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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知识

在 ROS 环境下编写代码之前，我们将先介绍 ROS 框架下的一些重要概念。ROS 由大量
互相通信的独立程序构成。本章将讨论 ROS 的结构并通过命令行工具与之交互。同时也
会讨论 ROS 中命名规则以及命名空间的细节，以及如何利用这些特性增加自己代码的复
用性。

ROS 图
驱动 ROS 设计的一个问题是抓取问题。假想有一个安装了许多摄像头、激光扫描仪、机
械臂和轮式底座的庞大且复杂的机器人。在抓取问题中，机器人的任务是在特定的家庭
办公环境中导航，找到需要的物体，并运送到指定的地点。与许多机器人任务一样，这
个任务提供了许多关于机器人应用软件的思考，最终成为 ROS 设计的目标：
•

应用任务可以分解成若干独立子系统，例如导航、计算机视觉、抓取，等等。

•

上述子系统也可以用于其他任务，例如安防巡逻、清洁以及送信，等等。

•

在恰当的硬件和几何抽象层面，大部分应用程序可以运行在任意一个机器人上。

这些目标可以通过 ROS 的图来阐释。ROS 由许多不同的程序组成。这些程序同时运行，
并通过传递消息的方式相互通信。用数学上的图来表示这些程序和消息非常方便：程序
是图的节点，相互间通信的程序之间由边连接。图 2-1 是一个 ROS 图的例子，其中展示
了使用 ROS 时抓取应用的最早的实现方案。该图的细节在此不重要，其要点在于阐述
ROS 作为一系列相互传递信息的节点这一基本概念。无论大小，任何一个 ROS 都可以
如此表示。事实上，这个概念在软件开发中的重要性使得我们实际上把 ROS 程序称为节
点，并以此来提醒自己这不过是庞大系统中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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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一个取物机器人的 ROS 图——图中的节点表示的是独立运行的程序；图中的边表示数
据流，这些数据流传递的是传感器数据、执行器命令、规划器状态等信息
复述一次：ROS 图中的节点表示一个发送和接收消息的软件模块，ROS 图中的边表示
两个节点之间传递的信息，即便实际更加复杂，例如典型的节点是 POSIX 进程，边是
TCP 链接。这种方式提供了更好的容错能力：软件崩溃仅仅影响自身进程。图的其他部
分将继续传递消息并正常发挥作用。导致崩溃的场合也可以通过节点接收的消息记录在
调试器中进行事后重放。
然而，松耦合的基于图的结构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快速开发复杂系统的能力，所需的工作
仅仅是实验时期的少量整合工作。单个节点可以很容易被其他进程替换，例如抓取任
务中的物体识别节点可以通过启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接收图像输入并输出类别的进程替
换。不仅单个节点可以如此，图的一部分（子图）也可以在运行时销毁并替换成其他子图。
实体机器人的硬件驱动可以用模拟器替代，导航子系统可以切换，算法可以微调后重新
编译等。由于 ROS 在后台在线创建所有需要的网络，因此整个系统是交互式的并且设计
上鼓励试验。
至此，我们假设所有的节点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互相找到，但是并没有描述进程是如何
工作的。在一个繁忙的网络中各个节点是如何找到其他节点并开始传递消息的？答案就
在一个叫作 roscore 的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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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core
r o s c o r e 是一个向节点提供连接信息，以便节点间可以互相传递信息的服务程序。每个
节点都在启动时连接到 roscore 并注册该节点发布和订阅的消息。当一个新节点出现时，
r o s c o r e 向它提供与其他发布并订阅相同消息主题的节点建立点对点连接的必要信息。
每一个 ROS 都需要一个 roscore，没有 roscore，节点之间无法互相找到。
然而，ROS 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节点之间的消息是点对点传输的。对于一个节点来说，
r o s c o r e 的作用仅仅是如何找到其他节点。这个设计有点微妙，并且会引起误解，因为
具有网络背景的程序员通常熟悉的是客户端／服务器系统，例如网页浏览器与服务器通
信。这种系统中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角色是非常清晰的。ROS 的架构介于典型的客户端／
服务器系统和完全分布式系统之间，因为有一个处于中央角色的 roscore 在为点对点消
息流提供命名服务。
当一个 ROS 节点启动时，该进程假设存在一个名为 ROS_MASTER_URI 的环境变量。这个
变量包含了一个格式为 http://hostname:11311/ 的字符串，表示 roscore 有一个运行的
实例可以通过主机 hostname 的 11311 端口进行访问。
11311 端口之所以被选为 r o s c o r e 的默认端口是因为该端口号是个回文素数，并且
在大约 2007 年的 ROS 早期不被别的流行应用所使用，因此没有特殊性。任意用户
端口（1025 ～ 65535）都可以选用。在 roscore 启动命令和 ROS_MASTER_URI 环境
变量中指定不同的端口号即可以在同一个网络中运行多个 ROS。

已知 roscore 在网络中的位置后，节点在 roscore 中完成注册并请求 roscore 通过命名
找到其他节点以及数据流。每个 ROS 节点告诉 r o s c o r e 该节点提供和接收何种消息。
r o s c o r e 则提供了相关消息的产生者和使用者的地址。从图的角度来看，图中每个节点
可以周期性地调用 r o s c o r e 提供的服务来找到其他节点。图 2-2 中描述了一个最小的两
节点系统，其中的 talker 和 listener 节点周期性地调用 roscore，而交换点到点消息
是两个节点直接完成的。

