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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足迹规划是仿人机器人运动规划领域的一个新思想.本文建立了仿人机器人足迹规划的模型 ,并通过

构建启发式成本函数 ,利用 A＊算法予以实现.针对复杂多障碍物环境 , 特别提出了基于可变落地足迹数量的复合

足迹转换模型的方法.仿真实验证明了规划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和完备性 ,规划效果达到仿人机器人在线运动规划

的要求.同时 ,数值实验也证明了在复杂多障碍物环境下复合足迹转换模型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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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Footstepplanningisanewideaofmotionplanningforhumanoidrobots.Themodelofhumanoidfootstepplan-

ningispresentedinthispaper, anditisimplementedbyA＊ searchalgorithmbasedontheheuristiccostfunction.Specific-

ally, forplanningincomplexmulti-obstacleenvironments, acompoundfootsteptransitionmodelbasedonalterablepotential

footstepplacementsisproposed.Simulationexperimentsverifythevalidityandcompletenessofthemodelandtheplanning

algorithm, andtheplanningresultssatisfytherequirementsofonlinehumanoidmotionplanning.Also, numericalexperi-

mentsverifythegoodperformanceofthecompoundfootsteptansitionmodelimplementedinplanningincomplexmulti-obsta-

cle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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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仿人机器人的运动规划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

容:路径规划 、步态规划和作业规划
[ 1, 2]

.步态规划是

仿人机器人的底层运动规划任务 ,其结果表征为机器

人各自由度的运动轨迹
[ 3]

,其目的是在已经规划的足

迹系列基础上实现机器人的最终移动任务.由于整体

研究水平的局限 ,仿人机器人的任务作业目前仅限于

一些简单的运动 ,如上肢的目标抓取及移动 、简单的

与人协作作业等 ,它是仿人机器人的终端运动规划内

容
[ 4]

.

路径规划在传统轮式移动机器人领域已经得到

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应用
[ 5]

.但是由于仿人机器人具

有高自由度的本体结构和复杂的运动学及动力学模

型 ,因此将轮式移动机器人的路径规划方法应用于仿

人机器人并不能体现出仿人机器人对于复杂非结构

化地形的适应能力和运动的灵活性
[ 2]

,例如:仿人机

器人能够跨越一定高度的障碍物 ,甚至在某些障碍物

上步行.

仿人机器人的路径规划是全局环境下的运动规

划.目前已有的规划方法大部分是基于传感信息融合

技术 ,主要面向于解决动态环境中的避障问题.它用

有效感知空间内的局部最优解映射全局最优解 ,大大

降低了规划空间的复杂度 ,在很多动态环境下得到了

很好的应用
[ 6 ～ 8]

.但是这种方法不考虑全局环境信

息 ,其规划容易陷入局部死区 ,完备性很差
[ 9]

,并不是

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全局路径规划方法;同时 ,规划出

来的路径使得对应的底层步态的规划计算量很大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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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机器人整体的实时运动规划受到了很大限制
[ 10]

.

足迹规划是一种基于全局环境信息的 、用于仿人

机器人的路径规划方法 ,其思想来源于计算机虚拟现

实中有腿动物的运动规划
[ 11, 12]

, 近年来由 Kuffner

等
[ 1, 13]
将其引入到仿人机器人领域.这种规划方法以

全局环境信息为着眼点 ,同时它以有限组预规划好的

轨迹代替底层的在线步态规划 ,因此它有效地解决了

基于传感信息融合的运动规划方法面临的完备性问

题和对底层步态在线规划的依赖性问题.

Kuffner等提出了足迹规划方法的概念模型 ,但

仅仅在一些简单环境中予以实现.Kuffner等在研究

中通常使用多边形来描述障碍物 ,由于 “多边形 —多

边形”交集检测的计算复杂度非常高
[ 14]

,规划过程效

率很低 ,同时在搜索算法设计上面还有大量的改进空

间 ,因此目前的理论结果并不十分良好.例如:在一个

有 20个障碍物的房间里面 ,获得一个 18步的足迹 ,

需要搜索 8.3×10
5
个节点 ,耗时 4 s

[ 1]
.

