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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详细介绍了一套智能车的寻线设计方案。由总到分的先从整体上介绍了

该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设计思想，继而细分各模块详尽介绍具体设计。该智能车

系统以 MC9S12DG128B 作为整个系统信息处理和发出控制命令的核心，基于摄像

头采集的赛道信息，提取出黑线中心位置，并求得小车偏离黑线的程度，区分

出道路形状，对此信息进一步处理以控制舵机的转向，通过速度传感器获得实

时速度信息，利用增量式数字 PID 控制算法实现闭环反馈控制。文章详细介绍

了图像采集模块、速度采集模块等信息采集模块和电机驱动模块和舵机驱动模

块等动作执行模块的方案选取和电路设计原理，还介绍了系统调试方法策略。

测试表明，该智能车能够很好的跟随黑色引导线，可以实现对应于不同形状的

道路予以相应的控制策略，可快速稳定的完成的整个赛道的行程。

关键字：单片机 摄像头 速度传感器 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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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ngs a complete model of intelligent car design which follows the

black line closely and also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detail of the design. From the

whole to detail, we introduce the design method of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and

then we present every module of the model at large. The intelligent car system, with

single-chip MC9S12DG128 as it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sending out control

command center, uses image-sensor module based on camera to obtain lane image

information, then abstract the black line on the contest lane, and calculates the

positio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ar and the black line, distinguishes the different

shape of the lane, then we analyze and deal with the information farther to control the

steering angle. We obtain the real time speed by speed sensor, and then we will use

increment PID control arithmetic to realize the speed feedback.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cheme selection and the circuit design theory of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module which comprises the image collecting module and speed collecting module

and action executing module which includes the motor drive module and steer drive

module. It also talks of the debug strategy of the system. The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model car is able to follow the black line on the lane closely, realize

the function that it executes corresponding control strategy toward different shape

lane, and accomplishes the whole journey fast and steadily.

Keywords:::

:

Single-chip, micro camera, speed sensor, 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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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发展现状

智能汽车，是一种集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自动行驶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系统，集中地应用到自动控制、模式识别、传感器技术、汽车电子、电气、计

算机、机械等多个学科，是典型的高新技术综合体，具有重要的军用及民用价

值。

目前，智能车领域的研究已经能够在具有一定标记的道路上为司机提供辅

助驾驶系统甚至实现无人驾驶。这些智能车的设计通常依靠特定道路标记完成

识别，通过推理判断模仿人工驾驶进行操作。通常，智能车接受辅助定位系统

提供的信息完成路径规划，如由 GPS 等提供的地图，交通拥堵状况，道路条件

等信息。

1.2 方案简介

在本次竞赛中，参赛队伍需要制作出一个能够自主识别道路并行驶的智能车

模。那么在模型车的制作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探寻黑线，如何施以

合适的控制策略来确保小车在不违背比赛规则的前提下沿赛道尽可能快速稳定

前进。而探寻黑线的准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小车行进的稳定效果，故而，设计出

准确的寻线系统是该智能车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

而寻线一般有两种方案，即光电传感器和摄像头，光电传感器[7]简单易行，

抗干扰能力强，但是其探测距离较短，不能对前方道路信息作成很好的预测判

断，而且单个光电传感器的功能有限，需要较多的传感器构成光电阵列来检测，

这样不仅增加了车辆的重量，不利于快速前行，而且也会使得小车过宽，容易

撞倒道旁边的插杆，严重影响其安全性。

本队采用摄像头，充分利用其探测距离长，道路可预测信息强的优点，对其

采集到的道路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利用 PID 算法实现对小车行进的控制。根据

摄像头对黑白灰度值不同的分辨率采集赛道的黑色引导线信息，根据得到的每

帧图像信息，判断小车偏离黑线的程度，并确定前方赛道是直道、弯道抑或是S

道，再根据各种不同的赛道，予以相应的控制策略，基于“进弯减速，出弯加

速”的原则，并且以直线方式冲过 S道以减少转弯浪费的时间，利用摄像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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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信息的预测方向，使小车能够提前准备转弯等动作，从而防止小车因为直道