图 2-2：roscore 与系统中的其他节点只有短暂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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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core 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被 ROS 节点广泛用于程序配置的参数服务器。参数服务器允
许节点存储和获取任意数据结构，例如机器人的描述，算法的参数等。与 ROS 里所有的
东西一样，有一个简单的命令行工具用于与参数服务器交互：rosparam。该命令将在本
书中通篇使用。
我们马上会看到如何使用 roscore。现在需要记住的是 roscore 是一个帮助节点互相找
到的程序。在开始运行代码之前，最后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ROS 是如何组织程序包的，
同时也要了解一下 ROS 的构建系统 catkin 是如何工作的。

catkin、工作区以及 ROS 程序包
catkin 是 ROS 的构建系统：ROS 用于生成可执行程序、库、脚本和其他代码可以用的
接口的一系列工具。如果使用 C++ 编写 ROS 代码，你需要对 c a t k i n 有较多了解。由
于示例使用了 Python，因此我们可以不必深究所有的细节。但由于我们还是会使用到
catkin，因此将花一点时间讨论它是如何工作的。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可参阅 catkin
的 wiki 页面（http://wiki.ros.org/catkin?distro=indigo）。如果想知道为什么 ROS 需要
自己的构建系统，可以参考 catkin 理念概览 wiki 页面（http://wiki.ros.org/catkin/concep
tual_overiew?distro=indigo）上的精彩讨论。

catkin
catkin 由一系列 CMake 宏以及定制的 Python 脚本组成，以便在正常的 CMake 流程上增
加额外的功能。如果想理解 catkin 的精巧，最好能对 CMake 有一些了解。但对于临时的
catkin 用户而言，你需要知道的只是在 CMakeLists.txt 和 package.xml 两个文件中添加
指定的信息。然后调用各种 catkin 工具来生成编写代码时必需的路径和文件。在本书中
用到的时候，会对这些 catkin 工具逐一介绍。在开始介绍工具之前，首先需要介绍工作
区的概念。

工作区
在开始写 ROS 代码之前，首先要为这些代码建立工作区。工作区是一系列相关代码的存
放路径。可以创建多个 ROS 工作区，但任何时刻都只能在其中一个工作区中工作。可以
简单地认为你只能看到当前工作区中的所有代码。
开始之前先确认你已经将 ROS 全局设置的脚本加入 .bashrc 文件中。如果还没有，可以
现在手动添加：
user@hostname$ source /opt/ros/indigo/setup.b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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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by making sure that you’ve added the system-wide ROS setup script to
your .bashrc file, as described in “Installation” on page 6. If you haven’t done that
already, do it now, or source the file by hand:
user@hostname$ source /opt/ros/indigo/setup.bash

现在，可以创建一个 catkin 工作区并初始化：

Now, we’re going to make a catkin workspace and initialize it:
user@hostname$ mkdir -p ~/catkin_ws/src
user@hostname$ cd ~/catkin_ws/src
user@hostname$ catkin_init_workspace

以上过程创建了一个叫作 catkin_ws 的工作区路径（工作区名字可以任意命令），其中包含
了一个 src 路径。catkin_init_workspace 命令在 src 下自动建立了 CMakeLists.txt 文件。注 1 接
下来，将创建一些其他的工作区文件：

catkin, Workspaces, and ROS Packa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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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name$ cd ~/catkin_ws
user@hostname$ catkin_make

运行 c a t k i n _ m a k e 将会创建许多输出文件。命令运行成功后，你将得到两个文件夹：
build 和 devel。build 是使用 C++ 时 catkin 存放库和可执行程序的地方。使用 Python 时
可以忽略 build 下的内容。devel 包含了许多文件和路径，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 setup 文件。
运行这些文件可以使系统使用这个工作区以及其中包含的代码。如果你使用的是默认的
命令行终端（bash）并且还在工作区的最上层路径，可以通过以下命令来实现配置：
user@hostname$ source devel/setup.bash

恭喜你！你已经创建了第一个 ROS 工作区。你需要把本书的所有代码以及任何基于这些
代码的代码放在这个工作区的 src 路径内，作为 ROS 程序包组织起来。
如果你打开了一个新的终端，你必须首先添加需要使用的工作区的 setup.bash 文件，
否则终端无法找到你的代码。这件事情有些麻烦，因为很容易忘记。如果只有一个
工作区，解决方法是把 source ~/catkin_ws/devel/setup.bash 命令加入 .bashrc 文
件中。这样可以在开启终端的同时配置你需要的工作区。

ROS 包
ROS 软件以包括代码、数据和文档在内的包的形式进行管理。

注2

ROS 生态系统包含了

上千个公开的包以及几千个隐藏的包。

注 1:
注 2:

事实上，它创建了一个到全系统可见的 CMakeLists.txt 的符号链接。
但是，Ubuntu 的软件也以包的形式组织。ROS Ubuntu 包（通过 a p t - g e t 安装得到）与
ROS 包是不同的。在本书中，我们使用“ROS 包”或者“包”来指代 ROS 包。我们使用“Ubuntu
包”来指代 Ubuntu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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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ly available packages in open repositories, and many thousands more packages are
certainly lurking behind organizational firewalls.
Packages sit inside workspaces, in the src directory. Each package directory must
include a CMakeLists.txt file and a package.xml file that describes the contents of the
package and how catkin should interact with it. Creating a new package is easy:

程 序 包 包 含 在 工 作 区 的 src 路 径 内。 每 个 包 必 须 包 含 一 个 CMakeLists.txt 以 及 一 个
user@hostname$ cd ~/catkin_ws/src

文件，后一个文件用于描述包的内容以及
catkin 如何与之交互。创建一个
package.xml
user@hostname$
catkin_create_pkg my_awesome_code rospy
包很简单：

This changes the directory to src (where packages live) and invokes catkin_cre
to make the
new package called my_awesome_code, which depends on the
ate_pkg
cd ~/catkin_ws/src
user@hostname$
(already
existing) catkin_create_pkg
rospy package. Ifmy_awesome_code
your new package
rospy depends on other existing
user@hostname$
packages, you can also list them on the command line. We’ll talk about package
运行这两行命令转换到 src 路径下并调用 catkin_create_pkg 创建一个名为 my_awesome_
dependencies later in the book, so don’t worry if that bit doesn’t make a lot of sense to
code
的新包，该包依赖已经存在的
rospy 包。如果你的包还依赖其他的包，可以在命令
you just
yet.
行中列出。稍后本书将讨论包的依赖关系，所以现在暂时不懂也没有关系。

The catkin_create_pkg command makes a directory with the same name as the new
package
(my_awesome_code) with a CMakeLists.txt file, a package.xml file, and a src
catkin_create_pkg 命令创建一个同名的文件夹，并在该新文件夹下创建了 CMakeLists.
directory in it. The package.xml file contains a bunch of metadata about your new
以及
txt、package.xml
src 文件夹。在
package, as shown
in Example
2-1. package.xml 中包含了一组和新的包有关的元数据，
如例 2-1 所示。

Example 2-1. An example empty package file

例 2-1：空的包描述文件示例

<?xml version="1.0"?>
<package>
<name>my_awesome_code</name>
<version>0.0.0</version>
<description>The my_awesome_code package</description>
<!-- One maintainer tag required, multiple allowed, one person per tag -->
<!-- Example: -->
<!-- <maintainer email="jane.doe@example.com">Jane Doe</maintainer> -->
<maintainer email="user@todo.todo">user</maintainer>

<!-- One license tag required, multiple allowed, one license per tag -->
<!-- Commonly used license strings: -->
<!-BSD, MIT, Boost Software License, GPLv2, GPLv3, LGPLv2.1, LGPLv3 -->
<license>TODO</license>

<!-<!-<!-<!--

Url tags are optional, but multiple are allowed, one per tag -->
Optional attribute type can be: website, bugtracker, or repository -->
Example: -->
<url type="website">http://wiki.ros.org/my_awesome_code</url> -->

<!-- Author tags are optional, multiple are allowed, one per tag -->
<!-- Authors do not have to be maintainers, but could be -->
<!-- Example: -->
<!-- <author email="jane.doe@example.com">Jane Doe</author>
--> and ROS Packages
catkin, Workspaces,
<!-<!-<!-<!-<!-｜
18<!-<!-<!-<!-<!--

The *_depend tags are used to specify dependencies -->
Dependencies can be catkin packages or system dependencies -->
Examples: -->
Use build_depend for packages you need at compile time: -->
<build_depend>message_generation</build_depend> -->
Use
for build tool packages: -->
第 2buildtool_depend
章
<buildtool_depend>catkin</buildtool_depend> -->
Use run_depend for packages you need at runtime: -->
<run_depend>message_runtime</run_depend> -->
Use test_depend for packages you need only for test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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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_depend tags are used to specify dependencies -->
<!-- Dependencies can be catkin packages or system dependencies -->
<!-- Examples: -->
<!-- Use build_depend for packages you need at compile time: -->
<!-<build_depend>message_generation</build_depend> -->
<!-- Use buildtool_depend for build tool packages: -->
<!-<buildtool_depend>catkin</buildtool_depend> -->
<!-- Use run_depend for packages you need at runtime: -->
<!-<run_depend>message_runtime</run_depend> -->
<!-- Use test_depend for packages you need only for testing: -->
<!-<test_depend>gtest</test_depend> -->
<buildtool_depend>catkin</buildtool_depend>
<build_depend>rospy</build_depend>
<run_depend>rospy</run_depend>

<!-- The export tag contains other, unspecified, tags -->
<export>
<!-- Other tools can request additional information be placed here -->
</export>
</package>
❶
❷
❸

The name of your package. You shouldn’t change this.
程序包的名字。这个不允许修改。
版本号。
The version number.
程序包功能的简短描述。

A short description of what’s in the package and what it’s for.

❹ 维护程序包和修复 bug 的人。
❺

Who’s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the package and fixing bugs?

发布代码依据的许可证。

What license are you releasing the code under?

❻

ROS wiki 主页上该程序包的 URL。

❽

程序包有何种依赖？后面会讨论这个问题。
Who wrote the package? One set of tags per author.

❼
❾

A URL, often pointing at the ROS wiki page for the package.
程序包的作者。每个作者一组标签。

catkin 以外的其他工具需要的信息。

What dependencies does the package have? We’ll cover this later.

目前我们会忽略 CMakeLists.txt 文件，因为后续会详细介绍。如果你对 CMake 比较熟悉，

This is for information used by other tools external to catkin.