针对上述足迹规划研究中的问题 ,本文建立了机

器人足迹规划模型 ,并构建了启发式成本函数 ,通过

A
＊
搜索算法予以实现 ,在各类典型规划环境下取得

了良好的规划效果.特别是在复杂多障碍物环境中 ,

使用可变落地足迹数量的复合足迹转换模型实现了

该类环境下的高效搜索.

2　仿人机器人足迹规划模型(Modeloffoot-

stepplanningforhumanoidrobots)

仿人机器人足迹规划的核心思想是:在一组 “支

撑足迹 —落地足迹 ”序列(即足迹转换模型)的基础

上 ,构造以初始位姿为根节点的搜索树;通过环境地

图和机器人模型及位姿信息完成碰撞检测;然后构建

节点成本函数 ,使用启发式搜索(heuristicsearch)算

法规划出从原始足迹位置到目标区域的一个离散足

迹系列;最后以预规划好的姿态转换轨迹来实现机器

人在上述足迹序列上的姿态转换 ,完成机器人的运动

规划任务
[ 4]

.足迹规划器的模型如图 1所示.

　　本文中模型及算法的物理参数均参照清华大学

仿人机器人样机 THBIP-II
[ 15]

.

机器人模型　机器人使用质量块力学模型进行

描述(见图 2),其姿态描述向量定义为:

q=(α1 , α2 , …, α12 )
T
∈ R

12
(1)

其中 αi=(i=1, 2, …, 12)为质量块 i所在连体坐标

系 z轴相对于质量块 i-1所在连体坐标系的转角 ,支

撑足底定义为质量块 0(这里不考虑机器人上肢运

动 ,关于仿人机器人质量块力学模型的详细描述可见

文 [ 16, 17] ).在运动规划空间中 ,机器人支撑足迹可

表示为:

F=(x, y, θ, ζ)
T
∈ R

3
×N (2)

其中 , (x, y, θ)为机器人支撑足迹的位置及方位角 ,离

散变量 ζ∈ {L, R}表征机器人的支撑足为左足或右

足.因此 ,机器人的状态向量为:

R=(F
T
, q

T
, q﹒

T
)∈ R

27
×N (3)

图 1　足迹规划器

Fig.1　 Footstepplanner

图 2　仿人机器人 THBIP-II物理模型

Fig.2　 PhysicalmodelofTHBIP-IIhumanoidrobot

环境模型　规划环境通过网格地图 M来表示 ,

每个网格点定义为:

G=(x, y, h, info)
T

(4)

其中变量 h和 info为网格点的高度值和其它信息.

足迹转换模型 同工业机器人工作空间分析一

样 ,当仿人机器人由其中一足支撑时 ,摆动足落地时

足迹中心的可达位置会形成一个特定区域(如图 3中

阴影区域).影响该区域形状的因素有机器人物理参

数(如几何尺度 、质量分布)、运动学和动力学参数

(如关节运动范围 、关节驱动能力)和运动稳定性约

束条件(如 ZMP稳定约束准则等).

在这个可达区域内选取若干个落地足迹 ,形成一

个 “支撑足迹—落地足迹”序列 ,对应于搜索树的 “父

节点—子节点”.可行落地足迹的数量决定了最终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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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树的分支因子(branchingfactor),在部分确定性运

动规划算法中 ,是指数阶影响搜索算法复杂度的重要

参数
[ 18]

.

因此 ,如何确定落地足数量是设计搜索算法的重

要问题.同其他研究中不变数量的足迹转换模型的设

计不同的是 ,这里使用的是可变落地足迹数量的复合

足迹转换模型.设计了 4组不同数量的以左足为支撑

足的落地足迹序列(见图 3 ,落地足迹如右边矩形所

示 ,数量分别为 5(a)、10(b)、13(c)、25(d),各图中

左边的斜纹矩形为支撑足迹).其中 ,每组是后一组

的真子集 ,记足迹转换模型为 T,有:

Ta Tb Tc Td (5)

　　Ta用于完成基本步行功能 ,如直行 、左转 、右转 、

小步幅直行 、停止;Tb、Tc和 Td则可完成更多复杂步

行功能 ,如不同角度转向 、后退等.目前复合足迹转换

模型中各组落地足迹的数量的确定还部分依赖于数

值实验比较分析.

