因为每次调用脚本都会覆盖系统当前配置，所以 ~/.bashrc 只能设置你正在使用的
那一个版本的 setup.bash。
例如，在 .bashrc 文件下面可能有这么几行代码：

在这种情况下，ROS Kinetic 版本将执行。所以必须确保将要运行的版本是文件中的最
后一个。建议只导入单个 setup.bash。
如果你想通过终端检查使用的版本，可以非常简单地使用 echo $ROS_DISTRO 命令。

1.2.7

安装 rosinstall

现在，下一步工作是安装一个命令工具，以帮助我们使用一条命令安装其他包。这个工
具是基于 Python 的，但是别担心，使用它不需要掌握 Python。接下来的章节将介绍如何使
用这个工具：
运行以下命令在 Ubuntu 中安装这个工具：

这就完成了！你已经在你的系统完成了一个完整的 ROS 安装。当我完成一个新安装的
ROS 后，我个人喜欢测试两个东西：roscore 和 turtlesim。
如果你想做相同的事，在不同命令行窗口中分别输入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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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正常，你将看到下图所示的界面：

1.3

如何安装 VirtualBox 和 Ubuntu
VirtualBox 是一个通用、完整的虚拟机，它适用于 x86 硬件，面向服务器、台式机和嵌

入式应用。VirtualBox 是免费的，支持所有主流的操作系统。几乎每一个 Linux 爱好者都会
使用它。
由于我们推荐使用 Ubuntu，你可能不希望更改计算机现有的操作系统。而如 VirtualBox
之类的工具就可以满足此类需求。它能帮助我们在计算机上虚拟化新的操作系统，而无须对
计算机硬件做任何改动。
后面的章节将展示如何安装 VirtualBox 和 Ubuntu。此外，通过安装虚拟机，可以在一个
干净的操作系统中完成开发。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能够通过快速重启虚拟机解决，也可以
备份虚拟机及所有必要的机器人安装文件。

1.3.1

下载 VirtualBox

第一步是下载 VirtualBox 的安装文件。在编写本书时，最新的版本是 4.3.12。可以从
http://download.virtualbox.org/virtualbox/4.3.12/ 下载 Linux 版本，对于 Windows 系统，能够从
http://download.virtualbox.org/virtualbox/4.3.12/VirtualBox4.3.12-93733-Win.exe 下载可用版本。
一旦安装完成，就需要下载 Ubuntu 的镜像文件。在本教程中，我们使用一个已经安装
了 ROS Kinetic 的 Ubuntu 镜像文件。可以在 OSBOXES 通过以下链接下载它：http://www.
osboxes.org/ubuntu/。然后可以按照之前的描述直接安装 ROS Kinetic。Ubuntu 15.10 镜像下载
地 址 为：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osboxes/files/vms/vbox/Ubuntu/15.10/Ubuntu_15.10-64bit.7z/
download。
这将下载一个 .7z 文件。在 Linux 中，可以使用下面命令解压缩：
如果 .7z 命令没有安装，使用下面的命令进行安装：
虚拟机文件在 64-bit 文件夹中，名为 Ubuntu 15.10 Wily (64bit).v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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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虚拟机

通过下载好的文件创建虚拟机非常简单，只需要按照本节的内容一步一步进行即可。打开
VirtualBox 并单击 New 图标。我们将新建一个虚拟机并使用之前下载的 Ubuntu 15.10 Wily (64bit).
vdi，这个硬盘镜像已经安装好 Ubuntu 15.10 了。设置虚拟机名称、类型和版本，如下图所示。

在下一个窗口中，可以配置新虚拟机的参数。保持默认配置并且仅仅改变虚拟机的名
称。这个名称帮助我们区分不同的虚拟机。对于内存（RAM），当然多多益善，不过 8GB 应
当够用了。
对于硬盘，使用已经下载的镜像 Ubuntu 15.10 Wily (64bit).vdi，如下图所示。

