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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赛曙科技推出的 ROS 机器人课程产品是一款深度贴合高校教育、符合行业专业技能培

训的理想平台。它基于开源的 ROS 专业机器人控制系统开发，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案，集成

多项高精度的传感器（激光雷达 /IMU/ 红外传感器 / 超声波传感器 / 编码器等），提供了充

足的接口（I/O）输出能力，具备强大的室内建图（SLAM）、定位导航、运动和路径规划、

仿真演示（Simulation）等功能。通过降低专业机器人系统结构的复杂程度，满足初学者零

基础、易入门的学习需求。课程系统化教学，帮助学生充分掌握应用背后的原理和算法，从

而通过 ROS 实现创造性的工作。

ROS 机器人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开发，拥有强大的开源社区，学生可在编程的世界里充分

自由发挥。本产品着重培养学生在专业机器人编程、工业化控制、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实战经

验，带领学生快速走进真实科技世界，掌握前沿 ROS 技术。

教学效果
• 分布式机器人教学体验

• 系列课程强化专业建设

• ROS 专业技能培训证书

• 助力参加 ROS 机器人赛事

• 培养 ROS 开发工程师技能

• 提升人工智能领域就业机遇

课程介绍
教学资料

课程讲义 电路原理讲师 PPT 技术文档 实训课程指导书

考核方案 软件及开发环境报告示例 示例程序实训平台

PDF

•  功能丰富接口充足

•  普适初学专业开发

•  前沿科技紧密结合

•  专业性强全面提高

产品特色

课程章节   8 章节 规划学时    共 64 学时



定制化机器人应用服务

专业 ROS 机器人体系学习

现场调配及使用指导：

• 网络环境搭建配置

• 用户软件开发环境部署

• 机器人联合开发模式部署

雷达建图

ROS 机器人系统

定位导航

三维建模

运动操控

C++ 编程

精密结构

Python 编程

智能主机

Ubuntu

实景建图与导航方案协助开发：

• 客户实景教学服务

• 演示定制化功能开发

• 特定环境代码优化和机器人升级

服务及软件

课程目录 实训目录

1.  ROS 实训课课程绪论

2.  ROS 开发环境部署

3.  文件系统及功能包

4.  ROS 机器人通信机制

5.  机器人坐标系

6.  机器人建图

7.  机器人定位导航

8.  亲手搭建一套 ROS 机器人系统

1.  实验环境搭建及测试

2.  ROS 功能包编译运行

3.  ROS 机器人通信实践

4.  机器人坐标系搭建

5.  机器人定位与建图

6.  机器人规划与导航 



平台配置

ROS 机器人实训平台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案，驱动方式为两轮差速 + 两轮万向轮驱动方式，

提供了充足的接口输出能力（HDMI，USB3.0，POWER） 。ROS 机器人构建了非常专业的机

械和电子体系，整机配备 5 块高性能电路板（主机 / 电源板 / 传感器板 / 电机驱动板 / 通信板），

以及科学高效的分布式机械布局，结合时下机械电子设计领域的创新思路，为使用者提供更

加丰富的硬件资源。

ROS 机器人参数表

整机重量 13 Kg

电池 12000 mAh/24 V

最大载重 60 Kg

最快速度 1.5 m/s

最长待机时间 > 480 mins

整机尺寸 450 x 400 x 205 mm

运动控制频率 100 Hz

建图精度 0.01 m

建图范围 50 x 50 m2

最小避障距离 0.2 m

ROS 机器人模块及配件

1、激光雷达

2、机器人主机

3、直流驱动单元

4、锂电池组

5、超声波传感器

6、急停开关

7、视频接口

8、液晶显示屏

9、电源按钮

10、USB 拓展坞

11、机器人控制模组

充电器课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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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服务

师资培训

售后服务

讲师团队出自于中科院、清华、北大等国内顶级科研院所和 985、211 高校，培训讲

师均在专业领域或国内外竞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专业知识扎实，技术功底雄厚。团队依

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央电教馆等组织部门运营，保证了知识的实时迭代，技术的专业

前瞻。师资团队的专业性与前沿性教学，多维度保障了培训的高质高效。

产品质保期为一年，质保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而发生损坏或影响使用时，赛曙免费为

您修理或更换零部件，提供定制化、多渠道服务。

 • 淘宝店铺：https://shop332562668.taobao.com/

 • 论坛售后：https://bbs.bjsstech.com/forum.php?gid=40

 • 移动电话：18910791910

培训内容

• 教育培训：针对专业课程及实训从原理到应用进行系统性讲解与实践

• 赛事培训：针对国内外多项赛事进行专业方案、策略等指导培训

• 行业培训：针对相关专业领域行业内资讯、技术、就业等讲解培训

培训证书

• 教师培训证书                           •1+X 培训证书 

• 线下培训     

时间：2 天，可基于需求调整

地点：赛曙可提供场地或基于需求选定

• 线上培训     

时间：7x12 小时的线上交流学习

平台：直播平台、论坛

培训形式

7 x 24 小时售后服务 全程指导学习使用 免费版本更新



公司介绍

北京赛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

术企业。

• 使命：推进科技教育，让每个人成为人工智能的创造者。掌握核心科技力量，共同

点亮时代未来！

• 主营业务：人工智能教育课程、人工智能实训室解决方案、教育机器人研发及推广。 

主要研发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大数据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核心算法、解决方案等， 

促进高新技术快速转化为教育课程，在普及推广的过程中推动科技教育进步。

• 组织架构：赛曙科技由优秀博士、硕士等技术骨干、经营管理等各学科人才组成，

是一支创新型团队，专注于科技创新、科研转化、科学普及。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010-60603249

官方网站：https://bjsstech.com

官方店铺：https://shop332562668.taobao.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青尚办公区 1 楼 21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