可以先看看这个文件。

We’re going to ignore the CMakeLists.txt file for now, since we’ll return to it later. You

当创建一个包之后，你可以在
can take a look at it if you like,src
but文件夹中放置
unless you arePython
already代码。其他文件也需要放置在包
familiar with CMake it might

路径下。例如，后续会介绍的
not make a lot of sense to you. launch 文件通常放置在一个叫作 launch 的文件夹下。

既然现在你已经明白一个包的路径下都有什么内容，我们将介绍运行这个程序包的工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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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Preliminaries

rosrun

由于 ROS 有一个庞大而分散的社区，因此软件都以社区成员独立开发的包的形式组织。
ROS 包的概念在后续章节中会详细描述，但是一个包可以理解为一些一起打包发布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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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包是文件系统中的位置，并且 ROS 节点通常是可执行程序，用户可以在文件系统中
通过 cd 命令手动切换到各个位置并启动所有节点。
例如，t a l k e r 程序放在名为 r o s p y _ t u t o r i a l s 的包中，可执行程序放置在 /opt/ros/
indigo/share/rospy_tutorials 中。然而，在一个很大的文件系统中，进入这么长的路径中
会比较麻烦，因为节点可能放置在层级结构的文件系统中很深的位置。为使得这个工作
实现自动化，ROS 提供了一个命令行程序 r o s r u n 来寻找程序包中的可执行程序并且向
这个程序传递任何参数。语法如下：
user@hostname$ rosrun PACKAGE EXECUTABLE [ARGS]

要运行 rospy_tutorials 中的 talker 程序，无论你正处于文件系统中的哪个位置，首先
必须在终端中启动 roscore 实例：
user@hostname$ roscore

然后在另一个终端中运行：
user@hostname$ rosrun rospy_tutorials talker

以上命令将创建如图 2-3 所示的 ROS 图。

图 2-3：只有一个节点的 ROS 图

In the terminal with talker, there will be a sequence of timestamp messages printing
to the console:

在 talker 终端中，时间戳消息会被顺序输出：

user@hostname$ rosrun rospy_tutorials talker
[INFO]
[INFO]
[INFO]
[INFO]

[WallTime:
[WallTime:
[WallTime:
[WallTime:

1439847784.336147]
1439847784.436334]
1439847784.536316]
1439847784.636319]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world
world
world
world

1439847784.34
1439847784.44
1439847784.54
1439847784.64

The talker program is the ROS equivalent of the canonical first program whose task
is to print “Hello, world!” to the console. In the ROS case, since we are dealing with
不是语句，talker
每秒发送
次“hello
world”消息，并且带上
talker sends a UNIX
stream时间戳以更易
of “hello
message streams rather
than10single
statements,
于表示消息随着时间在变化。t
a l k e r appending
程序在终端中输出这些消息的同时也通过
world” messages 10 times per second,
the Unix timestamp so that it’s ROS
easy 向
to tell that the messages are changing over time. talker prints these messages to the
其他订阅这个节点的节点发送消息。
console as well as sending them via ROS to any nodes who are listening.

ROS 中的 talker 程序相当于 HelloWorld 程序。由于在 ROS 中，我们处理的是消息流而

It is instructive to think about how this is implemented. In Unix, every program has a
stream called “standard output,” or stdout. When an interactive terminal run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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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world!” program, its stdout stream is received by its parent terminal pro‐
gram, which renders the text in a terminal emulator window. In ROS, this concept is
extended so that programs have an arbitrary number of streams, connected to an

思考这是如何实现是非常有益的。在 UNIX 中，每个程序都有一个称为“标准输出”或
者 stdout 的流。当一个交互式终端运行“Hello，world ！”时，程序的 stdout 流从它
的父终端程序中得到，将文本输出在终端窗口上。在 ROS 中，这个概念得到了扩展。程
序拥有任意数量的流，连接到网络中其他任意数量的程序，这些程序可以在任意时候启
动或者关闭。
因此，在 ROS 中创建一个最小的“Hello，world”系统需要两个节点，其中一个节点发
送信息流到另一个节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talker 周期性地发送“hello world”。同时，
我们启动了 listener 节点，该节点等待新的字符串消息并且在消息到来的时候将其输出
在终端上。无论何时这两个节点向同一个 roscore 注册，ROS 会以图 2-4 的方式将两者
连接。注意，在图 2-4 以及后续的 ROS 图的表示中，我们会忽略图中的 roscore，因为
图的存在本身暗示着 roscore 的存在（也就是说，没有 roscore 就没有 ROS 图）。

To create this graph on your own computer, you’ll need three terminal windows. The

图
2-4：ROS
发送消息给
first
two, as 中的“Hello,
before, willworld!”：talker
run roscore and
talkerlistener
, and the third one will run
listener
:this graph on your own computer, you’ll need three terminal windows. The
To
create
为了在计算机上建立这样的图，需要打开三个终端。前两个运行 roscore 和 talker，第
firstuser@hostname$
two, as before,
will rospy_tutorials
run roscore and
talker, and the third one will run
rosrun
listener
三个运行 listener：
listener:
[INFO] [WallTime: 1439848277.141546] /listener_14364_1439848276913 \
user@hostname$
listener
I heard hellorosrun
world rospy_tutorials
1439848277.14
[INFO] [WallTime: 1439848277.241519] /listener_14364_1439848276913 \
[INFO]
[WallTime:
1439848277.141546]
I heard
hello world
1439848277.24 /listener_14364_1439848276913 \
I
heard
hello
world
1439848277.14 /listener_14364_1439848276913 \
[INFO] [WallTime: 1439848277.341668]
[INFO]
[WallTime:
1439848277.241519]
I heard
hello world
1439848277.34 /listener_14364_1439848276913 \
I heard
hello world
1439848277.24 /listener_14364_1439848276913 \
[INFO]
[WallTime:
1439848277.441579]
[INFO]
[Wal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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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eard
hello world
1439848277.44 /listener_14364_1439848276913 \
I heard hello world 14398482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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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er_14364_1439848276913
\
I heard
1439848277.44
now use
somehello
ROS world
command-line
tools to query the system and understand more