完成这些之后，可以单击 Start 按钮启动虚拟机。注意，在启动前确认一下选择正确的
虚拟机。在该示例中，只有一个，不过你可能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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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虚拟机启动后，你将看到另一个窗口，如下图所示。这是已经安装好 ROS 的 Ubuntu
15.10 系统（使用 osboxes.org 密码登录）。

当完成这些步骤后，如同你在正常的计算机上按照之前的步骤安装 ROS Kinetic 一样，
并且有了一个本书可以使用的完整版本的 ROS Kinetic。你可以运行所有将会使用的示例和元
功能包。遗憾的是，VirtualBox 在使用部分实际外接设备的时候会有问题，并且可能无法使
用这个 ROS Kinetic 镜像完成第 4 章中给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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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Docker 镜像使用 ROS
Docker 是一个开放平台，方便发布应用程序和完整的系统。在某些方面，它类似于

虚 拟 机， 但 它 更 快、 更 灵 活。 有 关 详 细 信 息， 请 参 阅 https://www.docker.com 或 https://
dockerproject.org。

1.4.1

安装 Docker

在 Ubuntu 中安装，只须运行下面命令：

1.4.2

获取和使用 ROS Docker 镜像和容器

Docker 镜像就像虚拟机或已经配置好的系统。用户只需要在提供这样镜像的服务器上下
载它们。主服务器是 Docker hub，网址 https://hub.docker.com。在那可以搜索到不同系统和
配置的 Docker 镜像。在这里，将使用已经发布的 ROS Kinetic 镜像。所有 ROS Docker 镜像
都在官方网站的 ROS 镜像仓库中列出，网址为 https://hub.docker.com/_/ros/。使用下面的命
令获取 ROS 容器镜像：

有可能会看到如下错误：

可以通过更新系统或尝试将用户添加到 docker 组以解决此问题：
你将会看到多个 Docker 镜像同时下载。每个镜像有不同的哈希名。下载需要一些时间，
特别是在网速慢的情况下。完成后，将看到类似下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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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面的命令及对应的标签获取 ROS Kinetic 发行版：

尽管你不需要了解，但镜像和容器是由 Docker 默认存储在 /var/lib/docker 文件夹下的。
容器下载完成后，可以使用以下命令以交互方式运行：

这就像在 Docker 容器中输入会话。此命令将从主镜像创建一个新容器。在里面有一个
已经安装 ROS Kinetic 的完整 Ubuntu 系统。可以安装其他功能包，并像常规系统一样运行
ROS 节点。使用 docker ps -a，可以检查所有可用的容器及其镜像来源。
我们必须在容器内设置 ROS 环境，以便使用 ROS。也就是说，必须运行下面的命令：

Docker 容器可以通过 docker stop 命令从其他终端停止，也可以使用 docker rm 进行删
除。Docker 还允许配置容器使用网络，以及将主机文件夹作为卷挂载到其中。除此之外，它
还支持 Python API 等许多其他功能。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官方文档网站 https://docs.docker.com
上找到。尽管如此，理论上 docker run 应该足够了，像通常的机器一样，甚至可以使用它的
名字，通过 SSH 进入运行的 Docker 容器。还可以在另一个终端中使用下面的命令打开运行
的容器（其中 NAME 是 Docker 容器的名称，可以使用 docker ps -a）：

还可以使用 docker build 创建自己的 Docker 镜像，并指定在 Dockerf ile 中安装镜像文
件。甚至可以通过 docker push 在线发布它们，将它们贡献给社区或者简单地共享你的工作配
置。本书有一个可用的 Docker 镜像和构建它的 Dockerf ile，可以通过在 Dockerf ile 所在的文
件夹中运行 docker build 找到它。此 Docker 镜像基本上是带有本书代码的 ROS Kinetic 的扩
展。下载和安装的说明与其他代码在 GitHub 软件库中。

1.5

在 BeagleBone Black 上安装 ROS Kinetic
BeagleBone Black（BBB）是一种基于 ARM Cortex A8 处理器的低成本开发平台。此开