以左足支撑为例 ,用上标 s和 t表征支撑足和摆

动足 ,记支撑足迹 F
s
=(0, 0, 0 , L)

T
,则落地足迹为:

F
t
i=(xi, yi, θi, R)

T
, i=1, 2, …, NFP (6)

其中 NFP即为可行落地足迹数量.因此有:

T1 =(F
tT
1 , F

tT
2 , …, F

tT
i)

T
∈ R

3NFP ×N, i=1, 2, …, NFP

(7)

　　当支撑足为右足时 ,落地足迹镜像分布 ,因此有:

T={Tl, Tr}, Tr =Tl
sym

(8)

　　足迹转换模型的算法实现是简单线性复杂度问题.

图 3　可行落地足迹设计

Fig.3　Designofpotentialfootstepplacements

　　姿态转换轨迹　从上述足迹转换模型可以看出 ,

足迹规划的最大特点是机器人足迹的离散性 ,因此其

底层姿态轨迹规划也继承了这个特性.

定义姿态转换函数 Q如下:

Q(q1 , q2):q1 ×Q※ q2 (9)

　　如图 4所示 ,机器人沿足迹 Fi※Fj※Fk的路径

运动.机器人摆动足离开足迹 Fi和接触足迹 Fk的时

间为 ti、tk, 机器人在 ti、tk时刻对应的姿态为 qi-j、

qj-k.离线预规划机器人完全以右足迹 Fj支撑时的一

个过渡姿态 q
r
inter,因此机器人沿足迹 Fi※Fj※Fk运

动的轨迹规划分解为两部分:Q(qi-j, q
r
inter)和

Q(q
r
inter, qj-k).

　　由于姿态 qi-j和 qj-k可根据{Fi, Fj, Fk}离线预规

划好 , Q(qi-j, q
r
inter)和 Q(q

r
inter, qj-k)也可以离线预规

划好 ,因此沿以上三个足迹的姿态转换轨迹均可通过

离线方式规划.同理 ,完全以左足迹支撑的对称过渡

姿态 q
1
inter:

q
l
inter =q

r
inter

sym
(10)

　　至此 ,机器人沿任意足迹运动的姿态转换轨迹均

可通过离线规划—在线调用的方式完成.不难得出 ,

对于有 NFP个可行落地足迹的足迹转换模型 ,需要预

规划的单腿支撑期轨迹为 4N
2
NP组 , 双腿支撑期为

2N
2
NP组.姿态转换的实现方法可参见文 [ 17] .当然以

后姿态转换轨迹方式在机器人关节轨迹的平滑性方

面有很大改进空间.

图 4　机器人沿足迹序列运动

Fig.4　 Robotwalkingalongtheplannedfootprints

碰撞检测模型　碰撞检测是通过分析矩形足迹

区域内的网格点信息来实现的.足迹网格点集是通过

“点—凸多边形 ”关系算法来确定的.

设足迹 F的顶点为 Pi=(xi, yi), i=1 , 2, 3, 4, 5,

P5 =P1第 i条边对应函数为:

fi(x, y)=(xi+1 -xi)y-(yi+1 -yi)x+xiyi+1 -yixi+1

(11)

对任意一个判别点 P
＊
=(x

＊
, y

＊
),如果满足:

fi(xj, yj)·fi(x
＊
, y

＊
)>0 , i=1, 2, 3 , 4, j≠i, i+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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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点 P
＊
在足迹 F内.这个检测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

O(n).

3　规划算法实现(Realizationofplanningal-

gorithm)

3.1　搜索算法

搜索算法以机器人初始足迹 Fstart为根节点开始

构建搜索树 ,并将该节点加入到节点列表中;再根据

足迹转换模型中 “支撑足迹 —落地足迹”序列构建该

节点的子节点;其次进行碰撞干涉检测 ,标识出引起

碰撞的子节点;然后按照构建的节点成本函数计算剩

余各子节点的成本 ,并将剩余子节点插入到节点列表

中 ,保证该列表从首节点开始成本依次变大;最后以

该列表中首节点为父节点重复以上步骤拓展搜索树 ,

直到树中某个足迹节点达到目标区域 ,满足规划指

标.搜索算法的任务是完成足迹序列的规划.