加速过大而使得转弯时速度难以减下来而冲出赛道，分析摄像头获得的图像信

息，读入速度传感器获得的速度，利用增量式 PID 算法实现速度的闭环反馈控

制。

1.3 文章结构

本文详细介绍了智能车模型的设计方案，由总到分的先从整体上介绍了该系

统的硬件和软件设计思想，继而细分各模块详尽介绍具体设计。第二章介绍了

系统的整体框架；第三章分析和论证了各模块的选择方案；第四章介绍了系统

机械结构的调整情况；第五章介绍了系统总体硬件电路设计；第六章介绍了信

息采集模块的电路设计；第七章介绍了执行模块的电路设计；第八章介绍了电

源模块的电路设计；第九章介绍了调试模块的电路设计；第十章介绍了整个系

统软件设计；第十一章介绍了开发工具及调试过程；第十二章对整个制作过程

做一总结，并对该模型车的不足之处提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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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整体框架

2.1 系统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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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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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

主要由以下几大部分组成：信息处理芯片MC9S12DG128，图像采集模块，速度

采集模块，电机驱动模块，舵机驱动模块，电源管理模块，加速度传感器模块，

调试模块（LCD 和调速键盘）。整个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2.1 所示:

图 2.1 整体框架

工作过程：系统将图像采集模块，速度采集模块以及加速度传感器模块采集

到的路况信息、速度信息和小车状态信息等送以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

MC9S12DG128 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发出相应控制命令输出到执行模块的电机和

舵机执行适宜的速度和转向动作，配以 LCD 和键盘方便实时调试，进而实现整

个系统的闭环反馈控制。

在整个系统中，信息处理芯片 MC9S12DG128 是控制整个系统的大脑，负责信

息的接收，处理以及执行命令的发出；电源管理模块是该系统的能源中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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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向系统中各个模块提供其功能实现所需能量；调试模块是系统功能实现的辅

助模块，通过其实时显示道路信息和小车行驶情况，并根据显示信息实时调试。

2.2 系统硬件参数

经过多次的调试验证，在遵守参赛规则的基础上，根据本设计的软件算法，

并综合硬件设计思想，我们最终确定了小车系统的各硬件参数：系统PCB板的设

计安装，摄像头安装的倾斜角度、高度及距离前轮距离等，

表2.1 硬件参数

项目 参数

车模几何尺寸

长（毫米） 281

宽（毫米） 159

高（毫米） 450

车模
轴距（毫米） 198

轮距（毫米） 137

电路电容总量（微法） 1869.876

传感器
摄像头（个） 1

速度传感器（个） 1

伺服电机个数（个） 1

赛道信息检测空间精度（毫米） 16.25/20ms

赛道信息检测频率（次/秒） 50

除 MC9S12DG128 之外其它主要芯片
LM1881,LM2575,MAX632,LM2940,

LM1117,MC33886,MMA1260D

车模重量（带有电池）（千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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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车模外形

经过多次的程序调试与硬件改造之后，最终确定了车模硬件各个模块的安装

方式，从各个角度看，系统安装如下图示：

图 2.2 总体结构 图 2.3 车模前面

图 2.4 车模侧面 图 2.5 车模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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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模块的基本方案及论证

3.1 图像采集模块

为了探测小车前进过程中的路况信息，以及小车在沿黑线行走过程中的偏

离黑线的程度等行驶状态信息，以便通过此信息来指导MCU应该怎样对执行部分

发出命令，我们有以下几种方案：

方案一、使用红外发射—接收管

用红外发射管发射出的红外线，经过赛道反射回来后，由于白纸和黑线

吸收红外线的强度不等，不同位置上的红外接受管会接收到强弱不同的

红外光，对于白纸，红外发射管发出红外线信号，经白色反射后，被接

收管接收，一旦接受管接受到红外线，三极管导通，比较器输出低电平 ，

而对于黑线，红外线被黑色吸收，三极管截至，比较器输出高电平，由

此可以判断出黑线相对小车的位置。

优点：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不会因为周围环境的差别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可以减少在安装时产生的差异带来的误差和干扰，使安装更加简便。

