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ROS 架构及概念

一旦完成了 ROS 的安装，你肯定会想“好了，我已经安装完成了，那么下一步要做什
么呢？”在本章我们将学习 ROS 架构及它的组成。然后，我们会开始创建节点和包，并使用
ROS 自带的 TurtleSim 示例。
ROS 的架构经过设计并划分成了三部分，每一部分都代表一个层级的概念：
● 文件系统级（Filesystem level）
● 计算图级（Computation Graph level）
● 社区级（Community level）
第一级是文件系统级。在这一级，我们会使用一组概念来解释 ROS 的内部构成、文件
夹结构，以及工作所需的核心文件。
第二级是计算图级，体现的是进程和系统之间的通信。在相关小节中，我们将学习 ROS
的各个概念和功能，包括建立系统、处理各类进程、与多台计算机通信等。
第三级是社区级，我们将解释一系列的工具和概念，其中包括在开发人员之间如何共享
知识、算法和代码。这个层级非常重要，和大部分开源软件工程一样，有一个强大的社区支
持，不仅提高了初学者理解复杂软件的能力，还解决了最常见的问题，正是由于开源社区的
大力支持，ROS 才得以快速成长。

2.1

理解 ROS 文件系统级
如 果 你 刚 接 触 ROS， 无 论 是 准 备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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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 还 是 准 备 开 发 ROS 项 目， 你 都 会 觉 得
ROS 中的各种概念非常奇怪。而一旦你驾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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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熟，那么这些概念就会变得熟悉同时认识
到管理工程及其依赖的价值。ROS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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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目标是将项目构建的过程集中化，同
时提供足够的灵活性和工具来分散之间的依
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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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操作系统类似，一个 ROS 程序的不同组件要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下。这些文件夹
是根据功能的不同来对文件进行组织的。
● 功能包（Package）：功能包构成 ROS 中的原子级。一个功能包具有用于创建 ROS 程
序的最小结构和最少内容。它可以包含 ROS 运行时进程（节点）、配置文件等。
● 功能包清单（Package Manifest）：功能包清单提供关于功能包、许可证、依赖关系、
编译标志等的信息。包清单由一个名为 package.xml 的文件管理。
● 元功能包（Metapackage）：如果你希望将几个具有某些功能的包组织在一起，那
么你将会使用一个元功能包。在 ROS Fuerte 中，这种包的组织形式称为功能包集
（Stack）。为了保持 ROS 简洁，功能包集被移除，现在使用元功能包实现这个功能。
在 ROS 中，存在大量不同用途的元功能包，例如导航功能包集。
● 元功能包清单（Metapackage manifest）：元功能包清单（package.xml）类似普通功能包
但有一个 XML 格式的导出标记。它在结构上也有一定的限制。
● 消息类型（Message（msg）type）：消息是一个进程发送到其他进程的信息。ROS 有
很 多 标 准 类 型 的 消 息。 消 息 类 型 的 说 明 存 储 在 my_package/msg/MyMessageType.
msg 中。
● 服务类型（Service（srv）type）：服务描述说明存储在 my_
package/srv/MyServiceType.srv 中，为 ROS 中由每个进程提
供的服务定义请求和响应数据结构。
在下面的截图中，可以看到 turtlesim 功能包的内容。你看到
的是一系列文件和文件夹，包含代码、图片、启动文件、服务和消
息。需要注意的是，截图显示了这些文件的一个简短列表，真正的
功能包会包含更多内容。

2.1.1

工作空间

概言之，工作空间就是一个文件夹，其中包含功能包，功能包又包含源文件和环境或
工作空间，从而提供编译这些功能包的一种方式。当你想同时编译不同的功能包时它非常有
用，并且是集中化所有开发的一种好方式。
下图所示的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空间。每个文件夹都是一个具有不同功能的空间：

● 源文件空间（Source space）：在源空间（src 文件夹）中，放置了功能包、项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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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包等。在这个空间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是 CMakeLists.txt。当在工作空间中配
置包时，src 文件夹中有 CMakeLists.txt 因为 cmake 调用它。这个文件是通过 catkin_
init_workspace 命令创建的。
● 编译空间（build space）：在 build 文件夹里，cmake 和 catkin 为功能包和项目保存缓存
信息、配置和其他中间文件。
● 开发空间（Development（devel）space）：devel 文件夹用来保存编译后的程序，这些是
无须安装就能用来测试的程序。一旦项目通过测试，就可以安装或导出功能包从而与
其他开发人员分享。
用 catkin 编译包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使用标准 CMake 工作流程。通过此方式，可以
一次编译一个包，见以下命令：

如果想编译所有的包，可以使用 catkin_make 命令行，见以下命令：

在 ROS 配置的编译空间目录中，这两个命令编译出可执行文件。
ROS 的 另 一 个 有 趣 的 特 性 是 它 的 覆 盖（overlay）。 当 你 正 在 使 用 ROS 功 能 包（例 如
Turtlesim）时，可以使用安装版本，也可以下载源文件并编译它来使用你修改后的版本。
ROS 允许使用你自己版本的功能包去替代安装版本。如果你正在升级已安装的功能包，
这是非常有用的。或许此时你并不理解它的作用，但无须担心，在下一章我们将使用这个功
能来创建自己的插件。

