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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为参加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小车竞赛而撰写的的技术报告，本文详

细介绍了智能寻迹小车的路径检测、转向控制、电机驱动、车速检测、坡度检测 、

电源管理等功能模块硬件电路及软件控制算法的设计。智能小车以“飞思卡尔”

16位微控制MC9S12DG128B为主控制器，采用CMOS摄像头和红外传感器相结合的方

法（红外传感器主要用来检测起跑线和“十”字路线）来检测路面信息，运用反

射式红外传感器检测小车速度，MMA1260D传感器检测路面坡度信息。同时，采用

PWM技术控制舵机的转向和电机转速。系统还扩展了LCD液晶显示屏和键盘模块作

为人机操作界面，以便于智能小车的相关参数调整。用串口将采集的路面黑线信

息传送到PC进行分析，结合BangBang速度闭环控制等算法，控制小车沿着预设的

轨道黑线及时调整车身姿态，准确、快速地跑完全程。

关键字：CMOS 摄像头图像处理 BangBang 控制 MC9S12DG128B 微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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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智能车系统概述及框图

本文详细介绍了智能寻迹小车的路径检测、转向控制、电机驱动、车速检测 、

坡度检测、电源管理等功能模块硬件电路及软件控制算法的设计。智能小车以“飞

思卡尔”16位微控制MC9S12DG128B为主控制器，采用CCD摄像头和红外传感器相

结合的方法（红外传感器主要用来检测起跑线和“十”字路线）来检测路面信息 ，

运用反射式红外传感器检测小车速度，MMA1260D传感器检测路面坡度信息。同时 ，

采用PWM技术，控制舵机的转向和电机转速。系统还扩展了LCD液晶显示屏和键盘

模块作为人机操作界面，以便于智能小车的相关参数调整。用串口将采集的路面

黑线信息传送到PC进行分析，结合PID等算法，控制小车沿着预设的轨道黑线及

时调整车身姿态，准确、快速地跑完全程。

根据摄像头和红外传感器结合的方案设计， 赛车共包括八大模块： 控制处

理芯片MC9S12DG128，图像采样模块，车尾红外传感器模块，速度检测模块，坡

度检测模块、舵机驱动模块，电机驱动模块和辅助调试模块。以下是赛车硬件系

统的框图：

图 1.1 系统硬件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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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12 单片机是系统的核心部分。它负责接收赛道图像数据、赛车速度等

反馈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恰当的处理，形成合适的控制量来对舵机与驱动电

机进行控制。

图像采样模块由S12 的AD 模块，外围芯片（LM1881）和电路，与摄像头组

成。其功能是获取前方赛道的图像数据，以供S12 作进一步分析处理。

车尾红外传感器模块由2个TCRT5000红外传感器以及比较器LM324N组成，该

模块的功用是检测检测起跑线和“十”字路线，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小车第一圈以

一个较为稳定的速度跑动，检测到第二圈的起跑线时，小车自动切换到一个比较

快的速度进行跑动，这样既可以采用“保守”方式获得成绩，又可以尝试其他比

较“冒险”的速度或者算法。

速度传感器模块由黑白相间的编码盘和反射型红外传感器组成，靠定时检测

反射型红外传感器电脉冲脉冲累积数来间接求得赛车的速度值。

坡度检测模块主要由MMA1260D芯片组成，通过AD转换感应坡度变化。

舵机模块和电机驱动模块分别用于实现赛车转向和前进。

辅助调试模块主要由键盘模块和LCD显示模块组成，该模块主要为方便调整

赛车系统参数和运行策略等方面而设计。

1.2 智能车主要技术参数

智能车的设计主要体现在电路板和机械结构上面，对于机械结构主要调整了

主销后倾角和前轮内倾角，另外增加了四块控制电路：第一块是COMOS摄像头电

路，其通过支架固定于车头的上方。第二块是主控制电路，固定于车身正上方，

其包含了智能车的各功能模块的硬件电路，以及一些辅助电路的接口，包括CMOS

摄像头及其它一些辅助调试电路接口。第三块是车尾红外传感器检测模块，其安

装在车尾已有的两个螺孔上。第四块是测速模块，主要由反射式红外传感器和编

码盘组成，其安装在后轮附近。智能车改造后的主要技术参数如表1.1所示，各

部分的安装如下图1.1~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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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智能车主要技术参数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长 35cm CMOS 摄像头 1个

宽 17cm 红外红外管（对） 3个

高 38cm 坡度检测传感器 1个

总重量 0.936kg 驱动电机 1个

电路总功耗 9.2W~39.7W 舵机 1个

电容总容量 1373.4μF 赛道检测频率 50HZ

图 1.2 主电路板图 1.1 整车效果

图 1.4 前排红外传感器图 1.3 CMOS 支架底座

图 1.6 整车效果图 1.5 测速传感器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技术报告

4

1.3 本文结构安排

本文是该参赛队伍成员在指导老师指导下合作完成，是对参赛的智能小车制

作技术方案、设计思路、制作调试过程以及相关技术研究内容形成的总结性报告 。

本文共分为十三章，第一章为概述部分，主要说明小车的总体情况和全文的安排 ；

第二章讲述系统方案的论证，以及给出本组方案选择的原因；第三章对小车的机

械结构的调整做了详细的说明；第四章至第十章分别详细的阐述了电源模块、舵

机模块、红外检测模块、电机驱动模块、速度检测模块、坡度检测模块、摄像头

采样模块的电路实现和控制算法；第十一章说明了小车系统的整体控制策略和算

法实现；第十二章介绍了一些调试模块对小车系统调试的功用以及他们的具体实

现，包括键盘模块、LCD显示模块以及MC9S12DG128通过串口与PC实现通讯。最后

一章是结论和创新点，同时指出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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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智能小车的系统整体设计

为了使小车沿着规定的赛道自动寻找黑色引导线并尽可能地高速前进，汽车

必须具备一套集导引线检测并实时控制汽车速度、姿态的智能处理单元。设计者

应首先考虑设计的主控电路，检测电路和控制算法。由于单片机及控制电路部分

已经确定，所以本章将重点讨论探测电路的方案设计。

2.1 系统设计要求

小车按照黑线寻迹，比赛最终成绩由时间成绩、报告分数和冲出跑道次数三

者决定，具体计算由下面公式给出：

比赛最终成绩（秒）＝Ts*（1－0.01R）*（1+0.05N）

式中Ts为赛车最快单圈时间（秒）；R为技术报告评分（分值范围0－10） ；N

为赛车在最快单圈比赛过程中冲出跑道的次数，且N不大于3。

电路及控制驱动电路的限制：

（1）采用限定的飞思卡尔16位微控制器MC9S12DG128作为唯一控制处理器；

（2）伺服电机数量不超过3个；

（3）传感器数量不超过16个（红外传感器的每对发射与接受单元共计为1个

传感器，CCD传感器计为1个传感器）；

（4）直流电源采用大赛统一提供的电池，不得使用DC－DC升压电路为驱动

电机和舵机提供动力；

（5）全部电容容量不得超过2000微法；电容最高充电电压不得超过25伏。

赛道基本参数（不包括弯点数目、位置以及整体布局）：

（1）赛道路面用纸制作，跑道面积不大于5000mm*7000mm，跑道宽度不小于

600mm；

（2）跑道表面为白色，中心有连续黑线作为引导线，黑线宽25mm；

（3）跑道最小曲率半径不小于500mm；

（4）跑道可以交叉，交叉角为90度；

（5）赛道为二维水平面；

（6）赛道有一个长为1000mm的出发区，计时起点两边分别有一个长度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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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计时起始线，赛车的前端通过起始线作为比赛计时开始或者结束的时刻。

2.2 硬件系统基本方案论证

2.2.1 探测电路总体方案

★ 方案一：采用红外传感器

优点：结构简明，实现方便，成本低廉，反应灵敏，便于近距离路面情况的

检测，抗干扰能力强，不会因为周围环境的差别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缺点：只能对路面情况做简单的黑白判别，检测距离和精度有限，传感器高

度位置的差异可能会对其检测造成干扰。另外，由于车模的总长不得大于40CM，

所以前瞻距离受到很大的限制。

★ 方案二：采用摄像头

优点：作用距离远，不易出现由于黑线检测不及时而冲出赛道的情况，摄像

头对道路的检测精细，视角范围大不易出现黑线漏检的情况。

缺点：容易被干扰，受周围光线的影响大；数据量大，处理复杂，需要占有

MCU的大量资源。

★ 方案三：采用红外传感器与摄像头相结合

优点：它兼顾了红外传感器抗干扰能力强，处理简单以及摄像头作用距离远 、

视角范围大的优点。

缺点：设计难度大，红外传感器和摄像头需要配合寻迹，它们对舵机和电机

在方向和速度上的控制需要巧妙的算法进行分配，运算量也较大，需要占有很多

的MCU资源。

由于第一种方案存在物理性能的限制，所以综合考虑后采用第二种或者三种

方案。经仔细推敲，本设计采用摄像头为主要探测电路指挥小车运动，用红外传

感器检测起跑线，进而指挥小车在第二圈采用其他的算法或参数进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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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传感器检测模块

传感器可以分为：可见光传感器、红外传感器、紫外线传感器等。

★ 方案一：可见光传感器是基于可见光源的传感器，它结构简单、设计成

熟，但是它工作在可见光波段，容易被外界干扰。

★ 方案二：红外光传感器。红外线是波长为830nm～950nm的电磁波，自然

环境物理在该波段的辐射量是很微弱的，所以红外反射式传感器受外界干扰较

小，可靠性高。设计技术成熟，应用广泛。

★ 方案三：紫外线传感器。在自然环境下该类传感器很难受干扰，可靠性

高，但是它价格昂贵。

所以我们最终选择方案二，即红外光传感器作为传感器检测模块的基本器

件。

2.2.3 摄像头模块

市场上的摄像头常分为CCD摄像头和CMOS摄像头。

★ 方案一：采用CCD摄像头

优点：成像质量高。

缺点：12V供电，功耗相对较大，价格较高。

★ 方案二：采用CMOS摄像头

优点：9V供电，功耗较小，价格较低。

缺点：成像质量不及CCD摄像头。

综合供电，成像效果、稳定性等方面的因素，采用了方案二，即CMOS摄像头 。

2.2.4 速度传感器模块

★ 方案一：采用霍尔传感器

要使用这种方法需要在车轮上嵌入若干的永磁铁，这样采用霍尔传感器进行

检测。其优点是检测速度快且不会受光、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在车轮

狭窄的空间上嵌入永磁铁是相当困难的，即机械改装难度大。另外，霍尔传感器

价格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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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二：基于光电传感器的编码盘检测