发板是基于 Ångström Linux 发行版制作的。Ångström 由一支希望统一嵌入式系统 Linux 发行
版的小型团队维护。他们的愿景是开发稳定且用户友好的操作系统。
考虑到社区的开发人员需要一个具有一些通用输入 / 输出（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GPIO）引脚的车载计算机设备，德州仪器设计了 BeagleBone Black。BeagleBone Black 平
台是 BeagleBone 的改进版。开发板的主要特性包括 ARM Cortex A8 处理器（时钟频率为
1GHz，内存为 512MB），具有以太网、USB 接口、HDMI 连接，以及两个 46 引脚 GPIO 接口。
这些 GPIO 可以设置为数字 I/O、ADC、脉宽调制，以及 I2C、SPI 或者 UART 等通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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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接口。GPIO 是一种直接将传感器和执行器与 BeagleBone 连接的简单方法。BeagleBone 如
下图所示。
电池连接

DC5V

以太网口

调试串口
电源
USB 端

复位

用户 LED

USB 接口
微型 HDMI
微型 SD

启动开关

在 BeagleBone 开发板刚推出时，无法直接在 Ångström 发行版上安装 ROS。由于这个
原因，通常在 BeagleBone 上安装基于 Ubuntu 的操作系统。有不同版本的 Ubuntu ARM 兼容
BeagleBone Black 和 ROS，推荐在运行 ROS 的平台上使用 Ubuntu ARM 16.04 Xenial armhf
的镜像。
目前已经有 Ångström 发行版的 ROS 版本安装文件。安装步骤可以参考网址 http://wiki.
ros.org/kinetic/Installation/Angstrom。除此之外，由于这个发行版更常用，我们选择在 Ubuntu
ARM 上安装 ROS，此外还可以用于其他基于 ARM 的开发板，如 UDOO Odroid U3、Odroid
X2 或 Gumstick。
ARM 技术在智能手机和平板计算机等移动设备领域蓬勃发展。除了 ARM cortex 的运算
性能不断增强，高集成度和低功耗也使这项技术更适合于自主机器人系统开发。在过去的几
年里，开发人员已经在市场上推出多款 ARM 平台。其中一些特性类似于 BeagleBone Black，
比如 Raspberry PI 或 Gumstick Overo。此外，更强大的开发板（如具备双核 ARM Cortex A9
的 Gumstick DuoVero 或四核版 Odroid U3、Odroid X2 或 UDOO 等）也已经上市。

1.5.1

准备工作

将 ROS 安装到 Beaglebone Black 上，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本书的重点是介绍 ROS，
我们将列出这些准备工作但不详细介绍。关于 Beaglebone Black 和 Ubuntu ARM 的更多信息
可以在网站、论坛和书中找到。
首先，必须安装一个与 ROS 兼容的 Ubuntu ARM 发行版，所以需要 Ubuntu ARM 的安
装镜像。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使用 wget 获得 Ubuntu 16.04 Xenial arm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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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在网址 https://rcn-ee.com/rootfs 上找到更新的版本。这个版本是官方文档 http://
elinux.org/BeagleBoardUbuntu 中提及的版本之一。
下载镜像后，将其安装到 microSD 卡上。首先使用以下命令解压镜像：