其中足迹结构体非常重要 ,其定义如下:

structFootPrint　　　　　　　　　　　　　 //足迹结构体

{intdepth;　　　　　　　　　　　　 //搜索树中的深度

　doublex, y, theta;　　　　　　　　 /足迹位置及方位角

　structFP Costcost;　　　　　　　　　　　　//足迹成本

　boolleft supporting;　　//支撑足标记 s, true=L, false=R

　structFootPrint＊ Parent, ＊ Child[i];//父节点及子节点

　structFootPrint＊ Next;　　　　　　　 //列表中邻节点

};

　　整个规划使用启发式 A
＊
搜索算法来实现

[ 18]
.算

法如下:

AlgorithmI——— FootstepPlan(Fstart, Fgoal, M, T)

0 //initializationofFstart, Fgoal, M, T, PathList

1 FPList insert(Fstart),

2 while(searchednode<max node＆＆depth<max depth)do

3 　FP→FPList.head;

4 　　ifFP.left supporting=true

5 　　　T→T1

6 　　elseT→T
r
;

　　end

7 　for(i=0;i<NFP;i++)

8 　　FP.Child[ i]→Step(FP, T);

9 　　if(Collision check(FP.Child[ i] )==true)

10 　　　deleteFP.Child[i];

　　else

11 　　　if(Goalreach(FP.Child[ i] , Fgoal)

12 　　　　　　PathFP→FP.Child[i] ;

13 　　　　　while(PathFP! =Fstart)do

14 　　　　　　　PathList.insert(PathFP);

15 　　　　　　　PathFP→PathFP.Parent;

　　　　　end

16 　　　　　returnPathList;

　　　else

17 　　　　Cost compute(FP.Child[i] , Fstart, Fgoal);

18 　　　　FPList insert(FP.Child[ i] );

　　　　end

　　　end

　　end

　end

3.2　成本函数构建

成本函数中启发式估值函数的设计是 A
＊
算法最

为核心的部分 ,构建的成本函数如下:

C(F)=kdpCdp(F, Fstart)+ksCs(F)

+kdCd(F, Fgoal)+kaCa(F, Fgoal) (9)

其中:(1)Cdp(F, Fstart)表征了被估值足迹 F在搜索

树中的深度值;(2)Cs(F)表征了 F在足迹转换模型

T中的优先度 ,通常直行的足迹优先度高 ,而导致机

器人大幅度转向及后退的足迹优先度低;(3)Cd(F,

Fgoal)表征了 Fstart与目标足迹 Fgoal的欧式距离值;(4)

Ca(F, Fgoal)表征了 F的方位角 θ与 Fgoal的朝向关系.

kdp、ks、kd、ka为以上各子函数的权重系数.前两项表

征了从起始足迹 Fstart到当前足迹 F的自身属性成

本 ,后面两项表征了从当前足迹 F到目标足迹 Fgoal的

估计成本 ,即启发式估值.

　　不难证明 ,以上成本函数的构建满足 A
＊
算法的

可采纳性条件
[ 18]

.可以看出 ,当前面两项相比后面两

项无穷大时 ,该算法类似广度优先算法(BFS);而无

穷小时 ,该算法类似深度优先算法(DFS).

4　仿真实验结果及分析(Resultsandanalysis

ofsimulationexperiments)

足迹规划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在线规划 ,但是

机载视觉系统由于视距和视角局限 ,在复杂环境下的

作用十分有限.因此足迹规划的图像信息更多的将依

赖非机载视觉系统(externalvisionsystem),如通过全

局视觉 、多机器人系统中其他机器人的视觉信息融合

的方式来实现.Chestnutt等利用全局视觉对 Asimo机

器人进行足迹规划
[ 13]

.通过全局视觉系统获取环境

地图的具体实现并不复杂 ,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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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实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及改进规划模型设

计及算法实现 ,同时为复合足迹转换模型的设计和改

进提供数值依据.

仿真实验所使用的网格地图分辨率 RES=0.01

m.