采用这种方法需要在车轮轴上安装黑白相间的编码盘，然后采用红外对管的

传感器来记录脉冲的数目，进而通过脉冲数求得小车在一段时间内转的圈数，从

而算出速度。

★ 方案三：采用编码器

另外购买光电编码器安装在主驱动齿轮上，通过齿轮传过来的转动信息，获

取后轮转角。

优点：获取信息准确，精度高，搭建容易。

缺点：增加后轮负载；光电编码器体积较大，导致车重增加。

经比较最终选择方案二，即基于反射式的光电传感器的编码盘测速方案。

2.3 硬件系统的最终方案

通过上面的分析比较，系统各个模块采用的方案分别如下：

（1）采用红外线传感器与摄像头相结合的总体设计；

（2）红外检测模块采用收发一体的对管传感器；

（3）采用CMOS摄像头做为摄像头模块的基础；

（4）基于编码盘的红外对管传感器测速；

舵机、电机驱动芯片、坡度检测芯片采用组委会统一提供的物品，这里就不

做论证分析了。电源管理模块将在第四章中详细讲到。

2.4 软件系统的设计

如果说系统硬件对于赛车来说是它的骨架和躯体，那么软件算法就是它的思

想。有了健壮、灵敏的躯体还需要有聪明、智慧的大脑。所以软件系统对于赛车

来说至关重要。首先，赛车系统通过图像采样模块获取前方赛道的图像数据，同

时通过速度传感器模块实时获取赛车的速度。然后S12 利用边缘检测方法从图像

数据中提取赛道黑线，求得赛车于黑线位置的偏差，接着采用bangbang控制方法

对电机进行反馈控制。最终赛车根据检测到的速度，结合我们的速度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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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赛车速度不断进行恰当的控制调整，使赛车在符合比赛规则情况下沿赛道快速

前进。

赛车系统的软件结构如图所示。

图 2.1 系统软件结构图

只有将上述硬件、软件部分进行有效的融合，进行充分的实验、测试和标定

工作，才能使赛车具有一个相对良好的整体驾驶性能。这也就是在接下来的各个

分模块中需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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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能小车的机械结构调整

经过半年的制作发现，本次智能车比赛中，检测黑线的方法和对车模的控制

算法是取胜的关键，然而，车模本身的机械性能也是不容忽视的。机械结构是车

模的基本性能，当车速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这将严重影响车模的行走路线。车架

调试的好坏决定了车子转弯的最小半径、转向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如果车模调试

得当，可大大增强智能车的竞争力。

3.1 车模机械参数的调整

本次大赛采用的模型车基本尺寸参数如下：

表3.1 模型车的基本尺寸参数

现代汽车在正常行驶过程中，为了使汽车直线行驶稳定，转向轻便，转向后

能够自动回正，并减小轮胎和转向系零件的磨损等，在转向轮、转向节和前轴之

间形成了一定的相对安装位置，叫前轮定位，其主要定位参数包括：主销后倾、

主销内倾、前轮外倾和前束，模型车前轮的四项定位参数均可调。

以下是车模的调校内容、参数与选用理由：

主销后倾角 ： 2°

主销后倾角，如图3.1，是指主销在汽车的纵向平面内（汽车的侧面）有一

个向后的倾角，即主销轴线与地面垂直线在汽车纵向平面内的夹角。

由于主销后倾后，小车在车轮偏转后会产生一回力矩，纠正车轮的偏转。后

倾角越大，车速越高，车轮偏转后自动回正能力越强。但回正力矩过大，将会引

起前轮回正过猛，加速前轮摆振，并导致转向沉重。所以将Caster设为2°。

主销内倾角 ： 0°

基本参数 尺 寸

轴距 198mm

前轮距 137mm

后轮距 138mm/146mm

车轮直径 52mm

传动比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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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车模行驶速度小、重心低，转向时侧倾极少，所以为了提高转向的灵敏

性，车的主销内倾角都设为0°。

前轮外倾角： 0°

通过车轮中心的汽车横向平面与车轮平面的交线与地面垂线之间的夹角称

为“前轮外倾角”。轮胎呈现“八”字形张开时称为“负外倾”，而轮胎呈现

“V”字形张开时称为“正外倾”。

前轮外倾角一方面可以在汽车重载时减小或消除主销与衬套、轮毂与轴承登

出的装载间隙，使车轮接近垂直路面滚动而滑动，同时减小转向阻力，使汽车转

向轻便；另一方面还可以防止由于路面对车轮垂直反作用力的轴向分力压向轮毂

外段的轴承，减小轴承及其锁紧螺母的载荷，从个人增加这些零件的使用寿命，

提高汽车的安全性。一般前轮外倾角为1°左右。

由于本模型车主要用于竞速，在设计中必然要尽可能减轻重量，所以其底盘

承重不大，且前轮外倾角仅有两档可调，故设为0°即可，关键是前束角要与之

匹配。

前轮束角 ： 前束 1.5°

由于我们的比赛车模的车速并不快（20km/h以内），并且跑道平整，所以选

用前束1.5°，以便提高车模的转向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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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轮束角，如图3.2，是描述从车的正上方看，车轮的前端和车辆纵线的夹

角。车轮前端向内倾(内八字)，称为Toe-in;车轮前端向外倾(外八字)，称为Toe-

out。Toe-in可以帮助车在加速时保持稳定，同时也会减少车子在进入弯角时的

转向反应。 但高速转向时，如果车体侧倾严重，重心明显向外测车轮移动时，

也会增加转向。Toe-out可以使车在进入弯角时获得更多的转向。由于转弯时靠

近内侧的车轮行驶圆弧的半径较短，所以使内侧车轮比外侧车轮转角稍大一些可

以使车的转向更灵活。并且少量的Toe-out可以使车更容易行驶直线。但过大的

Toe-out会使车子在加速时、或者通过起伏路面时，变得不稳定，偏离直线。越

大角度Toe-in或Toe-out，越会减低车辆在直线行走的速度。

3.2 摄像头安装

3.2.1 摄像头安装示意图

摄像头的安装方式如图3.3所示。

图 3.3 摄像头安装示意图

3.2.2 摄像头安装原则

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对小车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图像采样效果和

对小车重心的影响两个方面。

安装的低了，易导致视野不够广阔，影响寻线的有效范围；安装得高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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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线在图像坐标上会变得过窄而无法被检测到。

若安装的太高，系统会因重心抬高而稳定性变差。若安装太靠前，则小车的

重心会前移，进而在前行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点头”的不稳定情况，重心前移也

易导致驱动轮即后轮对地的压力减小，容易出现驱动力不足或者打滑的现象。

安装位置合适的一个原则就是：摄像头的安装，首先必须满足头像采样效果

的需要。控制策略简单，则所需的拍摄范围就可较小；反之策略复杂，需获得的

赛道信息较多，则拍摄范围应大一些。其次，摄像头的安装对小车重心的影响不

能导致小车出现运动不稳定的现象。综合考虑后，我们选择如图3.3所示的安装

方式。

3.3 电路板及电池的安装

在中避震器前端固定架的左侧固定了一根立柱，它与原先用于固定车壳的两

根立柱一同将我们的主电路板固定与车模的上方。我们充分利用了安装防撞板的

孔，制作的后排红外检测电路板刚好适合安装，固定方便可靠。电池放在模型车

专门设计的电池架上，并用束带拉紧。安装图片如3.4、3.5所示。

3.4 本章小结

小车的机械性能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小车重心问题。电路板的安装

和摄像头的安装在满足功能前提下一定要定要考虑小车的机械稳定性和可靠性。

另外，经过半年的制作发现，电机的安装（齿轮啮合松紧）和轮胎的摩擦系数对

小车的性能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制作过程不应忽视该问题。

图 3.4 主电路板安装图 图 3.5 车底电路板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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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电源管理模块

电源是一个系统正常工作的基础，因此电源的设计至关重要。小车供电采用

组委会提供的7.2V 2000mAh Ni-cd电池，本系统很多模块还需要其它的电压，电

源系统结构如图4.1所示：

图4.1 电源系统结构图

4.1 5V 电压的获取

（1）LM2576-5V 该芯片为单片降压式开关电压调整器，输出电压5.0V；

最大输出电流3A；具有热关闭和限流保护功能。因此，开关稳压电源的功耗极低 ，

其平均工作效率可达70%～90%。该芯片最大允许电流为3A，完全满足需要，而且

该芯片热损耗小。

该芯片典型应用电路图如4.2所示。

图4.2 2576-5 典型应用电路

（2）LM2940-5 该芯片较LM2576-5而言，能够在低压差的情况下稳定的工作 ，

故该芯片给MCU供电是个不错的选择。从图4.2可以看出，LM2576-5工作电压在

7.0~40V之间，而组委会提供的电池标称电压为7.2V，所以该芯片易出现输出电

压低于5V的情况。该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如图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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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LM2940-5 典型应用电路

4.2 6V 电压的获取

舵机工作电压为6V，而且一定要固定该电压，不然舵机的中心位置对应的PWM

脉宽会变动，致使小车工作不稳定。6V电压的获取是通过LM1085-ADJ得到的。输

入电压为7.2V电池电压，输出电压通过调节电位器得到。该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

如图4.5所示。

图 4.5 LM1085-ADJ 的典型应用电路

4.3 9V 电压的获取

市场上购买的CMOS摄像头额定工作电压在9V，而市场上一般没有从7.2V或者

5V直接升压至9V的电源芯片，所以9V电压的获取本设计考虑了以下几种方案。

（1）利用升压斩波电路自己制作 虽然这样成本低，但是制作周期长，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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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差，稳定性也不是很好，所以放弃该方案。