about
w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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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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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 for introspecting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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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系统询问并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首先，可以使用命令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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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will be
introduced
in the
latercommand-line
chapters, but tool
its rostopic
simplest
and
most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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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command
is to print the
list of current
message
topics tohas
the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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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自命令将会在后续章节介绍，但最简单和常用的子命令是将当前
ROS。rostopic
an
extremely
useful
tool for introspecting
running
ROS systems.
rostopic

sole.
While leaving
three terminals
open
and
running
is,
terminals
subcommands
that the
willother
be introduced
in later
chapters,
but its(that
simplest
and
most消息主题输出在终端上。保持已有的三个终端（即
roscore、t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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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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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态，打开第四个终端并且启动基于 Qt 的 ROS 图可视化工具 rqt_graph： con‐
rqt_graphopen
:
the
Qt-based
visualizer,
sole.ROS
While
leavinggraph
the other
three terminals
and running (that is, the terminals

with,user@hostname$
roscore, talker
, and listener), open a fourth terminal window and launch
rqt_graph
the ROS Qt-based graph visualizer, rqt_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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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命令会打开一个显示界面并渲染出如图
2-4 所示的图。渲染结果不会自动刷新，但
user@hostname$
rqt_graphwill not autorefresh,
Figure
2-4. The rende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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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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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qt_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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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one from the ROS graph by terminating (e.g., pressing Ctrl-C) or running (via ros
program,
the graph
be redrawn
represent
the currentsome
state of
of the
the
run) its
Now
that
we haveand
a ROS
graph will
up and
running,to we
can demonstrate
system.
benefits of this message-passing architecture. Imagine that you wanted to create a log

是当你通过终止（通过 Ctrl-C 快捷键）或者运行程序（通过 rosrun）的方式删除或添加
节点时，可以点击 rqt_graph 窗口左上角的刷新按钮来更新，rqt_graph 中的图会被重
绘并显示当前的系统状态。
既然有一个 ROS 图在运行，我们就可以解释这种消息传递架构的好处。假设你想创建
这些“Hello world”消息的日志文件。典型的 ROS 开发遵循匿名发布／订阅系统模式：
ROS 节点通常不会接收或使用消息源头或目的地处节点的信息。也有一些特例，它们
会使用这些信息（例如调试器程序），但一般来说，典型的 ROS 开发并不这样，因为
ROS 的目标是软件模块需要与许多不同的其他同级别节点协同工作。
因此我们能创建一个通用的 logger 程序将所有输入的消息写入硬盘，并且将它与 talker
绑定，如图 2-5 所示。

图 2-5：带有日志节点的“Hello, world”示例
或许我们希望在两个不同的计算机上同时运行 “Hello，world”程序并且有一个节点同
时接收它们的消息。在不修改任何源代码的情况下，我们只要启动 talker 程序两次，分
别命名为 talker1 和 talker2，ROS 将会以图 2-6 的方式将它们连接。

图 2-6：实例化两个“Hello, world!”程序，并把它们发送给同一个接收者
或许我们想同时记录并输出这些信息流？同样，实现这个目的也不需要修改任何代码，
ROS 会按图 2-7 的方式重新规划信息流。

22 ｜ 第 2 章

图 2-7：两个“Hello, world!”程序和两个接收者
当然，一个典型的机器人要比这个“Hello，world”更复杂。例如，在本章开始介绍的“抓
取物体”问题首先在 ROS 开发的早期在斯坦福的 STAIR 机器人上实现。该系统的 ROS
图如图 2-1 所示，并为了方便重新画在图 2-8 中。这个系统包含运行在 4 台计算机上的
22 个程序，而这个系统在现在看来还是相对简单的。

图 2-8：取物机器人的 ROS 图
在图 2-8 中，STAIR 导航系统大概处于图的上半部分，它的视觉和抓取系统处于右下部
分。注意，这个图是稀疏的，其中大部分节点只和非常少量的其他节点相连。这个特性
在 ROS 中非常普遍，因此可以用来检查软件的架构：如果一个 ROS 图看上去像星形，
架构大部分节点从一个中央节点获取或者向中央节点发送数据流，这时可以重新评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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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流并且把大部分函数分割成小功能块。架构目标是创建小的、可控的、可用于其他机
器人软件的功能单元。
虽然 rosrun 在调试阶段启动单个 ROS 节点时非常有用，但是大部分机器人系统拥有几
千个节点，这些节点同时运行。使用 r o s r u n 逐一启动各个节点是不现实的，因此 ROS
提供了一个启动一系列节点的工具 roslaunch。我们马上会介绍 roslaunch，但在此之前
首先探讨 ROS 中的命名方式。