4.1　模型及算法的有效性

仿真实验首先对足迹规划的模型和算法的有效

性及完备性进行了验证.针对不同运动环境 ,规划中

相关参数设置有相应调整.图 5 ～ 9为机器人在几类

典型环境下的足迹规划结果 ,数据显示:规划算法在

大部分非极端环境下能够规划出可行结果 ,完备性良

好;同时 ,在规划结果为多达 20多个足迹序列的情况

下 ,总搜索节点数和总规划时间能够满足在线规划的

规划周期(planningcycle)要求 ,体现了足迹规划模型

和启发式成本函数设计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图 5　无障碍物区域机器人直线行走

Fig.5　Robotwalkingalongastraightlineinacleararea

图 6　无障碍物区域机器人曲线行走

Fig.6　Robotwalkingalongacurveinacleararea

4.2　复合足迹转换模型的应用

足迹转换模型的设计主要考虑可行落地足迹的

分布及数量.

以图 8所示环境为例 ,在以(a)组足迹转换模型

(见图 3)规划的时候 ,无法返回一个可行的足迹序

列 ,规划失败.以(b)、(c)组模型规划的结果如图 10、

图 11所示 ,但是其耗时过高 、遍历的节点数过多 ,虽

然返回的足迹序列对机器人是运动可行的 ,但是呈现

病态.以(d)组模型搜索的结果如图 8所示 ,结果较

好.

图 7 　机器人在办公室区域行走

Fig.7 　Robotwalkinginanofficearea

图 8 　机器人跨越条状低障碍物行走

Fig.8　 Robotsteppingoverlowstripobstacles

图 9 　机器人在不规则障碍物环境中行走

Fig.9　 Robotwalkinginanirregular-obstacleenvironment

我们在更大面积的同类条状低障碍物区域使用

(d)组模型进行多组仿真实验 ,数值结果表明模型中

各足迹被使用的次数近似呈正态分布(见图 12).也

就是说:使用(d)组 25个可行足迹的时候 ,属于其真

子集(a)组的 5个足迹被高概率调用 ,但同时仅仅调

用(a)组中的 5个足迹却又无法完成规划.这同时也

解释了图 10、11的规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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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这里在复杂障碍物区域采用可变落地足迹

数量的办法 ,即在规划的不同阶段调用不同的足迹转

换模型 Td和 Td.调用是在算法步骤 3、4之间加入一

个子函数完成的 ,该子函数通过评估当前足迹周围区

域的障碍物统计数据来决定其子节点足迹转换模型

的调用.该统计数据主要包括区域内平整度 、倾斜度 、

潜在碰撞风险系数.在同图 8、9单模型一样的环境中

使用复合足迹转换模型的规划结果如图 13(a)、(b)

所示 ,其搜索耗时及遍历节点数均大为降低.

图 10 　机器人以(b)组可行落地足迹行走

Fig.10　 Robotwalkingwithpotentialfootstepplacements(b)

图 11　机器人以(c)组可行落地足迹行走

Fig.11　 Robotwalkingwithpotentialfootstepplacements(c)

图 12 　(d)组可行落地足迹调用概率

Fig.12　 Callingprobabilityofpotentialfootstepplacements(d)

5　结论与展望 (Conclusionsand future

work)

足迹规划是最近从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中有腿

动物的动画设计演变而来的一种仿人机器人全局运

动规划新思想.它能够解决目前仿人机器人运动规划

所产生的运动规划局部死区问题 ,是仿人机器人运动

规划的一个新视点.

图 13　机器人以复合足迹转换模型行走

Fig.13　 Robotwalkingwithacompoundfootsteptransitionmodel

本文建立了仿人机器人的足迹规划模型 ,包括全

局运动规划环境下的机器人模型 、足迹转换模型 、姿

态转换模型等;然后构建启发式函数 ,利用 A
＊
算法予

以实现;最后通过仿真实验验证了模型及算法在各类

典型规划环境下的有效性及完备性.针对复杂障碍物

区域这一特定环境 ,采用可变落地足迹数量的复合足

迹转换模型 ,实现了该类环境下的高效搜索.

足迹规划这一新方法目前还有很多待完善的地

方 ,足迹转换模型的设计 、启发式搜索算法的成本函

数构建及在更复杂环境中的应用都有很大的改进空

间.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KuffnerJJ, NishiwakiK, KagamiS, etal.Motionplanningforhu-

manoidrobots[ J].SpringerTractsinAdvancedRobotics, 2005,

15:365 -374.