2.1.2

功能包

包指的是一种特定结构的文件和文件夹组合。这种结构如下所示。
● include/package_name/：此目录包含了需要的库的头文件。
● msg/：如果开发需要非标准的消息，请把文件放在这里。
● scripts/：其中包括 Bash、Python 或任何其他脚本语言的可执行脚本。
● src/ ：这是存储程序源文件的地方。你可能会为节点创建一个文件夹或按照希望的方
式组织它。
● srv/：这表示服务（srv）类型。
● CMakeLists.txt：这是 CMake 的生成文件。
● package.xml：这是功能包清单文件。
为了创建、修改或使用功能包，ROS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工具。
● rospack：使用此命令来获取信息或在系统中查找包。
● catkin_create_pkg：使用此命令创建一个新的功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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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kin_make：使用此命令来编译工作空间。
● rosdep：使用此命令安装功能包的系统依赖项。
● rqt_dep ：此命令用来查看包的依赖关系图。如果你想看包的依赖关系图，你会在 rqt
发现一个称为包图（package graph）的插件。选择一个包并查看依赖关系。
要在文件夹和功能包之间移动文件，ROS 提供了非常有用的 rosbash 功能包，其中包含
了一些非常类似于 Linux 命令的命令。下面是一些示例。
● roscd：此命令用于更改目录，类似于 Linux 中的 cd 命令。
● rosed：此命令用来编辑文件。
● roscp：此命令用于从功能包复制文件。
● rosd：此命令列出功能包的目录。
● rosls：此命令列出功能包下的文件，类似于 Linux 中的 ls 命令。
文件 package.xml 必须在每个功能包中，它用来说明此包相关的各类信息。如果你发现
在某个文件夹内包含此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夹很可能是一个包或元功能包。
打开一个 package.xml 文件，可以看到包的名称、依赖关系等信息。功能包清单的作用
就是为了方便安装和分发这些功能包。
在 package.xml 文件中使用的两个典型标记是
<build_depend> 和 <run_depend>。
<build_depend> 标记会显示当前功能包安装之
前必须先安装哪些功能包。这是因为新的功能包会
使用其他包的一些功能。
<run_depend> 标记显示运行功能包中代码所
需要的包。以下截图是 package.xml 文件的示例。

2.1.3

元功能包

如前所述，元功能包（或简称元包）是一些只有一个文件的特殊包，这个文件就是
package.xml。它不包含其他文件，如代码等。
元功能包用于指代其他按照类似功能特性分组的包，例如导航功能包集、ros_tutorials 等。
使用迁移的特定规则，可以将 ROS Fuerte 中的
功能包和功能包集转换为 Kinetic 和 catkin。具体参
考 http://wiki.ros.org/catkin/migrating_from_rosbuild。
在下图中，可以看到在 ros_tutorials 元功能包
中 package.xml 的内容。可以看到 <export> 标记和
<run_depend> 标记。这些是功能包清单中必不可
少的，在下图中也可以看到这些标记。
如果你想定位 ros_tutorials 元功能包，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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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面的命令：

显示路径为：/opt/ros/kinetic/share/ros_tutorials。
通过下面的命令查看里面的代码：

记住，Kinetic 使用元功能包，不是功能包集，但 rosstack find 命令也可用于查找元功能包。

2.1.4

消息

ROS 使用了一种简化的消息类型描述语言来描述 ROS 节点发布的数据值。通过这样的
描述语言，ROS 能够使用多种编程语言生成不同类型消息的源代码。
ROS 提供了很多预定义消息类型。如果创建了一条新的消息，那么就要把它放到功能包
的 msg/ 文件夹下。在该文件夹中，有用于定义各种消息的文件。这些文件都以 .msg 作为扩
展名。
消息类型必须具有两个主要部分：字段（f ield）和常量（constant）。字段定义了要在消息
中传输的数据类型，例如 int32、f loat32、string 或之前创建的新类型，如叫作 type1 和 type2
的新类型。常量用于定义字段的名称。
一个 msg 文件的示例如下：

我们能够在下表中找到 ROS 消息所使用的很多标准数据类型。
基本类型
bool(1)
int8

uint8
int16

uint16
int32

uint32
int64

uint64

f loat32
f loat64
string

time

duration

序列化
无符号 8 位 int
有符号 8 位 int
无符号 8 位 int
有符号 16 位 int
无符号 16 位 int
有符号 32 位 int
无符号 32 位 int
有符号 64 位 int
无符号 64 位 int
32 位 IEEE f loat
64 位 IEEE f loat
ascii string (4)
secs/nsecs 有符号 32 位 ints
secs/nsecs 有符号 32 位 ints

C++

Python

uint8_t(2)

bool

uint8_t

int(3)

int8_t

int16_t

uint16_t
int32_t

uint32_t
int64_t

uint64_t
f loat

double

int
int
int
int
int

long
long

f loat
f loat

std::string

string

ros::Duration

rospy.Duration

ros::Time

rosp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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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 消息中的一种特殊数据类型是标头类型，它主要用于添加时间、坐标系和序列号
等。标头类型还允许对消息进行编号。通过在标头类型内部附加信息，我们可以知道是哪个
节点发出的消息，或者可以添加对于用户透明的功能以及一些能够被 ROS 处理的功能。
标头类型包含以下字段：

可以通过以下命令查看消息的结构：

我们将在后续的章节中看到，正是通过标头类型才能够记录当前机器人运行的时间戳和
坐标系。
在 ROS 中有一些处理消息的工具。例如 rosmsg 命令行工具能够输出消息定义信息，并
可以找到使用该消息类型的源文件。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学习如何使用正确的工具创建消息。

2.1.5

服务

ROS 使用一种简化的服务描述语言来描述 ROS 的服务类型。这直接借鉴了 ROS msg 消
息的数据格式，以实现节点之间的请求 / 响应通信。服务的描述存储在功能包的 srv/ 子目录
下的 .srv 文件中。
要调用服务，需要使用该功能包的名称及服务名称。例如，可以将 sample_package1/srv/
sample1.srv 文件称为 sample_package1/sample1 服务。
ROS 中有一些在服务上执行某些操作的工具。rossrv 工具能输出服务说明、.srv 文件所
在的包，并可以找到使用某一服务类型的源文件。
如果你想要在 ROS 中创建一个服务，可以使用服务生成器。这些工具能够从基本的服
务说明中生成代码。只需要在 CMakeLists.txt 文件中加一行 gensrv() 命令。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学习如何创建服务。

2.2

理解 ROS 计算图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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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 会创建一个连接到所有进程的网络。
在系统中的任何节点都可以访问此网络，并通
ᣅᏗܘᑒ