命名、命名空间以及重映射
命名是 ROS 中的基本概念之一。节点、消息流（通常称为“话题”）以及参数都必须有
唯一的命名。例如，机器人上的相机可以命名为 camera，并且相机可以输出一个消息主
题（称为 image），同时读入一个名为 frame_rate 的参数来控制发送图像的频率。
到此为止一切顺利。但是当一个机器人有两个相机呢？我们既不想为每一个相机单独写
一个程序，也不想在 i m a g e 话题上将两个相机的图像交替输出，因为那样要求所有订阅
image 消息的节点都能在图像流中进行区分。
更一般地，命名空间冲突在机器人系统中非常容易发生。这些机器人系统中常常包含相
同的硬件或者软件子系统来简化工程量，例如相同的左右臂、相机或者轮子。ROS 提供
了两种机制来处理这些情况：命名空间和重映射。
命名空间是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根据 UNIX 路径和网络 URI 的规范，ROS 使
用斜杠（／）来分隔命名空间。正如两个同为 readme.txt 的文件可以存在于不同的路径中，
例如 /home/user1/readme.txt 和 /home/user2/readme.txt，ROS 可以在不同的命名空间中启
动同一个节点来避免命名冲突。
在以前的例子中，具有两个相机的机器人可以在不同的命名空间中启动两个相机驱动，
例如 left 和 right，最终会有两路图像流，分别称为 left/image 和 right/image。
这个方法避免了话题命名冲突，但是我们如何把这些数据流发送给另一个程序，而这个
程序接收的话题名仍然是 i m a g e ？一种方法是在同一个命名空间下启动这个程序，但是
这个程序需要“深入”到不止一个命名空间中。另一种方法是重映射。
在 ROS 中，程序中任何一个用于命名的字符串都可以在运行时重映射。例如，ROS 中
一个常用的程序 image_view 将 image 主题实时渲染在窗口上。至少 image_view 的代
码里是这么写的。使用重映射，可以使 image_view 渲染 right/image 主题或者 left/
image 主题，并且不需要修改 image_view 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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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ROS 的设计模式鼓励软件的重用，重命名在开发和部署 ROS 软件的时候非常普遍。
为了简化操作，ROS 在命令行启动节点时提供了一个标准语法来重命名。例如，如果工
作路径包含 image_view 程序，可以通过以下命令将 image 重映射到 right/image：
user@hostname$ ./image_view image:=right/image

这行重映射命令将产生如图 2-9 所示的 ROS 图。

图 2-9：Image 话题使用命令行重映射拥有了 right/image 名字
把一个节点放置到命名空间中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 __ns 命名空间重映射语法来完成（注
意是双下划线）。例如，如果工作路径包含了 camera 程序，下列命令将在 right 命名空
间中启动 camera 程序：
user@hostname$ ./camera __ns:=right

正如文件系统、网络 URL 以及其他无数领域一样，ROS 命名必须是唯一的。如果相同
的节点启动两次，roscore 将结束旧的节点实例并启动新的节点实例。
在本章的开头展示了一个图，图中的两个节点 talker1 和 talker2 向 listener 节点发
送数据。在命令行中修改节点的名字可以使用专门的 _ _ n a m e 重命名语法（再次注意双下
划线）。这个命令在启动时改变程序的名字。下列命令将启动两个 t a l k e r 实例，一个为
talker1，另一个为 talker2，如图 2-6 所示。
user@hostname$ ./talker __name:=talker1
user@hostname$ ./talker __name:=talker2

上述例子演示了 ROS 话题可以迅速方便地在命令行中重映射。这为调试以及试验不同
想法提供了方便。然而，输入了几次很长的命令之后，到了让它们自动化的时候了！
roslaunch 工具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生的。

roslaunch
roslaunch 是一个用于自动启动一系列 ROS 节点的命令行工具。从表面上看，该命令和
rosrun 有点像，需要包名和文件名：
user@hostname$ roslaunch PACKAGE LAUNCH_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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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roslaunch 操作 launch 文件而不是节点。launch 文件是描述一组节点以及它们话题
重映射和参数的 XML 文件。根据规范，这些文件具有 .launch 后缀。例如，这是 r o s _

parameters. By convention, these files have a suffix of .launch. For example, here is
tutorials 包中的 talker_listener.launch：
talker_listener.launch
in the rospy_tutorials package:
<launch>
<node name="talker" pkg="rospy_tutorials"
type="talker.py" output="screen" />
<node name="listener" pkg="rospy_tutorials"
type="listener.py" output="screen" />
</launch>

Each <node> tag includes attributes declaring the ROS graph name of the node, the
每个 <node> 标签包括了声明 ROS 图中节点的名字属性，该节点所在的包名，以及节点
package in which it can be found, and the type of node, which is simply the filename
的类型，也就是可执行程序的文件名。在这个例子中，output="screen"
属性表示
talker
indicate
of
the executable program. In this example, the output="screen" attributes
和 listener
将把终端输出转储在当前控制台上，而不是日志文件中。这是一个调试期间
that
the talker
and listener nodes should dump their console outputs to the cur‐
rent
console, instead of only to log files. This is a commonly used setting for debug‐
常用的方法，一旦调试完成，可以去掉这个属性使终端输出更干净。
ging; once things start working, it is often convenient to remove this attribute so that
roslaunch
还有许多重要特性，例如通过
ssh 启动网络中其他计算机上程序的能力以及
the
console has
less noise.
在节点崩溃后自动重启节点的功能。这些功能在后续需要的时候将逐一介绍。roslaunch
roslaunch
has many other important features, such as the ability to launch programs
一个最重要的特性是在终端中按下
r o s l arespawn
u n c h 中所有的节点。
Ctrl-C
on
other computers across the network
via快捷键可以结束
ssh, to automatically
nodes that