[ 2] 夏泽洋 ,陈恳 ,熊璟 ,等.仿人机器人运动规划研究进展 [ J] .高

技术通讯 , 2007, 17(10):1092-1099.

[ 3] NagasakaK, InoueH, InabaM.Dynamicwalkingpatterngeneration

forahumanoidrobotbasedonoptimalgradientmethod[ A] .Pro-

ceedingsoftheIEE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Systems, Manand

Cybernetics[ C] .Piscataway, NJ, USA:IEEE, 1999.908-913.



第 30卷第 3期 夏泽洋等:　仿人机器人足迹规划建模及算法实现 237　　

[ 4] LimMS, OhSR, SonJ, etal.Human-likereal-timegraspsynthe-

sismethodforhumanoidrobothands[J].RoboticsandAutonomous

Systems, 2000, 30(3):261-271.

[ 5] LatombeJC.RobotMotionPlanning[ M] .Boston, USA:Kluwer

AcademicPublishers, 1991.

[ 6] YagiM, LumelskyV.Bipedrobotlocomotioninsceneswithun-

knownobstacles[ A] .ProceedingsoftheIEEEInternationalConfer-

enceonRoboticsandAutomation[ C] .Piscataway, NJ, USA:

IEEE, 1999.375-380.

[ 7] LorchO, DenkJ, SearaJF, etal.ViGWaM -Anemulationenvi-

ronmentforavisionguidedvirtualwalkingmachine[ A] .Proceed-

ingsoftheIEEE/RAS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HumanoidRobot-

ics[ C] .Piscataway, NJ, USA:IEEE, 2000.

[ 8] CupecR, SchmidtG, LorchO.Experimentsinvision-guidedrobot

walkinginastructuredscenario[ A] .ProceedingsoftheIEEEInter-

nationalSymposiumonIndustrialElectronics[ C] .Piscataway, NJ,

USA:IEEE, 2005.1581 -1586.

[ 9] GoldbergK.Completenessinrobotmotionplanning[ A] .Proceed-

ingsoftheWorkshopontheAlgorithmicFoundationsofRobotics

[C] .Massachusetts, MA, USA:AKPetersLtd, 1995.419 -

429.

[ 10] NishiwakiK, SugiharaT, KagamiS, etal.Onlinemixtureandcon-

nectionofbasicmotionsforhumanoidwalkingcontrolbyfootprint

specification[ A] .ProceedingsoftheIEEE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RoboticsandAutomation[ C] .Piscataway, NJ, USA:IEEE,

2001.4110-4115.

[ 11] GirardM.Interactivedesignof3Dcomputer-animatedleggedanimal

motion[ J] .IEEEComputerGraphicsandApplications, 1987, 7

(6):39-51.

[ 12] VandePanneM.From footprintstoanimation[ J] .Computer

GraphicsForum, 1997, 16(4):211 -223.

[ 13] ChestnuttJ, LauM, CheungG, etal.Footstepplanningforthe

HondaASIMOhumanoid[ A] .ProceedingsoftheIEE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RoboticsandAutomation[C] .Piscataway, NJ, USA:

IEEE, 2005.629-634.

[ 14] MirtichB.V-Clip:Fastandrobustpolyhedralcollisiondetection

[ J].ACMTransactionsonGraphics, 1998, 17(3):177-208.

[ 15] XiaZY, LiuL, XiongJ, etal.Designaspectsanddevelopmentof

humanoidrobotTHBIP-2[ J].Robotica, 2008, 26(1):109-116.

[ 16] 徐凯 ,陈恳 ,刘莉,等.基于主支撑腿运动优化的仿人机器人快速

步态规划算法 [ J] .机器人 , 2005, 27(3):203 -209.

[ 17] 徐凯.仿人机器人步态规划算法及其实现研究[ D].北京:清华

大学 , 2004.

[ 18] 郑扣根 ,庄越挺.人工智能 [ 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作者简介:
　夏泽洋 (1980-),男 , 博士生.研究领域:仿人机器人系统设

计 ,仿人机器人运动规划与控制.

　陈　恳 (1954-),男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机器人

与仿生学 ,特种机器人及应用 , 机电系统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