缺点：作用距离有限，不能对黑线进行远距离探测，预测性弱，速度快时很容

易冲出跑道；而且规定红外传感器最多只可以用 16 个，所以它对黑线的

探测不能完全覆盖，可能出现漏检。

方案二、采用红外传感器与 CCD(CMOS)摄像头相结合

优点：兼顾了红外传感器抗干扰能力强以及摄像头作用距离远、视角范围大的

长处。

缺点：设计难度大，红外传感器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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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算法（对采集的信息判断优先级）

进行区分；运算量大，需要占用相当多的 MCU 资源。

方案三、直接采用摄像头

优点：作用距离远，道路信息预测能力强，不易出现由于黑线检测不及时而冲

出赛道的情况；而且摄像头对道路的探测精细，视角范围大不易出现黑

线漏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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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容易被干扰，受周围光线的影响大；运算量大，算法复杂，需要占用较

多的 MCU 资源。

决策方案：方案三从CCD(CMOS)摄像头采集的赛道图像中提取中心线位置，取代

了光电传感器阵列，该方法彻底摆脱了光电传感器视野狭窄，分辨率低的特点，

能够提供全面的路况信息。同时，由于电路的简化，缩小了体积，减轻了重量，

使整车的功率分配更加合理有效，有利于小车更加快速稳定的行进。因此，本

设计选用了方案三。

3.2 速度采集模块

为了能够提高小车的总体速度，就需要使其能在直道上全速行驶，在弯道上

也能够以比较快的速度前进，这就需要有准确的速度信息采集方案，将小车的

速度值随时采集送到MCU，对速度进行闭环反馈控制，以使小车能够稳定高速的

行驶。

方案一、采用霍尔传感器

在车轮上嵌入若干粒永磁铁，使用霍尔传感器进行检测。

优点：检测速度快，不会受光、温度等影响。

缺点：在车轮上合适的地方嵌入足够多的数量永磁铁相当困难。

方案二、采用速度传感器脉冲计数

将测速传感器安装在小车左后轮附近，在小车的靠近车轮的轴上安装一编码

盘，这样就可用传感器检测黑线，产生脉冲，通过对脉冲进行计数的方式来测

量小车的速度。

优点：原理简单，实现容易。

缺点：占用 ECT资源。

决策方案：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以简单易行有效起见，我们最终选择采用方

案二，而且我们对速度的检测并不需要完全的准确，利用脉冲计数的方式获得

的速度值精度足够。

3.3 加速度传感器模块

考虑到赛道增加了坡度的问题，为了识别赛道的坡度，采用加速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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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选择方案：一种是三轴的加速度传感器，该传感器能够很准确的；另一

种是采用单轴的加速度传感器。

决策方案：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能够检测空间三个方向的加速度，电路实现复杂，

成本高，而在本设计中只需要检测赛道坡度，只要检测到单一方向的加速度即

可判断赛道坡度情况，故而采用单轴的加速度传感器即可。

3.4 电机驱动模块

电机驱动对速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考虑以下两种方案。

方案一、电枢串电阻调速

优点：原理简单，控制设备也不复杂。

缺点：速指标不高，调速范围不大，特别是低速时机械特性较软，调速的平滑

性不高。同时，大量的能量消耗在串入的电阻上，不能满足电池供电系统低功

耗的要求。

方案二、直流脉宽调速（PWM）

优点：主电路简单，需要的功率器件少； 开关频率高，电流容易连续，电机损

耗和发热都小；动态响应快，动态抗干扰能力强；功率开关器件工作在开关状

态，导通损耗小。

缺点：在开关过渡过程损耗大，会在供电回路中产生谐波。

决策方案：电机驱动芯片采用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的半桥式驱动器MC33886。