过该网络与其他节点交互，获取其他节点发送
的信息，并将自身数据发布到网络上。
在这一层级中最基本的概念包括节点、节
点管理器、参数服务器、消息、服务、主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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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记录包，这些概念都以不同的方式向计算图级提供数据。
● 节点（node）：节点是主要的计算执行进程。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可以与其他节点进行
交互的进程，那么你需要创建一个节点，并将此节点连接到 ROS 网络。通常情况下，
系统包含能够实现不同功能的多个节点。你最好让众多节点都具有单一的功能，而不
是在系统中创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节点。节点需要使用如 roscpp 或 rospy 的 ROS 客
户端库进行编写。
● 节点管理器（master）：节点管理器用于节点的名称注册和查找等。它也设置节点间的
通信。如果在整个 ROS 中没有节点管理器，就无法与节点、服务、消息等通信。需
要注意的是，由于 ROS 本身就是一个分布式网络系统，你可以在某一台计算机上运
行节点管理器，在该管理器或其他计算机上运行节点。
● 参数服务器（Parameter Server）：参数服务器能够使数据通过密钥存储在一个系统的核
心位置。通过参数，就能够在运行时配置节点或改变节点的工作任务。
● 消息（message）：节点通过消息完成彼此的沟通。消息包含一个节点发送到其他节点
的信息数据。ROS 中包含很多种标准类型的消息，同时也可以基于标准消息类型开发
自定义类型的消息。
● 主题（topic）：每个消息都必须有一个名称以便被 ROS 网络分发。当一个节点发送
数据时，我们就说该节点正在向主题发布主题。节点可以通过订阅某个主题，接收
来自其他节点的消息。一个节点可以订阅一个主题，而不需要任何其他节点同时
发布该主题。这就保证了消息的发布者和订阅者之间相互解耦，完全无须知晓对
方的存在。主题的名称必须是唯一的，否则在同名主题之间的消息路由就会发生
错误。
● 服务（service）：在发布主题时，正在发送的数据能够以多对多的方式交互。但当你
需要从某个节点获得一个请求或应答时，就不能通过主题来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
服务能够允许我们直接与某个节点进行交互。此外，服务必须有唯一的名称。当一
个节点提供某个服务时，所有的节点都可以通过使用 ROS 客户端库编写的代码与它
通信。
● 消息记录包（bag）：消息记录包是一种用于保存和回放 ROS 消息数据的文件格式。消
息记录包是一种用于存储数据的重要机制。它能够获取并记录各种难以收集的传感器
数据。我们可以通过消息记录包反复获取实验数据，进行必要的开发和算法测试。在
使用复杂机器人进行实验工作时，需要经常使用消息记录包。
在下图中你可以看到计算图级的图形化表示（节点状态图）。它表示了真实机器人在真
实条件下系统的工作状态。在图中，你可以看到节点和主题，以及哪些节点订阅哪些主题
等。此节点状态图中并没有消息、消息记录包、参数服务器和服务。这些内容需要使用其他
工具进行图形化展示。用于创建该图的工具是 rqt_graph，在第 3 章中将学习到更多的相关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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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out
/rosout

/joint_states
/joint_states

/robot_state_publisher
/Sonar2Laser

/tf
/tit_scan1

/Sonar2CloudPoint2
/tf

/odom

/cmd_vel_roboclaw
/control_roboclaw
/superficie

/rosout
/rosout
/rosout

/output

/rosout

/rviz

/odom
/tf

/rosout

/tf

/rosout

/superficie
/rosout
/rosout

这些概念在 ros-comm 软件库中实现。

2.2.1

节点与 nodelet

节点都是各自独立的可执行文件，能够通过主题、服务或参数服务器与其他进程（节
点）通信。ROS 通过使用节点将代码和功能解耦，提高了系统容错能力和可维护性，使系统
简化。
ROS 有另一种类型的节点，称为 nodelet（动态加载节点）——内部可通信的多个节点。
这类特殊节点可以在单个进程中运行多个节点，其中每个 nodelet 为一个线程（轻量级进程）。
这样，可以在不使用 ROS 网络的情况下与其他节点通信，节点通信效率更高，并避免网络
拥塞。nodelet 对于摄像头和 3D 传感器这类数据传输量非常大的设备特别有用。
节点在系统中必须有唯一的名称。节点使用特定名称与其他节点进行通信而不产生二义
性。节点可以使用不同的库进行编写，如 roscpp 和 rospy。roscpp 基于 C++，而 rospy 基于
Python。在这本书里，我们将使用 roscpp。
ROS 提供了处理节点和显示节点信息的工具，如 rosnode。rosnode 是一个用于显示节点
信息的命令行工具，例如列出当前正在运行的节点。支持的命令如下所示。
● rosnode info NODE：输出当前节点信息。
● rosnode kill NODE：结束当前运行节点或发送给定信号。
● rosnode list：列出当前活动节点。
● rosnode machine hostname：列出某一特定计算机上运行的节点或列出主机名称。
● rosnode ping NODE：测试节点间的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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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node cleanup：将无法访问节点的注册信息清除。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通过一些示例学习如何使用这些命令。
ROS 节点的一个强大功能是可以在启动该节点时更改参数。此功能使我们能够改变节点
名称、主题名称和参数名称。我们无须重新编译代码就能重新配置节点，这样就可以在不同
的场景中使用该节点。
一个改变主题名称的例子如下所示：

此命令将主题名称从 topic1 改为 /level1/topic1。相信你现在还不甚明了，但在后面的章
节中你会发现它的实用性。
更改节点中的参数和更改主题名称很类似。只需要在参数名称前添加一个下划线 (_)，
例如：

这样参数（param）就设置为浮点数 9.0。
请记住，不能使用系统保留的关键字名称，如下所示。
● __name：为节点名称保留的一个特殊关键字。
● __log：为记录节点中日志文件存储地址保留的一个关键字。
● __ip 和 __hostname：表示 ROS_IP 和 ROS_HOSTNAME 的关键字。
● __master：表示 ROS_MASTER_URI 的关键字。
● __ns：表示 ROS_NAMESPACE 的关键字。