（2）利用MAX632将5V（电池电压通过LM2940-5降压而得）升压到12V，然后

利用LM7809或者LM2940-9降压得到9V。该方法可以达到效果，但是这样“绕来绕

去”会增加电路的功耗，使电池使用时间减少。所以放弃该方案。

（3）市场上可以订做升压模块，而且为开关式，具有保护功能，输出电压

稳定，价格也可以接受（30元左右）。所以，综合考虑后选择该升压模块，其输

入为+5V，输出为+9V。

该模块外形如图4.6所示：

4.4 本章小结

电源是系统稳定工作的必要条件，也是尤为重要的前提。电源管理的原则是 ：

当电池电压逐渐下降时，依然能提供稳定的电压输出，自身热消耗小，使用效率

高。

图 4.6 升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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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舵机转向控制模块

5.1 硬件电路

转向机构采用 S3010 型舵机进行驱动，其外观图和各项参数如图5.1和表

5.1所示。

在硬件连接上共有三根线，使用方便：

（1） 红线：电源线，接+6V 供电；

（2） 黑线：地线

（3） 白线：控制信号线，接单片机一路 PWM 输出。

舵机电流变化大，是个很大的干扰源，其供电最好与其他模块分开，本设计

采用 LM1085-ADJ 输出的+6V 电压供电，地线通过一个 0 欧姆电阻与主电路板共

地。

5.2 软件控制

舵机的控制即是在控制线输入一个周期性的正向脉冲PWM信号，这个周期性

脉冲信号的高电平时间通常在0.5ms～2.5ms之间，而舵机的控制频率在50Hz～

200Hz之间，其控制要求如图5.2所示。图5.3表示了一个典型的20ms周期性脉冲

的正脉冲宽度与舵机的输出臂位置的关系。

图 5.1 舵机安装图

表 5.1 S3010 型舵机参数

S3010S3010S3010

S3010

型舵机

工作电压 4.8V 6.0V
工作速度 0.21+10.02[Sec/60°] 0.16+10.02 [Sec/60°]
堵转力矩 5.9+1.5[Kg*cm] 6.5+1.3[Kg*cm]
空闲电流 MAX 15mA MAX 15mA
工作电流 130+25mA 145+30mA
工作角度 45 度/脉宽移动 400usec
外观尺寸 40.0×20.0×38.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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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舵机控制要求

图 5.3 输入脉冲与转角关系

由于车模在转向的时候不仅受到舵机转向极限位置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车模

前轮转向硬件条件的影响，通过测试得出，舵机不能转向到其自由的极限位置，

系统中其左右极限位置为36度。而其每个转角对应的脉冲宽度近似地成一线性关

系，约为45°/µs，其极限转角对应脉宽约为1.18ms～1.82ms，如图5.4所示。因

此可以通过软件来限定舵机的左右转向极限位置，防止舵机因堵转而烧坏。

舵机的控制线即白线线接到MC9S12DG128B的PWM5口，由MC9S12DG128B的PWM

通道4和通道5联合成16位的PWM控制，提高舵机控制的精度，控制频率采用200Hz

以提高舵机的反应速度。

0.5m s 脉冲右转极限位置
1.5m s 舵 机 静 止
2.5m s 脉冲左转极限位置

5m s≦T≦2 0 m s

0.5m s≦脉 宽 ≦2.5m s

5V

0V

≈

≈

≈

≈

≈

－9 0 °

－4 5 °

0°

4 5 °

9 0 °

输入正脉冲宽度（周 期 为 2 0 m s） 伺服马达输出臂位置

0.5m s

1.0m s

1.5m s

2.0m s

2.5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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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舵机转角与脉宽的关系

理论依据：舵机脉宽与转角在-45度到+45度范围内大致成线性变化的规律。

单片机通过PLL将总线频率倍频到36M，有

Clock SA=Clock A/(2 * PWMSCLA)=Bus Clock/192

20ms时间需要计数22500。由舵机的线性关系可以知道，

PWMDTY01=3450+K*angle（正转的时候）

PWMDTY01=3450-K*angle（反转的时候）

舵机有2~5ms的延迟，5%左右的误差，所以精确到1~1.5度是合适的，可以将

angle定义为现实角度的1~1.5倍。

创新点：通过倍频后，可以提高角度控制的精度，能够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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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红外检测模块

6.1 该模块的功用

该模块主要用于检测跑道的起跑线，CMOS摄像头通过软件算法也可以找出起

跑线，但计算起来要麻烦一些，相比而言，通过在车尾安装两个红外传感器更容

易达到目的。检测起跑线的目的是：小车进入第二圈后采用另一种速度方案或算

法，通常第一圈采用“保守”的方案前行，确保小车能跑完全程而获得成绩，第

二圈可以“冒险性”的尝试新的算法和更快的速度。检测起跑线另一个用处是：

当小车跑完全程后能自动停止下来，而不用人为的去“追赶”。

6.2 硬件电路

由于比赛中存在坡道，所以传感器的安装和选型很重要。安装在前排很容易

在上下坡道的时候“搁地”，安装在底盘容易在上坡道后进入平道的转折处搁地 ，

经考虑，本设计选择安装在车尾处，选择检测距离为1～2cm左右的TCRT5000红外

传感器。

该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一般红外传感器一样，具有一个红外发射管和一个红

外接收管，当发射管的红外线经反射被接收管接收后，接收管的电阻会引起变化 ，

在电路上常体现为电压的变化，进而通过AD转换或者经LM324N等电路整形后得到

处理后的结果。电阻的变化取决于接收管所接收的红外线强度，常表现在反射面

的颜色和反射面离接收管的距离两个方面。硬件电路原理如图5.1所示：

图 5.1 红外检测模块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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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硬件电路及安装位置如图5.2所示：

说明：上述电路板中，我们仅用到最左边与最右边两个传感器来检测起跑线 ，

两者之间的间隔为：12.3CM。该电路板早期制作的目的是与一个单排9个的红外

传感器电路板一起用来检测跑道信息的，但是后来改成了摄像头方案，所以该电

路板就搁置没用了。

6.3 算法实现

由于传感器安装的特殊位置，小车在直道，弯道，S道运动时，两个传感器

不会同时检测到黑线，而仅当通过起跑线，“十”子路时才会出现。当红外传感

器检测到黑线后会传给单片机一个逻辑“1”电平（通常为逻辑“0”电平），通

过计数就可以判断第二圈是否到来。由于初赛和决赛的赛道有所不同，进而出现

两个传感器同时检测到黑线的次数N也不相同，我们通过键盘设定N的值，比如预

赛时为4，决赛时为6。小车跑完全程自动停止时的计数，预赛为7，决赛为11，

在程序上可以用N+3，N+5表示。

图5.2 前排红外传感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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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电机驱动模块

7.1 硬件电路

电机是小车前行的直接动力源，电机的控制效果直接影响小车的速度以及前

行的稳定性。本设计最终选用了Freescale公司的MC33886作为直流电机的驱动芯

片，该芯片内部具有过流保护电路，刹车效果好，驱动能力强，接口简单易用等

特点。

驱动电路由两片MC33886组成，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大的驱动能力，试验也证

明了这一点。驱动电路如图7.1所示，只要通过程序改变IN1与IN2的PWM波形占空

比，就能实现电机的调速与正反转。

图 7.1 电机驱动电路

7.2 PWM 初始化设置

单片机通过PWM1、PWM3来控制电机的调速与正反转控制，初始化代码代码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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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名称：PWM_Init()

//参 量：无

//函数功能：用于 PWM 初始化

//------------------------------------------------------------------------------

void PWM_Init(void)

{

PWMCTL_CON45=1; //四五两个八位的通道结合成十六位的通道从五通道输出

PWMCLK=0x0a; //通道时钟选择寄存器,通道 1 选择时钟 SA,通道 3 选择时钟 SB,通道 5 选择时钟 A

/*十六位输出选用 1/16 时钟频率,八位输出选用 1/192 时钟频率*/

PWMPRCLK=0x34; //时钟预分频寄存器,时钟 A 频率为 Bus Clock/16,时钟 B 频率为 Bus Clock/8

PWMSCLA=0x06; //A 时钟分频寄存器 Clock SA=Clock A/(2 * PWMSCLA)=Bus Clock/192

PWMSCLB=0x0c; //B 时钟分频寄存器 Clock SB=Clock B/(2 * PWMSCLB)=Bus Clock/192

PWMPOL=0x2A; //通道极性寄存器,若通道相应位为 1 时,在每一个周期开始时通道输出为高,到达

//占空比时,输出变为低;/若通道相应位高为 0,则在每一个周期开始时通道输出

//为低,到达占空比时,输出变为高

PWMPER1=100; //周期设置寄存器,赋的数值即为每一个周期包含的时钟数,

//电机 8bit 周期 0.533ms

PWMDTY1=20; //占空比设置寄存器,赋的数值即为每一个周期内高电平所占的时钟数

//在这里占空比为 20%

PWMPER3=0;

PWMDTY3=0; //通道 3 输出一直为低低电平,和通道 1 形成电压差,用于驱动电机

PWMPER45=45000; //周期为 20ms

PWMDTY45=3450; // 为了设定占空比为 1.5ms ,直线前进

PWME=0x2a; //通道使能寄存器,电机 1,3 通道,舵机 5 通道使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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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摄像头采样模块

摄像头采集赛道黑线信息是本系统赛道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本章将从摄像

头工作原理、图像采样电路设计、和采样程序流程图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8.1 摄像头工作原理

摄像头常分为彩色和黑白两种摄像头，主要工作原理是：按一定的分辨率，

以隔行扫描的方式采样图像上的点，当扫描到某点时，就通过图像传感芯片将该

点处图像的灰度转换成与灰度成一一对应关系的电压值，然后将此电压值通过视

频信号端输出。

图 8.1 摄像头视频信号

在示波器上观察可知摄像头信号如图8.1所示。摄像头连续地扫描图像上的

一行，就输出一段连续的电压视频信号，该电压信号的高低起伏正反映了该行图

像的灰度变化情况。当扫描完一行，视频信号端就输出一低于最低视频信号电压

的电平（如0.3V），并保持一段时间。这样相当于，紧接着每行图像对应的电压

信号之后会有一个电压“凹槽”，此“凹槽”叫做行同步脉冲，它是扫描换行的

标志。然后，跳过一行后（因为摄像头是隔行扫描的方式），开始扫描新的一行 ，

如此下去，直到扫描完该场的视频信号，接着就会出现一段场消隐区。此区中有

若干个复合消隐脉冲（简称消隐脉冲），在这些消隐脉冲中，有个脉冲，它远宽

于（即持续时间长于）其他的消隐脉冲，该消隐脉冲又称为场同步脉冲，它是扫

描换场的标志。场同步脉冲标志着新的一场的到来，不过，场消隐区恰好跨在上

一场的结尾部分和下一场的开始部分，得等场消隐区过去，下一场的视频信号才

真正到来。摄像头每秒扫描25 幅图像，每幅又分奇、偶两场，先奇场后偶场，

故每秒扫描50 场图像。奇场时只扫描图像中的奇数行，偶场时则只扫描偶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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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图像采样电路设计