插入一个至少 2GB 的 microSD 卡到计算机的读卡器，然后使用以下命令安装 Ubuntu
镜像：
在前面的脚本中，DEVICE 是 microSD 卡在系统中所处的设备，例如 /dev/sdb，BOARD
是 开 发 板 名。 对 于 BeagleBone Black， 它 是 beaglebone。 因 此， 假 设 microSD 卡 位 于 /dev/
mmcblk0 中，并且使用的是 BeagleBone Black，则命令如下所示：
如果不清楚分配给 microSD 卡的设备名，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一旦在开发平台中安装好 Ubuntu ARM，就需要配置 Beaglebone Black 的网络接口以实
现网络访问。所以，必须配置如 IP、DNS 和网关等网络配置。
记住，在另一个计算机上挂载 SD 卡并编辑 /etc/network/interfaces 可能是最简单的方式。
另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使用网线并运行 DHCP 客户端来获取 IP 地址。
为此，需要使用 microSD 卡启动 BeagleBone Black。需要按住 S2 按钮，然后才能使用
DC 或 USB 连接器开启开发板。几分钟后，系统将显示登录提示符。使用用户 ubuntu 和密码
temppwd（默认值）登录，然后运行上面的 DHCP 客户端命令，并连接网络。然后，可以检
查分配的 IP 地址（查看 inet addr：value）：
在这里的设置中，已经将 BeagleBone Black
连接到以下设备（如下图所示）。
● HDMI（带 microHDMI 适配器）电缆可在
网络设置期间查看屏幕上的终端提示符。
之后我们可以利用 SSH 协议进入开发板。
● 通过 USB 连接的键盘
● 通过 microUSB 连接器供电
● 以太网网线以访问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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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置完成后，应该安装 ROS 所需的功能包、程序和库。现在网络已经启动，也可
以用 SSH 协议登录（假设分配给它的 IP 地址是 192.168.1.6）：
我们将按照 http://wiki.ros.org/indigo/Installation/UbuntuARM 中的说明进行操作，但需要
进行更改才能使用 ROS Kinetic（请注意，网络上仍是 indigo）。第一步是设置软件库源，以
便可以安装 ROS：

按如下方式添加软件库源：

然后，运行以下命令更新源：

用于 BeagleBone Black 的操作系统在 microSD 卡上配置的空间为 1 ～ 4GB。这个存储空
间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想要使用大部分的 ROS Kinetic 包，可能就不够用了。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可以使用空间更大的 SD 卡，借助重新分区，扩大文件系统占可用空间的比例。
如 果 需 要 使 用 更 大 的 存 储 空 间， 建 议 扩 大 BeagleBone Black 内 存 文 件 系 统。 在 网 址
http://elinux.org/Beagleboard:Expanding_File_System_Partition_On_A_microSD 可 以 得 到 相 关
内容的进一步介绍。
通过下列命令可以实现上述目的。
1. 需要切换到超级用户模式，输入下面的命令并输入密码：
2. 查看 SD 卡的分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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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 p，可见 SD 卡的两个分区：
4. 之后，输入 d 删除分区，然后输入 2 指定要删除的分区 /dev/mmcblk0p2：

5. 输入 n，创建一个新分区；如果输入 p 将创建一个主分区。输入 2 指定第二个分区的编号。

6. 如果没有问题，输入 w 保存这些操作，或按 Ctrl+Z 组合键取消更改：
7. 完成后重启开发板：
8. 完成重启后，再次切换到超级用户模式：
9. 最后，运行下面的命令执行操作系统内存文件系统的扩容。
现在我们准备好安装 ROS 了。安装的过程非常类似于在本章之前介绍过的 PC 安装过
程，这些内容比较熟悉。主要区别是当在 BeagleBone Black 上安装 ROS 时，不能安装 ROS
full-desktop，必须单独安装每一个包。

1.5.2

配置主机和 source.list 文件

现在开始配置主机：

在这之后，将配置源列表，这基于安装在 BeagleBone Black 中的 Ubuntu 版本。兼容
BeagleBone Black 的 Ubuntu 版本数量有限，目前活跃的发行版是 Ubuntu 16.40 Xenial armhf，
它也是 Ubuntu ARM 最受欢迎的版本。运行以下命令安装 Ubuntu armhf 软件库：

1.5.3

设置密钥

正如前面所解释的，这一步需要确认源代码是正确的，并且无人在未经所有者授权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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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修改过代码或程序：