crash,
so on.UNIX
These系统中常用于强制结束程序，r
features will be described throughout
book as they are
快捷键在
o s l a u nthe
c h 也遵循这一规范，当
Ctrl-Cand
necessary
to accomplish various tasks.
One of the most useful roslaunch
features of roslaunch
结束所有包含的节点并结束
自身。例如，
Ctrl-C 快捷键按下时，roslaunch
is that it closes all of its nodes when Ctrl-C is pressed in the console containing
下列命令将导致 roslaunch 产生 talker 和 listener 两个节点，正如 talker_listener.
roslaunch. Ctrl-C is a common way to force programs to exit on the Linux/Unix
launch 文件中所描述的那样：
command
line, and roslaunch follows this convention by closing its collection of
launched nodes androslaunch
then finally
exiting roslaunch itself when Ctrl-C is typed into its
rospy_tutorials talker_listener.launch
user@hostname$
console.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command would cause roslaunch to spawn two
nodes
to form a talker-listener
pair,快捷键能结束所有的节点。事实上，每次使用
as described in the talker_listener.launch file listed
并且，同样重要的是，按下
Ctrl-C
ROS，
previously:
都是使用 roslaunch 和 Ctrl-C 快捷键来创建和销毁各类节点。
user@hostname$ roslaunch rospy_tutorials talker_listener.launch

在调用时如果没有 roscore 的实例，则 roslaunch 自动创建一个。然而，在 roslaunch

And, equally importantly, pressing Ctrl-C would cause the nodes to exit. Virtually
窗口中按下
s c o r e 会退出。如果在启动
Ctrl-C
ROS 程序的时候有不止
every
time you
use 快捷键后这个
ROS, you’ll ber oinvoking
roslaunch and eventually
typing Ctrl-C
一个终端窗口，另启一个终端来运行
r
o
s
c
o
r
e
并在使用
过程中一直开着会比较方
ROS
in the roslaunch terminal(s) to create and destroy various collections of nodes.

便。之后可以在其他终端中使用 roslaunch 和 Ctrl-C 快捷键并退出终端，而不会有丢失
roslaunch will automatically instantiate a roscore
if one does not exist when
roscore
的风险。
roslaunch is invoked. However, this roscore will exit when Ctrl-C is pressed in the
roslaunch window. If you have more than one terminal open when launching ROS
在开始学习在 ROS 中编写代码前，还有一样重要的事情需要知道，这可以在记住包、节
programs, it’s often easier to remember to launch a roscore in a separate terminal,
点和 launch
补全。you can roslaunch and Ctrlwhich
is left 文件名字的时候节省很多的时间：tab
open during the entire ROS session. Then,
C with abandon in all other consoles, without risk of losing the roscore tying the

tab 键

whole system together.

ROS 命令行工具具有 tab 补全功能。例如，当使用 rosrun 时，在输入包名字的过程中敲
26 ｜ 第 2 章

24

|

Chapter 2: Preliminaries

击 tab 键可以自动补全名字；或者，当有多个可能的补全时，再次按下 tab 键可以显示
一系列可能的补全。与其他许多 Linux 命令一样，在 ROS 中使用 tab 补全可以节省大量
的时间，并可以避免很长的包名以及消息名的拼写错误。例如，输入：
user@hostname$ rosrun rospy_tutorials ta[TAB]

将自动补全为：
user@hostname$ rosrun rospy_tutorials talker

因为 ros_tutorials 包里没有其他程序以 ta 开头了。此外，rosrun（与几乎所有 ROS
核心工具一样）还能自动补全包名字。例如，输入：
user@hostname$ rosrun rospy_tu[TAB]

将自动补全为：
user@hostname$ rosrun rospy_tutorials

因为目前没有载入其他以 rospy_tu 开头的包。

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使用 ROS 核心工具和其他 UNIX 命令的时候猛敲 tab 键。tab
键将节省大量时间。

tf：坐标系转换
在“ROS 图”一节中描述的“抓取”任务包括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含了几乎机器人和
人工智能领域的各个方面（这也是选择这个挑战来驱动 ROS 设计方式的原因）。一个不
明显但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坐标系的管理。严格地说，坐标系在机器人学中是个非常大的
问题。

位姿、位置与朝向
一个抓取机器人一般有非常多的子系统，例如移动底座，安装在底座上用于导航的激光
雷达，一个安装在别处用于找到物体的相机（视觉或者深度），一个用于抓取物体的机
械臂。一个好的抓取机器人还有许多特点，但是上述模块已经使得坐标系成为一个重要
的问题。
我们从基座上的激光雷达开始。要正确地解读激光雷达产生的扫描结果，我们必须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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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知道激光雷达在基座上的位置。它安装在基座的前方？后方？朝后放置？倒置（虽然
不常见）？更一般地，我们会问：激光雷达相对于基座的位置和朝向是什么？
我们实际上需要更小心地描述这个问题，问：激光雷达的原点相对于基座的原点的位置
和朝向是什么？在讨论机器人组件之间的物理关系之前，我们需要为每个组件定义一个
参考坐标系，即原点。虽然一般来说可以将原点选在任意位置，但是有许多广泛遵循的
规范可以参考。例如，移动基座的原点一般在几何中心，x 轴朝前，y 轴朝左，z 轴向上
（你可以推导出 z 轴朝向，因为我们总是使用右手坐标系）。绝不仅仅是为了遵循规范，
重要的是所有人都理解并赞同（通过文档的方式）各个组件的原点的位置。
我们先介绍一些术语。在 3D 世界中，位置是一个三维向量（x, y, z），用于表示相对
于原点沿着各个轴的方向分别移动了多远。类似地，朝向是一个三维向量（roll, pitch,
yaw），用于表示分别绕各个轴转动了多少。