在本次比赛中赛道仅由黑白两色组成，为了获得赛道特征，只需提取探测画

面的灰度信息，而不必提取其色彩信息，所以本设计中采用黑白摄像头。型号为 ：

XB-2001B，分辨率为320*240。

为了有效地获取摄像头的视频信号，我们采用LM1881提取行同步脉冲，消隐

脉冲和场同步脉冲，电路原理图8.2所示。将视频信号通过一个电容接至LM1881

的2脚，即可得到控制单片机进行A/D采样的控制信号行同步HS与奇偶场同步信号

ODD/EVEN。

图8.2 视频同步分离原理图

摄像头视频信号端接LM1881 的视频信号输入端VIDEO_IN，同时也接入S12

的一个AD 转换器口PAD0。LM1881 的行同步信号端（引脚1）接入S12 的中断口

PT2。之所以选用带中断的I/O 口是因为，行同步信号（即对应摄像头信号的行

同步脉冲）持续时间较短，为了不漏检到行同步信号，若使用普通I/O 口，则只

能使用等待查询的方式来检测到行同步信号，这会浪费不少S12 的CPU 资源。

LM1881 的奇-偶场同步信号输出端接S12中断口PT1由此作为奇-偶场同步信号的

换场的标志信号，也可作为场信号到来的标志。

上述摄像头、LM1881 电路构成了本智能车定位系统的图像采样模块。

8.3 采样程序流程图

摄像头每秒25帧图像，每帧分为奇、偶两场，每秒供50场，奇场时只扫描图

像中的奇数行，偶场时则只扫描偶数行。由于奇偶场所得的图像差别很小，故没

有对奇场偶场的图像分开分析，即没有区分奇偶场。

为了减轻S12的负担，我们没有必要对所有行都进行采样，只需对每场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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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行即满足要求。由于每场开始的前22行为场消隐信号，故开始采样行需从22

行以后开始，我们选择从31行开始，并且每间隔8行采一次。

结合图8.2，当PT1有变化时，说明新的一场开始了，并且此时开始对行同步

信号重新计数。当PT2口每检测到一个上升沿，表明一个行同步信号刚过去，让

计数变量加一。当计数变量增为30时，表明第31行视频信号开始了，并对此行信

号进行采样。然后根据计数变量的值来控制每隔8行采一行视频信号。由于采用

中断的方式，单片机不会因为处理其他程序而漏掉赛道的采样。

ECT中断初始化设置如下：

void ECT_init(void)

{

TIOS=0x00; //all input capture

TSCR1_TFFCA=0; //FAST FLAG CLEAR

TCTL4_EDG1A=0;

TCTL4_EDG1B=1; //场中断(PT1)输入下降沿捕捉

TCTL4_EDG2A=0;

TCTL4_EDG2B=1; //行中断(PT2)输入下降沿捕捉

TIE_C1I=1; //场允许中断

TIE_C2I=0; //行中断关

}

程序流程图如图8.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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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图像采样流程图

8.4 AD 采样设置

由于行同步脉冲出现的间隔时间是一定的，约为62us，因此为了保证每行采

集的点数达到有效指导小车前行的数目（取每行40个点），AD采样的周期不应大

于62/40=1.43us。每行采样点数的确定原则是：不会出现漏检黑线的情况，保证

每行采集的点中至少有1~2个是黑线信息。选取每行检测40个点是满足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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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行消隐信号出现每行开始的4.2us内，因此采集的前几

个点要去掉，不然可能会误认为是黑线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AD采样的频率设置是尤为重要的，下面是关于的AD的初始化

设置：

void ATD0_Init(void)

{

ATD0CTL2=0xc0;//使能ATD转换,访问清除标志，忽略外部触发,关闭ATD中断

ATD0CTL3=0x08; //执行一次转换后停止

ATD0CTL4=0x81; //8bit,14 A/D Clocks

//转换时间14/9M=1.555us,一行采40个点

ATD0CTL5=0xa0; //在结果寄存器中右对齐,连续转换

ATD0DIEN=0x00; //ATD输入通道使能寄存器

//当相应通道等于0时,相应的通道输入为模拟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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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车速检测模块

在第二章的方案论证中提到，测速模块的设计欲采用基于反射式的光电编码

盘测速模式。在主驱动齿轮的轴上安装一张黑白相间的码盘，将反射型光电传感

器安装车尾的架子上，当黑白码盘交替通过时，产生一系列电脉冲，由此获取转

动角度。

9.1 传感器的设计与安装

反射型光电传感器检测速度的原理和检测赛道黑白线时的原理是一样的，不

同的是这里只要采用连续工作方式就可以了。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收发管选用适

合近距离检测的G-105光电传感器，另外发射管的限流电阻为470欧姆，接受管的

分压电阻为10K欧，这样选择电阻的好处是发射管电流适中，接受管信号可以不

经比较器直接输入S12 单片机的引脚，而且得到的信号即为逻辑高低电平。

编码盘的制作很方便，在电脑上用AutoCAD软件绘制直径为15CM的圆，然后

等分为32份，间隔涂上黑色后打印出来。取一张废旧的电话卡，用双面胶把打印

出来的纸质码盘粘上，然后沿边缘剪下。用小刀在码盘中心打孔，然后安装在轮

轴上，安装后轮的螺丝会将码盘牢牢的固定住，制作方便可靠。

编码盘及传感器的安装如图9.1，图9.2所示：

当圆盘随着齿轮转动时，光电管接收到的反射光将强弱交替变化，由此可以

得到一系列高低电脉冲。设置S12 的ECT 模块，同时捕捉光电管输出的电脉冲的

上升沿和下降沿。通过累计一定时间内的脉冲数，或者记录相邻脉冲的间隔时间 ，

可以得到和速度等价的参数值。

9.2 编码盘安装图
图 9.1 编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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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知：轮胎一圈直径为52mm，编码盘共有32个黑白边缘，即轮胎转动一

圈将引起64个脉冲数累积。假设对脉冲数累积的时间为t，在这段时间内共获取

了n个脉冲数累积。则赛车速度为：

t

n

v
52

64





9.2 硬件电路设计

检测电路和制作的电路板如图9.3、图9.4所示：

9.3 ECT 模块初始化设置

本设计采用PT3口作为脉冲信号输入。首先通过设置寄存器TIOS，设置PT3

针脚为输入；然后设置TCTL4 寄存器，选择既获取上升沿又获取下降沿。之后，

设置ICOVW_NOVW，保护脉冲累加器的数据。通过ICPAR，对脉冲累加器进行

使能，使其开始工作。设置此寄存器之后，脉冲累加器开始计数。之后通过读取

PACN3 这个寄存器，获取当前的脉冲累加值。

图 9.3 测速电路 图 9.4 测速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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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T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ECT_init(void)

{

//speed PT3初始化

TCTL4_EDG3A=1;

TCTL4_EDG3B=0; //脉冲计数(PT3)上升沿捕捉

PACTL_PAEN=0; //关闭十六位计数器

ICPAR=0x08; //使能PT3口8位计数功能

DLYCT=0x01; //Delay 256 bus clock cycles,消除抖动

TSCR2_PR=1; //计时器预分频

TSCR1_TEN=1; //timer en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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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坡度检测模块

本届智能车竞赛赛道与第一届相比，主要的变化是增加了坡道，由此可以看

出比赛的难度将逐年加大。坡道处理的好坏将影响小车最终成绩，因此本参赛队

对坡道进行了单独的处理。本章将从方案论证、硬件电路和算法处理三个方面对

小车过坡道的情况进行分析。

10.1 方案论证

坡道检测有很多方法，方案确定初期本队伍考虑了三个方案。

★ 方案一：安装不同角度的水银开关管

水银开关是由玻璃管，水银滴和引脚线组成的一个开关元件，主要利用水银

的导电性和可流动性原理。如图10.1所示。

为了检测坡道倾斜程度，我们可以安装两个不同倾斜角度的水银开关在车

上，电路处理上只需要接一个电阻形成上拉或下拉，然后引到单片机I/O口即可，

非常方便。因为比赛的坡度在12°至15°之间，故可以将水银开关安装在+12°

和-12°上。

图 10.1 水银开关

当小车所处的赛道平面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大于+12°或者小于-12°时，水

银开关便会将开关打开或者关闭，单片机I/O口的电平也就会跟着变化，进而可

以检测处坡道。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水银开关的玻璃管长度有所要求，如果过短 ，

那么在小车急加速或者急减速的时候，由于惯性的作用，水银滴可能出现不希望

看见的打开或关闭现象，即出现误判。

图 10.2 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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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的优缺点：该方案实现方便，电路以及算法都很容易实现，而且成本

低廉。经验证，该方案可以实现+12°以上和-12°以下的坡度检测。本方案对水

银开关安装位置有很严格的要求，由于是离散的检测，如果需要检测更多的、不

同的坡度，则需要更多的水银开关和单片机资源。本方案只能进行粗略的检测，

精度不够高，但是对于本次比赛这种坡度单一的赛道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 方案二：采用加速度传感器MMA1260D

该芯片为Freescale公司生产的单轴加速度传感器，主要用于检测Z（竖直方

向）的加速度，可以实现本次比赛坡度的检测，通过AD转换检测坡道，精确度高 ，

使用方便。

★ 方案三：采用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Q

该芯片为Freescale公司生产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主要用于检测X，Y，Z三

个方向的加速度，主办方提供了集成的STAR模块，如图10.3所示。

图10.3 STAR模块

如果使用该模块，需仔细阅读该模块的电路原理和使用方法，而且涉及串口

通讯，开发周期要长一些。由于比赛仅需要检测Z方向的加速度，所以没有必要

选择该模块，而且该模块体积较大，使电路板安装不便，另外也会增加小车的重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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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经比较，本队伍选择方案二实现小车坡道的检测。