2.2.2

主题

主题（topics）是节点间用来传输数据的总线。通过主题进行消息传输不需要节点之间
直接连接。这就意味着发布者和订阅者之间不需要知道彼此是否存在。一个主题可以有多个
订阅者，也可以有多个发布者，但是用不同的节点发布同样的主题时要慎重，否则会产生
冲突。
每个主题都是强类型的，发布到主题上的消息必须与主题的 ROS 消息类型相匹配，并
且节点只能接收类型匹配的消息。节点要想订阅主题，就必须具有相同的消息类型。
ROS 中 的 主 题 可 以 使 用 TCP/IP 和 UDP 传 输。 基 于 TCP 传 输 称 为 TCPROS， 它 使 用
TCP/IP 长连接。这是 ROS 默认的传输方式。
基于 UDP 传输称为 UDPROS，它是一种低延迟高效率的传输方式，但可能产生数据丢
失。所以它最适合于远程操控之类的任务。
ROS 有一个 rostopic 工具用于主题操作。它是一个命令行工具，允许我们获取主题的相
关信息或直接在网络上发布数据。此工具的参数如下。
● rostopic bw /topic：显示主题所使用的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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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topic echo /topic：将消息输出到屏幕。
● rostopic f ind message_type：按照类型查找主题。
● rostopic hz /topic：显示主题的发布频率。
● rostopic info /topic：输出主题的信息，例如其消息类型、发布者、订阅者。
● rostopic list：输出活动主题的列表。
● rostopic pub /topic type args ：将数据发布到主题。它允许我们直接从命令行中对任意
主题创建和发布数据。
● rostopic type /topic：输出主题的类型，即主题中发布的消息类型。
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学习如何使用这些命令。

2.2.3

服务

当你需要直接与节点通信并以 RPC 方式获得应答时，将无法通过主题实现，而需要使
用服务。
服务需要由用户开发，节点并不提供标准服务。包含消息源代码的文件存储在 srv 文件
夹中。
像主题一样，服务关联一个以包中 .srv 文件名称来命名的服务类型。与其他基于 ROS
文件系统的 类型一样，服务类型是包名和 .srv 文件名的组合。例如 chapter2_tutorials/srv/
chapter2_srv1.srv 文件的服务类型是 chapter2_tutorials/chapter2_srv1。
ROS 关于服务的命令行工具有两个：rossrv 和 rosservice。我们可以通过 rossrv 看到有关
服务数据结构的信息，并且与 rosmsg 具有完全相同的用法。
通过 rosservice 可以列出服务列表和查询某个服务。支持的命令如下所示。
● rosservice call /service args：根据命令行参数调用服务。
● rosservice f ind msg-type：根据服务类型查询服务。
● rosservice info /service：输出服务信息。
● rosservice list：输出活动服务清单。
● rosservice type /service：输出服务类型。
● rosservice uri /service：输出服务的 ROSRPC URI。

2.2.4

消息

一个节点通过向特定主题发布消息，从而将信息发送到另一个节点。消息具有简单的数
据结构，包括 ROS 提供的标准类型和用户自定义类型。
消息的类型在 ROS 中遵循以下标准命名方式：包名 / 文件名 .msg。例如，std_msgs/
msg/String.msg 的消息类型是 std_msgs/String。
ROS 使用命令行工具 rosmsg 来获取有关消息的信息。常用参数如下所示。
● rosmsg show：显示一条消息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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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msg list：列出所有消息。
● rosmsg package：列出包中的所有消息。
● rosmsg packages：列出所有具有该消息的包。
● rosmsg users：搜索使用该消息类型的代码文件。
● rosmsg md5：显示一条消息的 MD5 求和结果。

2.2.5

消息记录包

消息记录包（bag）是由 ROS 创建的一组文件。它使用 .bag 格式保存消息、主题、服务
和其他 ROS 数据信息。可以在事件发生后，通过使用可视化工具调用和回放数据，检查在
系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借助它可以播放、停止、后退及执行其他操作。
记录包文件可以像实时会话一样在 ROS 中再现情景，在相同时间向主题发送相同的数
据。通常情况下，可以使用此功能来调试算法。
要使用消息记录包文件，可以使用以下 ROS 工具。
● rosbag：用来录制、播放和执行其他操作。
● rqt_bag：用于可视化图形环境中的数据。
● rostopic：帮助我们看到节点发送的主题。

2.2.6

节点管理器

ROS 节点管理器（ROS master）为 ROS 中其他节点提供命名和注册服务。它像服务一样
跟踪主题的发布者和订阅者。节点管理器的作用是使 ROS 节点之间能够相互查找。一旦这
些节点找到了彼此，就能建立点对点的通信。你可以看到以图例显示的 ROS 执行步骤，包
括广播一个主题，订阅一个主题，发布一个消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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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管理器还提供了参数服务器。节点管理器通常使用 roscore 命令运行，它会加载
ROS 节点管理器及其他 ROS 核心组件。

2.2.7

参数服务器

参数服务器（Parameter Server）是可通过网络访问的共享的多变量字典。节点使用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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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来存储和检索运行时的参数。
参数服务器使用 XMLRPC 实现并在 ROS 节点管理器下运行，这意味着它的 API 可以通
过通用的 XMLRPC 库进行访问。XMLRPC 是一个使用 XML 编码并以 HTTP 作为传输机制
的远程调用（Remote Procedure Call，RPC）协议。
参数服务器使用 XMLRPC 数据类型为参数赋值，其中包括以下类型。
● 32 位整数
● 布尔值
● 字符串
● 双精度浮点
● ISO 8601 日期
● 列表
● 基于 64 位编码的二进制数据
ROS 中关于参数服务器的工具是 rosparam。其支持的参数如下所示。
● rosparam list：列出了服务器中的所有参数。
● rosparam get parameter：获取参数值。
● rosparam set parameter value：设置参数值。
● rosparam delete parameter：删除参数。
● rosparam dump f ile：将参数服务器保存到一个文件中。
● rosparam load f ile：加载参数文件到参数服务器中。