1.5.4

安装 ROS 功能包

在安装 ROS 功能包之前，必须更新系统以避免出现库依赖的问题。
这部分安装在 BeagleBone Black 上略有不同。ROS 中有很多库和功能包，并不是全部
都能在 ARM 上完整编译，所以不可能实现一个完整的桌面版安装。建议独立安装各功能包，
以确保它们能在 ARM 平台上运行。
可以尝试安装 ROS-base，它称为 ROS Bare Bones。ROS-base 会安装 ROS 功能包以及编
译库和通信库，但不包括 GUI 工具（出现提示时输入（Y）并按回车键）：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安装指定的 ROS 包：

如果需要查找在 BeagleBone Black 中可用的 ROS 功能包，可以运行下面的命令：

例如，下面的包为 ROS 正常工作的基础（已作为 ros-base 依赖项安装），可以使用 aptget install 单独安装：

虽然从理论上讲 BeagleBone Black 并不支持所有的 ROS 包，但实际上我们已经能够将
在 PC 上开发的整个项目移植到 BeagleBone Black 中。我们成功尝试了很多包，只有安装
rviz 没有实现，确实不推荐在其上运行。

1.5.5

为 ROS 初始化 rosdep

在使用 ROS 之前，必须首先安装并初始化 rosdep 命令行工具。这可使你轻松地安装库
并解决准备编译的源代码的系统依赖问题，以及提供 ROS 运行需要的一些核心组件。可以
使用下面的命令安装并初始化 ros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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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在 BeagleBone Black 中配置环境

如 果 你 已 经 到 达 这 一 步， 恭 喜 你， 因 为 你 已 经 在 BeagleBone Black 中 成 功 地 安 装 了
ROS。添加下面的 ROS 环境变量到 bash 中，这样它们就会在命令行窗口启动时自动加载：

如果在系统中有多个版本的 ROS 我们必须注意。bashrc 的变量必须设置为我们正在使用
的版本。
如果我们想要在当前命令行窗口中配置环境，运行如下命令：

1.5.7

在 BeagleBone Black 中安装 rosinstall

rosinstall 是 ROS 中一个常见的命令行工具，使安装功能包更方便。如果要安装它，可
以在 Ubuntu 中使用下面的命令行：

1.5.8

BeagleBone Black 基本 ROS 示例

作为一个基本示例，可以在 BeagleBone Black 上的一个终端上运行 ROS 内核：
从另一个终端发布一个位姿消息（注意，可以在 geometry_msgs/Pose 后按 Tab Tab，它
会自动补全消息字段，然后需要更改默认值）：

现在，在笔记本电脑（在同一个网络中）上，可以将 ROS_MASTER_URI 设置为指向
BeagleBone Black（在本例中为 IP 192.168.1.6）：
现在你应该可以在笔记本电脑上看到 BeagleBone Black 发布的位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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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 PoseStamped，甚至可以在 rviz 中显示它。
此刻，可以通过 http://wiki.ros.org/BeagleBone 查询多个项目，以及使用 ngström 操作
系统替代 Ubuntu 的另一个安装选项，但目前它不支持 ROS Kinetic。

1.6

本章小结
在这一章，我们学习了如何在不同 Ubuntu 设备上（计算机、VirtualBox、BeagleBone

Black）安装 ROS Kinetic。通过这些步骤，你已经在系统上安装了一切必要的软件，可以使
用 ROS 开始工作，也可以练习本书中的示例，还可以使用源代码来安装 ROS。但这样做需
要编译所有代码，因此只适用于高级 Linux 用户。而我们一般建议你使用软件库安装，这样
做更通用，且一般不会出现任何错误或问题。
如果你对 Ubuntu 系统不是很熟悉，那么建立一个虚拟机并在虚拟机上学习使用 ROS 会
更加方便。这样，如果你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发生任何问题，都无须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只
需要恢复虚拟机镜像文件，然后就可以重新开始。
通常情况下，虚拟机不能访问实际硬件，如传感器和执行器。尽管如此，你仍可以用它
来测试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