10.2 硬件电路

图10.4所示电路为MMA1260D的典型应用电路，该电路连接方便，Vout脚接S12

的PAD1口即可。

使用时注意以下几点：

1）在VDD和地直接接一个0.1uf电容为了减小电源杂波，保持电源稳定；

2）芯片的信号引入到单片机的连线要尽量短；

3）使用一个由1K欧姆电阻和0.01uf电容组成的RC滤波电路减小加速度计的

时钟噪声。

4）PCB布线要注意噪声对电源和地线的影响。

5）如果是开关电源供电，注意AD采样的频率尽量不要与电源的开关频率相

同。

10.3 算法处理

为了让小车识别坡道，关键是要了解该芯片的工作特性，AD转换后要进行实

地检测，进而找出不同坡道所对应的AD转换后的值。根据MMA1260D资料的说明，

可以知道该芯片的静态加速度和输出电压与芯片相对于地心引力的位置有关，如

图 10.4 MMA1260D 的典型应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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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所示。

AD转换后，将小车放置在不同倾斜的坡道上，并用LCD适时显示AD转换的结

果，进而可以可以实现坡道的检测。当小车检测到上坡时，应加大驱动力，即需

要增大PWM占空比，反之，检测到下坡时则需相应减小速度。

图 10.5 MMA7260D 静态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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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软件系统与控制策略

前面几章分别从硬件电路的设计和软件实现等方面阐述了各模块的功能以

及实现方法，那么对于小车这个系统而言，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将上述各模

块整合在一起，高效合理地指挥小车快速前进了。本章将主要从S12单片机资源

分配、赛道分析、舵机转向策略和电机闭环控制几个方面来说明整车的控制策略 。

11.1 S12 开发工具（环境）说明以及资源分配说明

本次大赛统一使用MC9S12DG128B为主控制器，软件编译及调试平台如下：

(1) 编译软件：Metrowerks，CodeWarrior 4.5。

(2) 调试工具：BDM for S12。

(3) 调试系统：P4 2.4GHz，256RAM，Windows XP。

MC9S12DG128B模块及端口使用如下：

(1) 时钟模块

产生实时中断。

(2)定时器模块

共使用了3个ECT中断，设置为输入捕捉模式。一个用于CMOS摄像头场中断信

号检测，一个用于CMOS摄像头行中断信号检测，一个用于测速脉冲的检测。

(3)PWM模块

使用了3个通道。一个16位输出用于舵机控制，2个8位输出用于电动机双极

性控制。

(4)ATD模块

使用了两个AD转换口，分辨率为8位，一个用于检测CMOS视频信号，一个用

于检测MMA1260D的坡度信号。

(5)H端口、A端口、B口

用于4*4键盘，LCD数据及控制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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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串口模块

调试过程中用于向PC机传输数据。

11.2 软件系统流程图

小车的软件控制流程图，如图11.1所示。

图 11.1 系统软件结构图

11.3 赛道分析及优化

本次竞赛的赛道主要有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如表11.1所示。各种不同的赛道

应有不同的速度以及方向控制策略。沿线走可以保证小车的行驶稳定性，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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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并不是小车行驶的最优路径，没有优化的路径会使小车行驶的距离加大，复杂

的弯道会严重影响小车的速度。

表11.1 赛道分析及路径优化

11.4 舵机方向控制

本系统采用中断的方式接受赛道信息并告知CPU黑线位置发生变化，为

了保证小车有正确的转向并保证前行的稳定性，我们将采集到的黑线斜率分为三

段，分别使用不同的转向系数来控制舵机。

在第五章中讲到，舵机的转向是由PWM控制的，存在如下关系：

lKtC   _

其中：

  ：表示最终输入舵机的脉宽

_ :C  表示小车处于中线位置对应的脉宽

Kt :表示舵机转向系数

:l 表示与黑线斜率的相关量

经多次测量，当舵机在+6V供电的情况下，脉宽PWMDTY45=3450时，舵机处于

正中位置，即 。_  3450C  ＝

小车在行进中要不断的调整前轮的转向，在路径波动强度较低的时候，不能

突然地改变方向太多，特别是高速的时候，这样会导致小车走蛇形线。为了避免

在直道上走蛇形线，转弯控制中需要加上“柔性控制”。越是靠近小车的中心轴 ，

角度改变的比例就越小。所以我们设置了三种转弯模式，其中舵机转向系数分别

序号 赛道特点 行驶特点 路径优化 行驶特点

（1） 直线赛道 稳定性高 沿线行驶 高速行驶

（2）
90°或者 90°
以上的弯道

稳定性一般
走内圈，减小

路径弧长

减速入弯，入弯

后加大速度

（3） 小“S”弯道 稳定性一般 直线行驶 中高速行驶

（4） 大“S”弯道 稳定性差 走交叉小“S”

适当减速，以最

大完全过弯速

度行驶

（5） 坡道 稳定性一般 沿线行驶
上坡增大，下坡

减小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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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1、33、37。

程序代码如下：

//-------------------------------------------

//函数名称：turn()

//参 量：无

//函数功能：该程序为小车转弯控制

//-------------------------------------------

void turn1(int j)

{

PWMPER45=45000; //周期为20ms

PWMDTY45=3450+21*j;

}

void turn2(int j)

{

PWMPER45=45000; //周期为20ms

PWMDTY45=3450+33*j;

}

void turn3(int j)

{

PWMPER45=45000; //周期为20ms

PWMDTY45=3450+37*j;

}

11.5 速度闭环控制

11.5.1 方案论证

★ 方案一：PID控制

在控制领域中，PID算法是经典的闭环控制策略，其理论基础较为健全。基

于反馈的控制的PID算法常包括三个部分：测量、比较和执行。即把测量到关心

的变量与期望值相比较，然后用这个误差纠正调节控制系统的响应，如图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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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PID速度控制模块

其工作原理如下：

0

1 ( )( ) [ ( ) ( ) ( ) ]
t

dp
i

de tu t e t e t dt
dtk TT

  

式中 为积分时间常数； 为微分时间常数； 为比例系数，e(t)为误iT dT pK
差项，u(t)为控制量。

令 为采样时间，得到离散控制算法：T

1 2 3
( ) ( ) ( 1) ( ) ( 1) ( 2)u k u k u k e k e k e kk k k        

其中 1 32
( 2 )  ,   , p i d p d dkk k k k k k k k      

以此算法为基础，很容易在CodeWarrior上，用C语言编写出控制算法。

PID算法在控制的同时，结合加速度传感器传回去的速度，位置信息，将误

差项也放到PID算法中进行消除。

该方法的难点在于实验的调试，不通过大量的试验很难得到满意的比例，微

分，积分三个参数，需要很长的调试周期。

★ 方案二：采用Bang-Bang控制

电机在空载运行时，加减速特性较好，但是在负载运行时，响应特性较软，

而控制周期相对于电机的响应特性较短，本设计可采用Bang-Bang控制方法来实

现小车的速度闭环控制，相对于PID控制而言，该方法实现方便，效果良好。

经过长时间调试比较，发现PID存在难以调试这个缺点，效果上与Bang-Bang

控制方法相比没有特别大的优势，所以最终决定采用后者作为速度闭环控制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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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Bang-Bang 速度控制

在每一个控制周期中，检测一次赛车的当前速度值。若速度值小于预定的速

度值，则将驱动电机PWM输入占空比设置为较大的值，比如90%；若速度值小于预

定的速度值，则将驱动电机PWM输入设置为较低的值，比如40%。控制流程图如图

11.3所示。

图11.3 速度控制流程图

11.5.3 程序代码

//---------------------------------------------------------------

//函数名称：speed()

//参 量：无

//函数功能：该程序把速度分档

//---------------------------------------------------------------

void speed(int s)

{ // get_speed=PACN3; //速度20ms采一次，编码盘的脉冲个数

if (get_speed>s) {

PWMDTY1=40;

}

if (get_speed<s) {

PWMDTY1=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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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赛道检测以及速度分配

要想取得较好的赛车速度成绩，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体现在对弯道，直道识

别的前瞻距离上，有了较大的前瞻距离，进而实现安全过弯、快速通过直道，提

高比赛成绩。

比赛前期也曾做过光电传感器方案，但相比而言，摄像头有很大的优势：1）

相对广光电传感器，可以获得更大的前瞻距离；2）不仅可以获得但行的黑线信

息，还可以同时获得多行的黑线信息。根据图像采样模块的介绍，最终以8行信

息作为弯道、直道的判断算法依据。

在单行黑线边沿检测提取算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8行的数据中每行

黑线位置与10 行平均位置之相对位移，然后求8行相对位移之和（见公式

11.1）。最后根据该值的大小并且结合实际赛道实验数据，来确定弯道和直道之

间的阀值大小，而且，随着弯道系数的增大，该位移之和也会相应增大。

（公式11.1）

8

0

8

0

[ ]

8

| [ ] |

hang

hang

a hang
zhongxin

xielv a hang zhongxin







 





根据该算法可以得到一组直道，直道入弯出弯、以及S道的一组xielv（斜率 ）

数组。如图11.4，表11.2、11.3、11.4所示。

图11.4 赛道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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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直道弯度系数

表11.3 普通180度弯道弯度系数

表11.4 S弯道弯度系数

注：以上数据为实地测量，已考虑前瞻性，故所测数据并不是图上所标的序号所对应位

置的弯度系数，前瞻距离为40CM左右。

若xielv值越靠近20，说明前方道路越直，则可以用前文中所述的速度闭环

将赛车控制在一个较高的速度。反之，xielv的值越偏离20，则应用速度闭环将

赛车控制在较低的完全过弯速度。

直道

序列 1 2 3 4

xielv 20 20 20 20

180度弯道

序号 1 2 3 4 5 6

xielv 20 13 8 6 7 19

S弯道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xielv 20 15 13 33 35 11 5 34 3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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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智能车的调试及人机交互模块