2.3

理解 ROS 开源社区级
ROS 开源社区级的概念主要是 ROS 资源，其能够通过独立的网络社区分享软件和知识。

这些资源包括以下几个。
● 发行版（Distribution）：ROS 发行版是可以独立安装、带有版本号的一系列元功能包。
ROS 发行版像 Linux 发行版一样发挥类似的作用。这使得 ROS 软件安装更加容易，
而且能够通过一个软件集合维持一致的版本。
● 软件库（Repository）：ROS 依赖于代码存储库的联网，在这里不同的机构能够发布和
分享各自的机器人软件组件。
● ROS 维基（ROS Wiki）：ROS Wiki 是用于记录有关 ROS 信息的主要论坛。任何人都
可以注册账户、贡献自己的文件、提供更正或更新、编写教程以及做其他事情。
● Bug 提交系统（Bug Ticket System）：如果你发现问题或者想提出一个新功能，ROS 提
供这个资源去做这些。
● 邮件列表（Mailing list）：ROS 用户邮件列表是关于 ROS 的主要交流渠道，能够像论
坛一样交流从 ROS 软件更新到 ROS 软件使用中的各种疑问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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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 问答（ROS Answer）：用户可以使用这个资源去提问题。
● 博客（Blog）：可以看到定期更新、照片和新闻，网址是 http://www.ros.org/news。

2.4

ROS 试用练习
现在是时候对之前学习的内容进行一些练习了。在下面的几小节中，你将看到一些用于

练习的示例，以及关于创建包、使用节点、使用参数服务器和通过 Turtlesim 移动仿真机器人
的例子。

2.4.1

ROS 文件系统导览

我们通过命令行工具来浏览 ROS 的文件系统。我们将会解释最常用的部分。
为了获得功能包和功能包集的信息，比如，其路径、依赖关系等，我们将使用 rospack、
rosstack 命令进入功能包和功能包集，并列出其中的内容。
例如，如果你想要找 turtlesim 包的路径，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将获得以下信息：

同样，如果你想要找到你已经在系统中安装过的某个元功能包，示例如下：

你将获得到 ros-comm 元功能包的路径，如下：

要获得功能包或功能包集下面的文件列表，需要使用：

之前命令的输出如下所示：

更改当前工作目录，尤其是进入某个文件夹，可以使用 roscd 命令完成：

将获得以下新路径：

2.4.2

创建工作空间

在开始具体工作之前，首先创建工作空间。在这个工作空间中，我们将会完成本书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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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所有代码。
要查看 ROS 正在使用的工作空间，请使用下面的命令：

你将会看到如下类似信息：

我们将要创建的文件夹位于 ~/dev/catkin_ws/src/ 中。要新建此文件夹，使用以下命令：

当创建工作空间文件夹后，里面并没有功能包，只有 CMakeList.txt 文件。下一步是编
译工作空间，为此，可使用下面的命令：

现在，如果输入 ls 命令，可以看到以上命令创建的新文件夹，分别是 build 和 devel 文
件夹。
为完成配置，使用下面的命令：

这一步只重新加载了 setup.bash 文件。如果关闭并打开一个新的命令行窗口，也将得到
同样的效果。你应该已经在你的 ~/.bashrc 文件末尾加入了该命令行，因为我们在第 1 章用
过。如果没有，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添加它：

2.4.3

创建 ROS 功能包和元功能包

就像之前所说，也可以手动创建功能包。但是为了避免那些繁琐的工作，最好使用
catkin_create_pkg 命令行工具。
使用以下命令在之前建立的工作空间中创建新的功能包：

此命令的格式包括包的名称和依赖项。在这个示例中，依赖项包括 std_msgs 和 roscpp。
这如以下命令行所示：

这些依赖项包括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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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d_msgs ：包含了常见消息类型，表示基本数据类型和其他基本的消息构造，如多维
数组。
● roscpp ：使用 C++ 实现 ROS 的各种功能。它提供了一个客户端库，让 C++ 程序员能
够调用这些接口快速完成与 ROS 的主题、服务和参数相关的开发工作。
如果所有步骤都正确执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可以使用 rospack、roscd 和 rosls 命令来获取新的功能包信息。下
面是可以执行的一些操作。
● rospack prof ile ：此命令用于通知用户 ROS 中新添加的内容。在安装任何新功能包之
后使用它。
● rospack f ind chapter2_tutorials：此命令用于查找路径。
● rospack depends chapter2_tutorials：此命令用于查看依赖关系。
● rosls chapter2_tutorials：此命令用于查看内容。
● roscd chapter2_tutorials：此命令会更改实际路径。

2.4.4

编译 ROS 功能包

一旦创建了一个功能包，并且编写了一些代码，就需要编译功能包了。当编译功能包
的时候，主要是代码的编译过程，不仅包括用户添加的代码，还包括由消息和服务生成的
代码。
为了编译功能包，可以使用 catkin_make 工具：

在几秒之后，你会看到：

如果没有看到错误提示信息，说明功能包编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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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必须在 workspace 文件夹中运行 catkin_make 命令。如果在其他文件夹中这样做，
命令无法执行，下面是一个例子：

当在 chapter2_tutorials 文件夹中试图用 catkin_make 编译功能包时，你会看到如下错误：

当在 catkin_ws 文件夹中执行 catkin_make 命令时，则会编译成功。最后，如果编译单个
功能包，可使用如下格式的命令：

2.4.5

使用 ROS 节点

正如我们在 2.2.1 节中解释的，节点都是可执行程序，一旦编译，这些可执行文件就位
于 devel 空间中。要学习和了解有关节点的知识，要使用一个名为 turtlesim 的典型功能包进
行练习。
如果你进行了 ROS 的完整安装，那么你已经有了 turtlesim 功能包。如果还没有，请使
用以下命令安装：

在开始之前，重要的是，打开终端并且使用如下命令启动 roscore：

为了获得节点信息，可以使用 rosnode 工具。为了查看命令接受哪些参数，可以输入以
下命令：

你会获得一个可接受参数清单，如下图所示。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这些参数更详细的解释，请使用以下命令：