注3

将两者放在一起，一对（位置，朝向）

表示一个位姿。为了清晰起见，这种具有六维（三维位移，三维旋转）的位姿称为 6D 位姿。
给定两者之间的位姿，我们可以变换两个坐标系下的数据，这个变换通常是一些矩阵
乘法。
重新回到我们先前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激光雷达原点的位姿相对于基座的位姿是什
么？当然，还不止这些。如果我们想使用安装在基座上的相机来识别物体，我们还需要
知道相机相对于基座的位姿。如果我们要使用相机找到的物体位姿并作为目标发送给机
械手，我们还需要知道相机相对于机械手的位姿。更有意思的是，相机到机械手的关系
有可能随着机械臂的运动处于一直变化的过程。如果移动基座在世界中不断运动，基座
到世界原点的位姿也在一直变化。
我们还可以不断举例，但目前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事实上你需要计算机器人上各个部
件之间的相对位姿。有些相对位姿关系是固定的（例如固定在基座上的激光雷达），而
有些是动态的（例如抓取用的机械手）。我们需要综合使用这些相对关系，以达到这样
的目的：我们可以方便地转换传感器数据以及执行器的命令而不需要太多数学运算（因
为如果我们自己做的话很可能出错）。接下来将介绍 tf。

tf
有许多方法可以用来管理坐标系和变换。在 ROS 中，秉承保持小巧和模块化的设计原则，
我们使用了分布式的方式，使用 ROS 主题来共享变换的数据。任何节点可以发布某些变
换的当前信息，并且任何节点都可以订阅变换的数据，从不同的发布源得到机器人各部

注 3:

因为一系列原因，我们实际上使用由 4 个数组成的四元数来表示旋转。但是目前我们可以
忽略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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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间的所有变换关系。这个系统由 t f（transform 的缩写）包来实现，并在整个 ROS
中有广泛应用。
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因为考虑到一个特定的变换总是由最容易获得或者计算的。例
如，机械臂的驱动可以直接得到关节的编码器数据，因此它是最适合用来发布从机械臂
起点到手部末端之间变换关系的节点。 注 4 类似地，在地图中定位的节点是最适合发布
基座到世界之间变换的源。
坐标系也需要命名。在 tf 中，我们使用的是字符串。安装于基座上的激光扫描仪可能称
为“laser”或者为避免潜在的冲突，称为“front_laser”。可以选择任何名字，只要
是唯一的就行（当然也需要遵循已经存在的命名规范）。
我们还需要一个用于发布变换信息的消息格式。在 t f 中，我们通过 / t f 话题发送 t f /
t f M e s s a g e。你不需要了解这个消息的细节，因为你不需要手动操作。只要知道 t f /
t f M e s s a g e 消息中包含了一系列变换的信息就够了。这些变换信息包括参与变换的两个
坐标系的名字（称为 parent 和 child），坐标系间相对的位置和朝向，以及测量或者计算
出该变换的时间。
当我们讨论传感器数据和坐标系时，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融合 1 秒前和 5 秒前
的激光雷达数据，你必须随着时间推移保存激光雷达的位姿，从而能够将 1 秒和 5 秒前
的数据变换到一个坐标系下。
我们不希望每个节点都进行发布、订阅、存储或者计算变换的工作。因此，t f 也提供
了一组可被任意节点使用的库来完成这些工作。例如，如果你在代码中创建了一个 t f
listener，那么你的代码将会订阅 /tf 主题，并且维护一个缓存用于存储所有系统中其他
节点发出的 tf/tfMessage 数据。然后你可以向 tf 发起查询，例如：激光雷达相对基座
的变换是什么？或者，2 秒前机械手相对于世界的位置在哪里？或者，深度相机采集的
点云在激光雷达坐标系下是怎样的？在每一个例子中，tf 库自动处理了所有的矩阵操作，
将变换做连乘并且根据需要在缓存中回溯。
对于一个强大的系统来说，t f 会比较复杂，出错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有许多 t f 相关
的检查和调试工具可以帮你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工具包括了从在终端中打印一个
变换到在图形界面中渲染出整个变换的层级结构。

注 4:

实际中，机械臂驱动发布关节编码器的数据，robot_state_publisher 计算完整的 6 自由度
变换，如第 18 章“验证坐标变换信息”一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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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t f 系统还有许多需要了解的内容，但是对于本书后面的任务来说，这个介绍足
够了。当你需要自己发布和操作变换的时候，可以参考 t f 文档（http://wiki.ros.org/
tf?distro=indigo）。

小结
本章中，我们了解了 ROS 图结构并且介绍了 catkin、rosin 以及 roslaunch 等用于和
ROS 图交互的工具。我们还介绍了 ROS 的命名空间规范并展示了命名空间如何重映射
以避免冲突。我们还进一步讨论了坐标系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 ROS 的 t f 系统中是如何
处理的。
既然你已经了解了 ROS 的内部架构，现在是时候来学习节点之间可以发送何种类型的消
息以及这些消息是如何形成、发送和接收的，还需要思考一下节点可能要进行的计算。
我们将开始介绍话题，ROS 中通信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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