本章主要讲述小车的调试过程，以及人机交互模块的使用。小车的调试是一

个很重要的过程，有了理论的支撑，我们还必须用大量的实践去验证。小车的调

试涉及到很多内容，比如机械性能的调整、舵机转角的确定，速度闭环控制性能

的测试，赛道的制作等等。人机交互模块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比赛过程中不允

许修改任何硬件和软件，所以用人机交互模块进行参数的设置和模式的选择是很

必要的。

12.1 智能车的调试

12.1.1 车速闭环调试

为了获得快速的加减速特性，小车的速度控制采用BangBang调节方法。

调试方法：程序给定小车某速度在路面上行驶，将小车在路面上由静止加速

到稳定状态的速度值记录到S12的RAM中，然后通过串口将数据输入到PC上，然后

用Matlab绘图，观察曲线的特性。经实验比较，通过BangBang闭环控制后，小车

的加减速特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反应更加的灵敏，从而为小车赢得了时间。

12.1.2 舵机转角调试

该实验的目的是使小车对于不同的路线能给出合适的转角，比如在直道小车

要避免振荡，弯道能平滑地跟踪黑线等等。

调试方法：小车舵机的转角是由公式给出的，但实际转角往往和理论值略有

差别。我们需要通过实验予以校正。调试方法可以借鉴第一届上海交通大学技术

报告，即在小车前轮上固定一个激光发射电筒，通过“放大”后，依据三角函数

关系，计算转角与PWM脉冲的关系。

12.1.3 机械性能调试

经过几个月的制作，可以发现机械性能对小车整体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

小车的重心与摄像头支架选用的材料、安装位置，电路板的安装、电池的安装有

直接的关系。小车的重心不应过高，不应太靠前，最佳位置应该在电池附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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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过高过前，会导致小车高速运行时，后轮驱动力不足，舵机转向吃力，甚至左

右“抬脚”或者“翻车”。

调试方法：用物理学的里面的“悬线法”，然后观察小车的稳定效果，若不

满足要求，则不要不断地修正。

12.1.4 赛道的制作

赛道的制作也很关键，主要把握两个原则：“规范性”和“完整性”。制作

的赛道必须包括本次大赛要求的所有特征，直道，弯道（包括不同曲率半径，不

同角度的），S道，坡道等。赛道制作由易到难进行，和算法的逐步优化同步，

这样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图12.1，图12.2是我们制作的部分赛道。

12.2 人机交互模块

12.2.1 LCD 显示模块与 4*4 矩阵键盘模块

设计LCD显示模块与4*4矩阵键盘模块，是为了方便调试过程中进行参数的设

定和模式的选择。

（1）键盘模块

键盘示意图如图12.3所示：

图 12.2 制作的赛道（含坡道）图 12.1 制作的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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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键盘示意图

键盘为系统的输入设备，通过H口与S12相连，一共设置了4个功能键，其中

duty为电机最高占空比设置，center为当前检测的黑线斜率，Num为起跑线和“十”

字线个数，C_duty为舵机中心占空比设置。

（2）LCD显示模块

LCD作为系统的显示模块，是人机交互界面的主要组成部分，考虑到小车的

整车重量，本设计最终选用了一款较为轻质的LCD，型号为：DM1260B，如图12.4

所示。该液晶模块内部的字符发生存储器（CGROM)已经存储了160个不同的点阵

字符图形（内含英文字母和数字），不带中文字库。

本模块电路如图12.5所示：

图 12.4 DM1602 液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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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1602采用16脚接口，其中VSS接地，VDD接5V正电源，VO为液晶显示器对比

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产生“鬼

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2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

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时进行

读操作，低电平时进行写操作。当RS和RW共同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或者显示

地址，当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忙信号，当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

以写入数据。E端为使能端，当E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

D0~D7为8位双向数据线。

LCD的驱动程序涉及到以下函数，详细代码请参考附录。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us); //延时微秒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ms); //延时毫秒

void chk_busy(void); //忙检测状态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图 12.5 DM1602 液晶模块外围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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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Init_lcd(void); //LCD初始化

void Init_PORTAB(void); //初始化AB口

void 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12.2.2 串口与 PC 机的通讯

小车在赛道上运动的时候，有很多数据是实时的，这些数据是调试的基础，

如果通过LCD来显示这些数据是不太现实的。由于开发板已有串行通信接口，已

经通过MAX232电平转换，因此可以直接和计算机通讯。首先把得到的数据以数组

的形式记录到S12的RAM中，然后通过串口将数据输入到PC上，这里使用了一个常

用的软件“串口调试助手”（如图12.6所示）来接收来自S12传过来的数据。通

过串口调试，极大的方便了调试的过程，特别对速度闭环调试有很大的帮助。

串口与PC机通讯，本设计编写了以下函数，具体代码请参考附录。

//函数申明

void Init_SCI(void)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_SCI(void) //实现S12向PC发送字符串,数字或字母

图 12.6 “串口调试助手”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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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end_SCI(unsigned char *Dpoint,unsigned int counter)

//入口参数:一个是数组指针,一个是数组的大小

//功能描述:发送一个数组并显示,用于显示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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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结论

13.1 车模主要技术参数说明

a）智能车外形参数

车长：35cm

车宽：17cm

车高：38cm

车重：约0.936kg

b）电路功耗，所有电容总容量

智能车采用组委会统一提供的7.2V镍镉电池供电，电路中共有12个电容，容

量总计1373.4μF。当模型车全功率开动时，功耗约为9.29.29.2

9.2

W~W~W~

W~

39.739.739.7

39.7

WWW

W

。

c）传感器种类及个数

摄像头 型号：XB-2001B 个数：1个

光电对管 型号：TCRT5000 个数：2个

光电对管 型号：G-105 个数：1个

d）除了车模原有的驱动电机、舵机之外伺服电机数量

本方案设计时除了车模原有的驱动电机、舵机之外没有引入新的电机。

e）赛道信息检测精度、频率

赛道信息检测频率50Hz，精度14.5mm 。

13.2 参赛总结

智能车的各控制模块的着手设计与制作是从三月份开始的，历经半年的努

力，小组全体成员分工明确，积极进取，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完成了整体方案的

确定、硬件模块设计；同时独立完成了各个模块的测试实验、软件算法和智能车

的整体调试，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摸索，不仅对 Freescale 的 S12 单片机和摄像头

视频信号采集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也熟练掌握了 CodeWorrior IDE 开发环境和

BDM 的调试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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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的机械特性对小车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摄像头支架的安装，以

及小车的重心安排。初赛结束后，本小组重新设计了一套摄像头支架，并对小车

的机械参数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修改，在算法没有任何修改的情况下速度有了极

大的提高，跑出了 2m/s 以上的成绩。

比赛前期，小组全体成员本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尝试了很多的方案和算法，

在 3~4 月份曾做过双排阵列光电传感器方案，也尝试过记忆算法。同时也做过大

量的测试实验，比如基于光电编码盘的路径总长测量，舵机特性测试，电机静态 、

动态特性测试，小车检测起跑线自动停止，串口通讯，Zgbee 无限通讯等。经过

大量的实验比较，最终确定了以摄像头为主，辅以光电传感器检测起跑线的路径

检测方案。光电方案主要比较可靠、简单，但是无法得到充足的控制信号信息，

并且无法探知更远的信息，所以在速度传感器和舵机控制上有一定的限制。而摄

像头的主要优点是就是探测距离远，路线信息丰富，难点是软件算法和视频信号

分析。

摄像头方案主要是通过320×240的黑白单板摄像头采集赛道图像信息，然后

利用LM1881芯片提取视频信号中的场同步和行同步信号，再根据这两个同步信息

利用硬件中断方式采集单行视频信号数据，进行AD 转换，将赛道信息转化为一

个2维数组。然后根据边沿提取算法，对白色底板、黑线引导线的赛道进行图像

处理，得到黑色引导线的位置，进而指挥舵机和电机的响应。为了使每行获得足

够多的黑线信息，就必须提高AD转换的频率，本设计对S12进行了超频，超频后

总线频率达到36MHz.

赛道信息获取后大致可以分为直道，弯道，S道，坡道及其组合。不同的赛

道应有不同的转向和速度。“赛道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比如小“S”道

可以走直线，弯道走内圈等等，这些都是提高成绩重要的途径。为了避免小车在

直道上走蛇形线，对舵机进行了“柔性控制”，不同斜率的黑线采用不同的舵机

转向系数。电机通过光电编码盘形成闭环控制，从而避免了开环控制下，因电池

电压不同而导致相同的PWM有不同的速度出现。

在控制策略上，本系统设计了两个光电传感器，用于检测起跑线和“十”字

路线的个数，从而使小车在第一圈的时候采用“保守模式”前行，保证第一圈不

冲出去而获得成绩，在第二圈时采用“激进模式”，冒险性地去尝试更高的速度

或者算法。

为了方便小车的调试，本系统设计了键盘和LCD液晶显示模块。当小车的算

法基本确定后，每次调试基本上就是修改几个参数，设置了键盘和LCD后，调试

就方便多了，就没有必要为了修改一个参数而去插上BDM重新下载一次程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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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键盘设置了三个功能键，用于设定经常需要修改的参数，同时LCD可以实

时显示黑线弯度信息等。

由于受知识水平和时间上的限制，本方案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比如：赛

道如何最优化，如何让小车沿着优化后的赛道快速行走。摄像头的选取，以及如

何安装才可以获得好的视角，同时不影响小车的机械性能等。

总结整个比赛的过程，本次比赛不仅使同学们得到了实战的锻炼机会，更是

培养了大家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本届较第一届而言，设置了坡道，

展望未来，智能车的比赛将向着更有挑战性的方向发展，比如在以后的比赛中可

以设置“隧道”，“S”形坡道等，祝愿中国的智能车比赛越办越好，也祝愿后

来的师弟师妹们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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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主要元器件列表

序号 元器件型号 数量 作用

1 LM1881 1 视频信号分离

2 LM2576-5.0 1 提供 5V 稳压

3 LM2940-5.0 1 提供 5V 稳压

4 LM1085-ADJ 1 提供 6V 稳压

5 MC33886 2 电机驱动芯片

6 MMA1260D 1 识别坡度

7 DM1602C 1 LCD 显示屏

8 B0509S-2W 1 5VDC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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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程序代码

Main.cMain.cMain.c

Main.c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mc9s12dg128.h> /* derivative information */
#include "Display.h"
#pragma LINK_INFO DERIVATIVE "mc9s12dg128b"