现在 roscore 正在运行，我们想要获取正在运行节点的相关信息，可使用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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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看到运行的节点仅有 /rosout。这是正常的，因为这个节点总是通过 roscore 启动。
使用 rosnode 工具提供的参数可以获得此节点的所有信息。也可以使用下列命令获得更
详细的信息：

现在要用 rosrun 命令启动一个新的节点，如下所示：

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新的窗口，窗口中间有一只小
海龟，如下图所示。
如果我们再查看节点列表，会看到出现了一个新的节
点，叫作 /turtlesim。可以通过使用 rosnode info nameNode
命令查看节点信息。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看到很多能用于程序调试的信息：

上一个命令行输出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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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 Publications（及相应主题）、Subscriptions（及相应主题）、
该节点具有的 Services（srv）及它们各自唯一的名称。
接下来介绍如何使用主题和服务与该节点进行交互。

2.4.6

如何使用主题与节点交互

要进行交互并获取主题的信息，可以使用 rostopic 工具。此工具接受以下参数。
● rostopic bw TOPIC：显示主题所使用的带宽。
● rostopic echo TOPIC：将消息输出到屏幕。
● rostopic f ind TOPIC：按照类型查找主题。
● rostopic hz TOPIC：显示主题的发布频率。
● rostopic info TOPIC：输出活动主题的信息。
● rostopic list TOPIC：列出活动主题。
● rostopic pubs TOPIC：将数据发布到主题。
● rostopic type TOPIC：输出主题的类型。
如果想要查看有关这些参数的详细信息，请使用 -h，
如下所示：
通过使用 pub 参数，可以发布任何节点都可以订阅
的主题。我们只需要用正确的名称将主题发布出去。我
们将会在以后做这个测试，现在要使用一个节点，并让
节点做如下工作：
通过节点，可以使用箭头键移动海龟，如下图所示。
turtle_teleop_key 执行时，为什么小海龟会移动呢？
如 果 你 想 要 看 到 /teleop_turtle 和 /turtlesim 节 点
的信息，可以看到在下面的代码中，在第一个节点的
Publications 部分有一个主题叫 /turtle1/cmd_vel[geometry_
msgs/Twist] ；在第二个节点的 Subscriptions 部分有一个
主题叫 /turtle1/cmd_vel [geometry_ msgs/Twist]：
这意味着前面的节点发布了一个主题，而后面的节
点可以订阅。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行查看主题清单：

输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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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 echo 参数，可以查看节点发出的信息。运行以下命令行并使用箭头键查看消
息产生时发送了哪些数据：

你会看到类似下面的输出结果：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行查看由主题发送的消息类型：

你会看到类似如下的输出结果：

如果你想要看到消息字段，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你会看到类似如下的输出结果：

这些工具非常有用，因为可以通过这些工具使用 rostopic pub [topic] [msg_type] [args] 命
令直接发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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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看到小海龟做曲线运动，如下图所示。

2.4.7

如何使用服务

服务是能够使节点之间相互通信的另一种方法。服
务允许节点发送请求和接收响应。
可以使用 rosservice 工具与服务进行交互。此命令接受的参数如下所示。
● rosservice args/service：输出服务参数。
● rosservice call/service：根据命令行参数调用服务。
● rosservice f ind msg-type：根据服务类型查询服务。
● rosservice info /service：输出服务信息。
● rosservice list：列出活动服务。
● rosservice type/service：输出服务类型。
● rosservice uri/service：输出 ROSRPC URI 服务。
我们要使用以下命令列出在 turtlesim 节点运行时系统提供的服务。如果运行了这个命令
却没有任何反应，那么请记住要先运行 roscore 并启动 turtlesim 节点：

你会获得以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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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查看某个服务的类型，例如 /clear 服务，请使用：

你会获得类似下面的输出：

要调用服务，需要使用 rosservice call [service] [args] 命令。所以如果想要调用 /clear 服
务，请使用：

在 turtlesim 的窗口中，你会看到由小海龟移动产生的线条消失了。
现在尝试其他的服务，例如 /spawn 服务。这项服务将以不同的方向在另一个位置创建
另一只小海龟。开始之前，我们要查看以下类型的消息：

我们会获得以下参数：

前面的命令和下面的命令是相同的。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这些命令相同，可以在搜索引
擎里搜索 piping Linux：

你会看到如下类似的结果：

输入下面的命令：

将会看到如下类似的结果：

通过这些字段，可以知道如何调用服务。我们需要新海龟位置的 x 和 y、方向（theta）
以及新海龟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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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获得下面的结果：

2.4.8

使用参数服务器

参数服务器用于存储所有节点均可访问的数据。
ROS 中用来管理参数服务器的工具称为 rosparam。接受
的参数如下所示。
● rosparam set parameter value：设置参数值。
● rosparam get parameter：获取参数值。
● rosparam load f ile：从文件加载参数。
● rosparam dump f ile：将参数转储到一个文件中。
● rosparam delete parameter：删除参数。
● rosparam list：列出参数名。
例如，查看所有节点使用的服务器参数：

我们会获得以下输出：

上面的背景（background）参数是 turtlesim 节点的参数。这些参数可以改变窗口的颜色，
窗口最初为蓝色。如果你想要读取某个值，可以使用 get 参数：
为了设定一个新的值，可以使用 set 参数：

命令行工具 rosparam 的另外一个重要特性是 dump 参数。通过该参数，可以保存或加载
参数服务器的内容。
使用 rosparam dump [f ile_name] 来保存参数服务器：

使用 rosparam load [f ile_name] [namespace] 向参数服务器加载新的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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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创建节点

在本节中，我们要学习如何创建两个节点：一个发布数据，另一个接收这些数据。这是
两个节点之间最基本的通信方式，也就是操作数据并使用这些数据来做些工作。
使用以下命令返回 chapter2_tutorials/src/ 文件夹：
创建两个文件并分别命名为 example1_a.cpp 和 example1_b.cpp。example1_a.cpp 文件将
会发送带有节点名称的数据，example1_b.cpp 文件会把这些数据显示在命令行窗口中。将下
面的代码复制到 example1_a.cpp 文件中或者从存储库中下载它：

就以上代码做进一步解释。要包含的头文件是 ros/ros.h、std_msgs/String.h 和 sstream。
其中，ros/ros.h 包含了使用 ROS 节点所有必要的文件，而 std_msgs/String.h 包含了要使用的
消息类型：

此刻，初始化该节点并设置其名称，请记住，该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下面是进程的处理程序，它允许我们与环境交互：

将节点实例化成发布者，并将所发布主题和类型的名称告知节点管理器。名为 message，

ROS 架构及概念

43

第二个参数是缓冲区的大小。如果主题发布数据的速度较快，那么将缓冲区设置为至少存放
1000 条消息，如下所示：

在本例中，发送数据的频率设置为 10Hz：
当按 Ctrl+C 组合键或 ROS 停止所有节点时，ros::ok() 行会停止该节点：

在这里，创建一个消息变量，变量的类型必须符合发送数据的要求：

继续发布消息，本例中，使用之前发布器的定义发布消息：

spinOnce 函数负责处理所有 ROS 内部事件和操作，例如读取订阅的消息。spinOnce 在
主循环中执行一次迭代允许用户执行操作，与 spin 函数不同，spinOnce 在不中断的情况下运
行主循环：

最后，按照 10Hz 的频率将程序挂起。
现在创建另一个节点。将下面的代码复制到 example1_b.cpp 文件中或者从存储库中下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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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些对上面代码的解释。要包含头文件和主题所使用的消息类型。

下面的函数类型是回调，每次该节点收到一条消息时都将调用此函数。该函数可以处理
数据。在本示例中，我们将收到的数据在命令行窗口中输出：

创建一个订阅者，并从主题获取以 message 为名称的消息数据。设置缓冲区为 1000 条
消息，处理消息的回调函数为 messageCallback：

ros::spin() 行是节点开始读取主题和在消息到达时，回调函数 messageCallback 被调用的
主循环。当用户按 Ctrl+C 组合键时，节点会退出消息循环，于是循环结束。

2.4.10

编译节点

当使用 chapter2_tutorials 包时，需要自行编辑 CMakeLists.txt 文件。可以使用你喜欢的
编辑器或直接使用 rosed 工具。这里将会在 Vim 编辑器下打开这个文件：

将以下命令行复制到文件的末尾处：

现在使用 catkin_make 工具来编译包和全部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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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你的电脑上还没有启动 ROS，需要首先调用：
可以使用 rosnode list 命令检查 ROS 是否运行：

然后，在不同的命令行窗口下分别运行两个节点：

如果你检查一下 example1_b 节点正在运行的命令行窗口，你就会看到以下信息：

可以在下图中看到正在发生的消息传递。example1_a 节点发布 message 主题，同时节点
example2_b 节点订阅了这个主题。
/example1_a

/message

/example1_b

可以使用 rosnode 和 rostopic 命令来调试和查看当前节点的运行状况。尝试使用以下
命令：

2.4.11

创建 msg 和 srv 文件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会学习如何在节点中创建 msg 和 srv 文件。它们是用于说明传输数
据的类型和数据值的文件。ROS 会根据这些文件内容自动创建所需的代码，以便 msg 和 srv
文件能够被节点使用。
第一步，学习 msg 文件。
在上一节使用的示例中，我们已经创建了两个具有标准类型消息的节点。现在，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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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如何使用 ROS 工具创建自定义消息。
首先，在 chapter2_tutorials 包下创建 msg 文件夹，并在其中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chapter2_
msg1.msg，在文件中添加以下行：

现 在 编 辑 package.xml， 从 <build_depend>message_generation</build_depend> 和 <run_
depend>message_runtime</run_depend> 行删除 <!-- -->。
然后编辑 CMakeList.txt，按下面所示加入 message_generation：

找到如下行，取消注释，并加入新消息名称：

现在，用下面的命令进行编译：

为了检查编译是否成功，使用下面的 rosmsg 命令：

如果你在 chapter2_msg1.msg 文件中看到一样的内容，说明编译正确。
现在创建一个 srv 文件。在 chapter2_tutorials 文件夹下创建一个名为 srv 的文件夹，并新
建文件 chapter2_srv1.srv，在文件中添加以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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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编译新的 msg 和 srv 文件，必须取消 package.xml 和 CMakeLists.txt 中如下行的注
释。这些包含消息和服务的配置信息，并告诉 ROS 如何编译以及编译什么。
首先，按下面的方式从 chapter2_tutorials 包中打开 package.xml 文件夹：

找到下面的行并取消注释：

使用以下命令打开 CMakeLists.txt：

找到下面的行，取消注释，并改为正确的数据：

为了生成消息，需要在 f ind_package 部分添加 message_generation 行：

在 add_message_f iles 部分如下所示添加消息和服务文件的名字：

取消 generate_messages 部分的注释，使得消息和服务可以顺利生成：

使用如下 rossrv 命令测试编译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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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 chapter2_srv1.srv 文件中看到相同的内容，说明编译正确。

2.4.12

使用新建的 srv 和 msg 文件

首先，我们将会学习如何创建一个服务并且在 ROS 中使用。该服务将会对三个整数求
和。我们需要两个节点：一个服务器和一个客户端。
在 chapter2_tutorials 包 中， 新 建 两 个 节 点 并 以 example2_a.cpp 和 example2_b.cpp 为 名
称。别忘了要在 src 文件夹下创建这两个文件。
在第一个文件 example2_a.cpp 中，添加以下代码：

解释一下这些代码：这些行包含必要的头文件和我们创建的 srv 文件：

这个函数会对 3 个变量求和，并将计算结果发送给其他节点：

在这里，创建服务并在 ROS 中发布广播。

在第 2 个文件 example2_b.cpp 中，添加以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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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解释：以 add_3_ints 为名称创建一个服务的客户端。

下面创建 srv 请求类型的一个实例，并且加入需要发送的数据值。如果你还记得，这个
消息需要 3 个字段。

这行代码会调用服务并发送数据。如果调用成功，call() 函数会返回 true ；如果没成功，
call() 函数会返回 false。

为了编译新节点，在 CMakeList.txt 文件中添加以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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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执行以下命令：