//-------------------------------------------------------
//宏定义 .
//-------------------------------------------------------
#define TUR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SPEAK PTJ_PTJ6
#define LIGHT PTJ_PTJ7
#define ENABLE 0
#define DISABLE 1

//#define SYSCLK 72000000 //系统时钟频率（Hz)
//#define BUS SYSCLK 36000000 //总线时钟频率 (Hz)

//-------------------------------------------------------
//全局变量 .
//-------------------------------------------------------
volatile int get_speed=0; //PT3口计数，速度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int counter_column=0; //行计数

volatile unsigned int heixian=0; //采集行的计数，共30行
unsigned int i=0; //中间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char j=0; //一帧有效行计数

volatile long all=0;
volatile unsigned int a[30][40];
volatile unsigned int dian[30]; //heixian 缓存

volatile unsigned int jilu[30]; //有效行数组

volatile unsigned int h=0; //20行后采样标志

//volatile int e[3]; //斜率缓存

volatile int tempx=0; //前后帧差值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ielv=20; //cmos斜率

volatile unsigned char zhongxin=20;
volatile int allz=0;
volatile int allq=0;

volatile unsigned in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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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atile unsigned char last=20; //上一帧斜率值

//unsigned char sci_dat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0,temp1 = 0,temp2 = 0;
unsigned char key=0,key1=100,key2=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enter,point,duty=0,cross=0,center=0,CROSS=1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OldGetScanKe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er=80;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1ms(long ms);
//extern int skan(void);
void SYSCLK_init(void);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ECT_init(void);
void PWM_Init(void);
void speed(int s);
void turn1(int j);
void turn2(int j);
void turn3(int j);
//void removebad(void);
//void Make_Turn(void);
//void Init_PORTHK(void);
//void sensor_route(void);
void ATD0_Init(void);
//void URAT0_Init(void);
//void Send_SCI(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receive_sci(void);
//void lcddisplay(int limit,int value);
//void URAT1_send_data(float var);
//void URAT1_ISR(void);
//int PID()
//void LED_DISP1(int LOW);

void PORTH_Init(void); //H口初始化

unsigned char GetScanKey(void); //得到键盘扫描码

void KeyLcdFunction(void); //执行键盘功能码

void GetFunctionKey(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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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断服务

//-------------------------------------------------------

//ECT1 场中断服务 ，开行TIE2
#pragma CODE_SEG NON_BANKED

interrupt void IRPT_ECT1(void)
{
unsigned int k; //一般变量

unsigned int g=0;
unsigned int p;
unsigned int turn_speed=0;
unsigned int l=0;

TIE_C2I=0;
TIE_C1I=0;
TFLG1_C1F=1; //清中断标志

/*float P=0; //P I D 参数

float I=0;
float D=0;
float u=0; //输出值

u=P*e[0]+I*e[1]+D*e[2]; //PID();
*/

get_speed=PACN3; //速度20ms采一次

PACN3=0;

for(k=0;k<30;k++) // 采灰度在35～50之间的点

{
for(p=3;p<37;p++)
{

if((13<a[k][p])&&(a[k][p]<26)&&(13<a[k][p+1])&&(a[k][p+1]<26))//&&(35<a[k][p
+2])&&(a[k][p+2]<50))

{
dian[k]=p+1;
break;
}
else
dian[k]=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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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k=0;k<30;k++) //弯度计算

{
allq=allq+dian[k];
if(dian[k]!=0)
{
jilu[j]=dian[k];
j++;
}

}
// s=all;

zhongxin=allq/j;

for(k=0;k<(j/4);k++) //弯度计算

all=all+jilu[k];
s=all;

xielv=all/(j/4);

tempx=last-xielv; //判断无效帧，连续变化

if((tempx>15)||(tempx<(-15)))
xielv=last;
else last=xielv;

//removebad(); //中值滤波

for(g=0;g<j;g=g++)
{
if(jilu[g]>zhongxin)
l=(jilu[g]-zhongxin)*(jilu[g]-zhongxin);
else l=(zhongxin-jilu[g])*(zhongxin-jilu[g]);
turn_speed=turn_speed+l;
}
allz=(turn_speed*100)/j;
turn_speed=0;

if((16<xielv)&&(xielv<24)) //摄像头黑线趋势控制速度及转弯

{
turn1(xielv-20);
speed(11);
}
else
if((14<xielv)&&(xielv<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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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2(xielv-20);
speed(5);
}
else if((12<xielv)&&(xielv<28))
{
if(allz>0) {
turn2(xielv-20);

speed(10);
} else {
turn2(xielv-20);

speed(10);
}

}
else if((7<xielv)&&(xielv<33))
{
if(allz>0)
{
turn3(xielv-20);
speed(10);

}
else
{
turn2(xielv-20);
speed(10);

}
}
else if((2<xielv)&&(xielv<38))
{
turn3(xielv-20);
speed(10);
}

j=0; //清标志

h=0;
all=0;
heixian=0;
allq=0;

TIE_C1I=1; //开中断

TIE_C2I=1;
}

//ECT2 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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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 CODE_SEG NON_BANKED
interrupt void IRPT_ECT2(void)

{
TIE_C2I=0;
TFLG1_C2F=1; //清中断标志

// sensor_route(); //红外识别

// Make_Turn(); //红外转弯

counter_column=counter_column+1; //行加1
if(counter_column>7)
{
counter_column=0;
if((h>30)&&(heixian<30))
{
for(i=0;i<40;i++)
{
while(!ATD0STAT1_CCF0); //AD转换

a[heixian][i]=ATD0DR0;
}
heixian++;

}
}
h++;

TIE_C2I=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t i,j; //数组清零

for(i=0;i<30;i++)
for(j=0;j<40;j++)
a[i][j]=0;

/*for(j=0;j<3;j++)
{
e[j]=17;
w[j]=0;

} */

//初始化

SYSCLK_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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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_Init();
DDRB = 0xFF;
PORTH_Init();
Init_lcd();
//RDRIV=0x93;

// while(!(PTJ&0x01))
// {
ATD0_Init();
PWM_Init();

//URAT0_Init();
// Init_PORTHK();

ECT_init();
/* put your own code here */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KeyLcdFunction();

//Send_SCI("abc");
}

//}

for(;;) {} /* wait forever */
//*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never leave this function */

}

#pragma CODE_SEG DEFAULT
//--------------------------------------------------------
//子函数

//--------------------------------------------------------

//----------------------------------------------------------------------------
// 函数名称：IRQ_EN()
//参 量：无

//函数功能：中断优先级设置

//----------------------------------------------------------------------------
void IRQ_EN(void)
{
HPRIO=0xec; //中断优先级，场最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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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名称：SYSCLK_Init()
//参 量：无

//函数功能：该程序初始化系统时钟，使用16000000MHz的晶振作为时钟源

//-------------------------------------------------------------------------------

void SYSCLK_init(void)
{
REFDV=3;
SYNR=8; //PLLCLK 72M,BUS 36M
for(;CRGFLG_LOCK==0;) //PLL VCO is within the desired tolerance of the

target frequency
{
}

CLKSEL=0x80;
//System clocks are derived from PLLCLK (Bus Clock = PLLCLK / 2)
}

//-------------------------------------------------------------------------------
//函数名称：ATD0_Init()
//参 量：无

//函数功能：开启AD
//-------------------------------------------------------------------------------

void ATD0_Init(void)
{

ATD0CTL2=0xc0;
//手动清标志，忽略外部触发，执行一次转换后停止

ATD0CTL3=0x08;
ATD0CTL4=0x81;

// 8bit, 14 A/D Clocks ,转换时间14/9M=1.555us,一行采40个点

ATD0CTL5=0xa0;
ATD0DIEN=0x00;

}

//-------------------------------------------------------------------------------
//函数名称：URAT1_Init()
//参 量：无

//函数功能：串口初始化

//-------------------------------------------------------------------------------

/* void URAT0_Init(void)
{

SCI0BD=157; // set SCI baud rate be 9600
SCI0CR1=0x00; // 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

SCI0CR2=0x0c; // 最高位（第7）为高表示开发送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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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位为高表示开接收中断，第3位为高表示发送使能，第2位为高表示接收使能

}*/

//-------------------------------------------------------------------------------
//函数名称：void uart_send(unsigned char *p,unsigned int size)
//参 量：无

//函数功能：串口发送

//-------------------------------------------------------------------------------
//SCI0SR1为状态寄存器，第1位为发送数据寄存器清空标志

//第3位为接收数据寄存器满标志

//SCI0DRL为发送接收数据寄存器，9位模式时第9位才存于SCI0DRH中

//串口发送函数为

/*void Send_SCI(unsigned char *p)
{
for(;*p!='\0';p++)
{
while(!(SCI0SR1_TDRE)) ;
SCI0DRL = *p ;

}
}*/

//串口接收函数为

//-------------------------------------------------------------------------------
//函数名称： receive_sci()
//参 量：无

//函数功能:串口接收

//-------------------------------------------------------------------------------

/*unsigned char receive_sci(void)
{
while(SCI0SR1_RDRF!=1);
sci_data=SCI0DRL;
return sci_data;

}*/

//-------------------------------------------------------------------------------
//函数名称：WATCHDOG_Init()
//参 量：无

//函数功能：看门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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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COPCTL=0x07;

}*/
//-------------------------------------------------------------------------------
//函数名称：PORT_Init()
//参 量：无

//函数功能：该程序初始化端口，配置交叉开关和IO端口输入、输出形式

//-------------------------------------------------------------------------------
void PORT_Init(void)

{
// DDRA=0xff;
//DDRB=0xff; //output
DDRJ=0xc0;
RDRJ=0xc0;

}

//------------------------------------------------------------------------------
//函数名称：ECT_Init()
//参 量：无

//函数功能：该程序初始化PORT_T
//------------------------------------------------------------------------------
void ECT_init(void)
{
TIOS=0x00; //all input capture
TSCR1_TFFCA=0; //FAST FLAG CLEAR
TCTL4_EDG1A=0;
TCTL4_EDG1B=1;
TCTL4_EDG2A=0;
TCTL4_EDG2B=1;
TIE_C1I=1; //场允许中断