为了启动节点，需要执行以下命令行：

并且你会看到如下输出结果：

现在将要用自定义的 msg 文件来创建节点。这个例子也一样，创建 example1_a.cpp 和
example1_b.cpp 文件，同时调用 chapter2_msg1.msg。
将下面的代码放在 example3_a.cpp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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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下面的代码放在 example3_b.cpp 文件中：

如果现在运行这两个节点，将会看到如下信息：

2.4.13

launch 文件

launch 文件是 ROS 中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可以启动多个节点。在之前的小节中，我
们已经学习了创建了节点，并且在不同的命令行窗口中执行。想象一下，如果在每一个命令
行窗口中启动 20 个节点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通 过 launch 文 件 可 以 在 命 令 行 窗 口 中 方 便 地 实 现 以 上 任 务， 只 需 要 启 动 后 缀 名
为 .launch 的配置文件。
为了练习这个例子，在功能包中创建一个新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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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 chapter2.launch 文件中输入下面的代码：

这是个简单的例子，根据需要，也可以编写非常复杂的文件。例如，为了控制一个完整
的机器人，如 PR2 或 Robonaut，包括真实的机器人和在 ROS 中仿真的机器人。
这个文件包括 launch 标签，在标签内部可以看到 node 标签。这个 node 标签用于从功能
包中启动节点，例如从 chapter2_tutorials 包中启动 example1_a 节点。
这个启动文件将执行两个节点，即本章最前面的两个例子。如果你还记得，就是节点
example1_a 发送消息到节点 example1_b。可以通过如下命令启动这个文件：

你可以看到类似下图的输出结果：

运行的节点在上面的截图中列出，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查看运行的节点：

可以看到如右图所示的三个节点：
当执行启动文件时，并不需要在 roscore 命令前启动，roslaunch 会启动它。
还记得节点 example1_b 会在屏幕上输出从其他节点收到的消息，现在却看不到了，这
是因为 example1_b 使用 ROS_INFO 输出消息。当在 shell 中只运行一个节点时，可以看到
它。但是当运行启动文件时，则看不到它。
现在，为了看到信息，可以运行 rqt_console 实用程序。接下来的章节详细介绍该实用程
序。运行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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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的截图中可以看到 example1_b 发送的消息：

在框中，可以看到节点发送的消息以及来源文件的路径。

2.4.14

动态参数

ROS 的另一个功能是动态重配置实用程序。通常情况下，当你正在编写一个新节点时，
以仅你可以更改的数据初始化节点内的变量。如果你想从节点外部动态地改变这些值，可以
使用参数服务器、服务或主题。如果你使用一个 PID 节点来控制一个电动机，则应该使用动
态重配置实用程序。
在 本 节 中， 你 将 学 习 如 何 配 置 一 个 包 含 此 功 能 的 基 本 节 点。 添 加 必 要 的 内 容 到
CMakeLists.txt 和 package.xml 文件中。
为了使用动态重配置，需要写一个配置文件并保存在包的 cfg 文件夹中。创建一个文件
夹和新文件，如下所示：

在 chapter2.cfg 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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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解释：以上代码初始化 ROS 并导入参数生成器：

以上代码初始化参数生成器，通过它可以开始用下面的代码行添加参数：

以上代码加入不同的参数类型并设置默认值、描述、范围等。参数有如下内容：

● name：参数的名称。
● type：参数值的类型。
● level：一个传递给回调的位掩码。
● description：一个参数简短描述。
● default：节点启动时的默认值。
● min：参数最小值。
● max：参数最大值。
参数的名称必须唯一，参数值必须在 min 和 max 的范围内：
最后一行生成必要的文件并退出程序。注意，.cfg 文件是用 Python 写的。本书的示例代
码主要使用 C++ 编写，但有时会使用 Python 代码段。
因为文件将由 ROS 执行，所以需要改变文件的权限。我们将使用 chmod 命令使文件可
由任何用户执行和运行，如下所示：

打开 CMakeList.txt，加入下面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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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写具有动态重配置支持的新节点。在 src 文件夹中创建一个新文件，如下所示：

在文件中写入如下代码段：

这里进行代码解释，注意一些重要的行：

这些行包括 ROS 头文件、参数服务器以及先前创建的 conf ig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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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back 将输出参数的新值。这是参数访问的方式，例如 conf ig.int_param。参数的名称
必须与 example2.cfg 配置文件中的参数相同：

初始化服务器，忽略 chapter2_Conf ig 配置文件：

现在，向服务器发送 callback 函数。当服务器得到重新配置请求时，它会调用 callback 函数。
一旦完成以上步骤，就需要在 CMakeLists.txt 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

现在，必须编译并运行节点和动态重配置 GUI（Dynamic Reconf igure GUI），如下：

在执行最后一行命令后，你会看到一个新窗口，通过它可以动态重配置节点的参数，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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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通过滑块、复选框等调整参数时，都可以在 shell 中正在运行的节点中看到这些改
变，如下图所示。

通过动态重配置，可以更高效地开发和测试节点。配合硬件使用这个程序是不错的选
择。你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学习到更多内容。

2.5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 ROS 的架构及其工作方式的基本信息。学习了一些基本概念、工具及如何

同节点、主题和服务进行交互的示例。一开始，所有这些概念可能看起来有些复杂且不太实
用，但在后面的章节中，你会逐渐理解这样的应用。
各位读者最好在继续后续章节的学习之前，对这些概念及示例进行练习，因为在后面的
章节里，我们将假定你已经熟悉所有的概念及其用途。
请注意，如果想查询某个名词或功能的解释，且无法在这本书中找到相关内容或答案，
那么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访问 ROS 官方资源 http://www.ros.org。而且可以通过访问 ROS 社区
http://answers.ros.org 提出自己的问题。
在下一章中，将学习如何使用 ROS 工具调试和可视化数据。这些将帮助你发现软件运
行的问题，了解 ROS 现在的操作是否正确，并且指导你对它的运行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