TIE_C2I=0; //行中断关

//speed PT3初始化

TCTL4_EDG3A=1;
TCTL4_EDG3B=0; //PT3上升沿捕捉

PACTL_PAEN=0; //关闭十六位计数器

ICPAR=0x08; //使能PT3口8位计数功能

DLYCT=0x01; //Delay 256 bus clock cycles,消除抖动

TSCR2_PR=1; //计时器预分频

TSCR1_TEN=1; //timer en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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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名称：PWM_Init()
//参 量：无

//函数功能：该程序初始化定时器/计数器

//------------------------------------------------------------------------------
void PWM_Init(void)

{
PWMCTL_CON45=1;

//四五两个八位的通道结合成十六位的通道从五通道输出

PWMCLK=0x0a;
//通道1选择时钟SA,通道3选择时钟SB,通道5选择时钟A

PWMPRCLK=0x34;
//十六位输出选用1/32时钟频率,八位输出选用1/192时钟频率

PWMSCLA=0x06; // Clock A / (2 * PWMSCLA)
PWMSCLB=0x0c; // Clock B / (2 * PWMSCLB)
PWMPOL=0xf7;
PWMPER1=100; //电机 8bit 周期0.533ms
PWMDTY1=20; //占空比20%
PWMPER3=0;
PWMDTY3=0;
PWMPER45=45000; //周期为20ms
PWMDTY45=3450; // 为了设定占空比为1.5ms ,直线前进

PWME=0x2a; //电机1,3通道,舵机5通道使能

}

//-----------------------------------------------------------------------------
//函数名称：delay1ms()
//参 量：time 延迟时间

//函数功能：该程序为一个用程序循环实现的延时函数，可以根据需要

// 设定time得到不同的延迟时间

// delay1ms(1)即执行延时1ms
//-----------------------------------------------------------------------------
void delay1ms(long ms)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hile (ms > 0)
{
i = 2769;
/* ------------------------ */
while (i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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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i - 1;
}
/* ------------------------ */
ms = ms - 1;

}
}

//------------------------------------------------------------------------------
//函数名称：speed()
//参 量：无

//函数功能：该程序把速度分档

//------------------------------------------------------------------------------
void speed(int s)
{

if (get_speed>s) {
PWMDTY1=40;
}

if (get_speed<s) {
PWMDTY1=per;
}

}

//------------------------------------------------------------------------------
//函数名称：turn()
//参 量：无

//函数功能：该程序转弯

//------------------------------------------------------------------------------
void turn1(int j)
{
PWMPER45=45000; //周期为20ms
PWMDTY45=3500+21*j;

}

void turn2(int j)
{
PWMPER45=45000; //周期为20ms
PWMDTY45=3500+33*j;

}
void turn3(int j)
{
PWMPER45=45000; //周期为20ms
PWMDTY45=3500+37*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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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名: PORTH_Init()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功能: 初始化H口

//------------------------------------------------------------------------------
void PORTH_Init(void)

{
DDRH = 0x0f; //设H低四位为输出口,高四位为输入口

PERH = 0xf0; //H口高四位上下拉使能,
PPSH = 0x00; //高四位做为输入口,上拉使能

}

//------------------------------------------------------------------------------
//函数名:GetScanKey();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unsigned int
//功能扫描:得到键盘扫描码

//------------------------------------------------------------------------------
unsigned char GetScanKey(void) //得到键盘扫描码

{
unsigned char i;
for(i = 1;i<0x10;i<<=1)
{
temp1=0x0f&(~i);
PTH = temp1; //H口依次输出1110,1101,1011.0111
delay_ms(1);
temp2 = PTH ;
temp2&=0xf0;
temp=temp1|temp2;
if(temp2!=0xf0)
break;

}
return temp ;

}

//------------------------------------------------------------------------------
//函数名:GetFunctionKey();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unsigned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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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扫描:得到键盘扫描码

//------------------------------------------------------------------------------
void GetFunctionKey(void)
{

OldGetScanKey=GetScanKey();
delay_ms(30);
if(OldGetScanKey== GetScanKey())

switch(OldGetScanKey)
{

case 0b11101110: key1=1; break; //功能键,数字代码1
case 0b11011110: key1=2; break; //功能键,数字代码2
case 0b10111110: key1=3; break; //功能键,数字代码3
case 0b01111110: duty=1; break; //特殊功能键,用于占空比设置

case 0b11101101: key1=4; break; //功能键,数字代码4
case 0b11011101: key1=5; break; //功能键,数字代码5
case 0b10111101: key1=6; break; //功能键,数字代码6
case 0b01111101: center=1; break;

//特殊功能键,用于显示中心线所对应的像素点数

case 0b11101011: key1=7; break; //功能键,数字代码7
case 0b11011011: key1=8; break; //功能键,数字代码8
case 0b10111011: key1=9; break; //功能键,数字代码9
case 0b01111011: cross=1; break;

//特殊功能键,用于设定十字交叉数目

case 0b11100111: point=1; break; //用于显示小数点

case 0b11010111: key1=0; break; //数字键,数字代码0
case 0b10110111: break; //保留

case 0b01110111: enter=1; break; //确认键

default: break;
}

}

//------------------------------------------------------------------------------
//函数名:KeyFunction();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unsigned char
//功能扫描:得到键盘扫描码

//------------------------------------------------------------------------------
void KeyLcdFunction(void)
{

unsigned char d[]="duty";
unsigned char b[]="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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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igned char c[]="cross";
GetFunctionKey();

if(enter==1)
{
Write_command(Cls_Reset);
Write_String(d,0x80,per);

while(key1==100)
GetFunctionKey();
delay_ms(350);
key=key1;
key1=100;

while(key1==100)
GetFunctionKey();
delay_ms(300);
key=10*key+key1;

per=key;
Write_command(Cls_Reset);
Write_String(d,0x80,per);
enter=0;
key1=100;

}
if(center == 1)
{
Write_command(Cls_Reset);
Write_String(b,0x80,xielv);
center=0;

/* while(key1==100)
GetFunctionKey();
delay_ms(300);

center =key1;
Write_command(Cls_Reset);
Write_String(b,0x80,center);
key1=100; */

}
/* if(cross == 1)

{
Write_command(Cls_Reset);
Write_String(c,0x80,CROSS);
while(key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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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FunctionKey();
delay_ms(300);
CROSS=key1;
Write_command(Cls_Reset);
Write_String(c,0x80,CROSS);
cross=0;

key1=100;
} */

}

if(1==odd_even) oeflag=1;
if(0==odd_even) oeflag=0;

display.hdisplay.hdisplay.h

display.h

#define RS PORTB_BIT0
//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define RW PORTB_BIT1
//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时进行写操作

//当RS和RW共同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或者显示地址

//当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忙信号

//当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define E PORTB_BIT2
//E端为使能端，当E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define Cls_Reset 0x01 //清屏并光标复位

#define Cls 0x02 //清屏

#define Disp_Mode1 0x38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define Disp_Mode2 0x0c //显示器开、光标开、光标允许闪烁

#define Text_Mode 0x06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define Addr_Start1 0x80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1（第一行第一个位置）

#define Addr_Start2 0xC0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2（第二行第一个位置）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us); //延时微秒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ms); //延时毫秒

void chk_busy(void); //忙检测状态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Init_lcd(void); //LCD初始化

void Init_PORTAB(void); //初始化AB口
void 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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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cdisplay.cdisplay.c

display.c

#include <mc9s12dg128.h>
#include "Display.h"
//------------------------------------------------------------------------------
//函数名:Init_lcd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功能:初始化时钟

//------------------------------------------------------------------------------
void Init_lcd(void)
{

Init_PORTAB();
Write_command(Cls_Reset); //清屏并光标复位

delay_ms(10);
Write_command(Disp_Mode1);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delay_ms(10);
Write_command(Text_Mode);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delay_ms(10);
Write_command(Disp_Mode2); //显示器开、光标开、光标允许闪烁

delay_ms(10);
}

//------------------------------------------------------------------------------
/函数名:Init_PORTAB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功能:初始化时钟

//------------------------------------------------------------------------------
void Init_PORTAB(void)
{
PUCR_PUPAE = 1;
PUCR_PUPBE = 1;
DDRB = 0xFF;

}

//------------------------------------------------------------------------------
//函数名: delay_us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出口参数:无
//功能描述:延时微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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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us)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hile (us > 0)
{

i = 2;

while (i > 0)
{

i = i - 1;
}

us = us - 1;
}

}

//------------------------------------------------------------------------------
//函数名: delay_ms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出口参数:无
//功能描述:延时毫秒

//------------------------------------------------------------------------------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ms)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hile (ms > 0)
{

i = 1846;

while (i > 0)
{
i = i - 1;

}

ms = ms - 1;
}

}

//------------------------------------------------------------------------------
//函数名:chk_busy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功能:检测忙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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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chk_busy(void)
{

DDRA = 0x00;
RS = 0;
RW = 1;
E = 0;
delay_us(100);
E = 1;
while (PORTA&0x80)
{

DDRA = 0x00;
RS = 0;
RW = 1;
E = 0;
delay_us(100);
E = 1;

}
DDRA = 0xff;

}

//------------------------------------------------------------------------------
//函数名:Write_command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出口参数:无
//功能描述:写命令

//------------------------------------------------------------------------------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chk_busy();
RS = 0;
RW = 0;
E = 0;
PORTA = command;
delay_us(100);
E = 1;
delay_us(100);

}

//------------------------------------------------------------------------------
//函数名:Write_data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出口参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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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写命令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chk_busy();
RS = 1;
RW = 0;
E = 0;
PORTA = data;
delay_us(100);
E = 1;
delay_us(100);

}

//------------------------------------------------------------------------------
//函数名:Write_String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char address
//出口参数:无
//功能描述:初始化LCD屏

//------------------------------------------------------------------------------
void 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gewei,shiwei,baiwei;
Write_command(address);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1（第一行第一个位置)

// Write_command(*p);
// p++;
for(;*p!='\0';p++)

{
Write_data(*p);

}
Write_data(':');
gewei = data%10;
shiwei= data%100/10;
baiwei= data/100;
if(baiwei!=0)

Write_data(baiwei+0x30);
if(shiwei!=0)

Write_data(shiwei+0x30);
Write_data(gewei+0x30);
PORTB= 0x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