MC33886为桥式驱动电路，通过控制输入的信号，可以控制两个半桥的通断来

实现电机的顺转与倒转。详细分析比较后，最后确定电机驱动电路由两片

MC33886芯片并联构成，使用双路PWM信号进行驱动。

3.5 舵机驱动模块

方案一：

因为舵机的电源在 4.5-6V 的范围内，电流 100mA 左右，故而我们从电池电压

通过串联两组二极管来获得，为了防止电流过大烧坏二极管，每一组二极管有3

个二极管并联而成。

方案二：采用稳压芯片将电池电源直接降压并稳定到 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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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方案：经过实验测试，使用稳压芯片将电压降到 6V 对舵机进行供电这种方

法，其驱动力不足。而采用方案一则简单且易实现。故确定采用方案一实现对

舵机的供电。

3.6 电源管理模块

为了保证各个部件的正常工作，电源的供给是十分重要的，需要对配发的

标准车模用蓄电池进行电压调节。单片机系统、摄像头、车速传感器电路，LCD

显示电路等各个电路的工作电压不同，需要想办法来使得电压满足各自的要求，

一种方法是利用升压或降压的芯片来达到它们的要求，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双电

源供电的方法，来实现各模块的不同需要，由于电路模块较多，该方案中仍需

要升压或降压芯片。实际应用中，我们确定采用升压降压芯片等来实现对各个

模块的供电要求。而且，在电路设计中，考虑到由于电机驱动所引起的电源不

稳定，在电源输入端，各芯片电源引脚都加入滤波电路。

3.7 调试模块

为方便实时调试参数，我们设计采用LCD显示电路和键盘电路,在调试过程

中将小车的当前状态参数实时显示，并可方便地通过键盘输入来调节参数和切

换小车的状态，而不必将其连接到PC机通过软件调节。

3.7.1 LCD显示电路设计

显示电路采用液晶显示模块，模块体积小，功耗低，操作方便。使用液晶

显示模块，可以对模式选择位写入命令，从而调节LCD的工作模式，分时进行

命令和数据写入。

3.7.2 键盘电路设计

将键盘做成几种速度的选择，高速，中速，慢速，确定等几个功能。可根

据不同的赛道，立即设定不同的速度。可在不改变任何软件的条件下，即时的

根据周围环境的情况而设以相应的速度值。键盘输出口与单片机 IO口相连。

3.8 最终决策方案

经过如上所述分析选择，最终确定各模块方案如下：

（1）采用摄像头获取道路图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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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速度脉冲计数实现对速度的检测；

（3）采用单轴加速度传感器检测坡度；

（4）双路 PWM 驱动电机；

（5）串二极管降电压为舵机供电；

（6）采用各种稳压芯片为各模块供电，实现电源管理；

（7）利用 LCD 和键盘实现实时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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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机械结构调整

4.1 总体机械结构

在最初的空体车模的基础上，我们在车的靠前部安装了采集道路信息的摄像

头，在车模顶部安装了自己绘制的控制整个系统的 PCB 板（包括主办方提供的

单片机最小系统），并在后轮（左轮）安装了编码盘，并在其对应位置装上了速

度传感器。

4.2摄像头的安装

本设计在模型车的最前端安装了一铝合金方柱来固定摄像头的安装，为了使

得摄像头的探测范围合适，在离地端 1/3 处将方柱向小车中心位置弯曲至靠近

前轮的位置，并置以三角增加其稳定性，柱子总高度为 500mm，摄像头距前轮

轴心距离为 90mm，为了方便摄像头位置的调整，从顶端向下每隔20mm 给予钻

孔，将摄像头用螺钉螺母稳定的固定于支架上，如果发现摄像头的视野范围太

大或太小，可通过调整摄像头的上下高度和摄像头离支架的距离远近来实现对

摄像头最佳位置的确定。

实际安装情况见下图所示：

图 4.1 摄像头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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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统PCB板的安装

控制整个系统的 PCB 板安装于小车车体的顶部，利用电路板上的过孔与车模

本身的定位孔相配合，将其固定。在车模最前部安装了一自制的方形铝合金空

块，实现防撞功能，确保小车能够安全可靠的快速行驶。在小车左后轮轴上安

装了 64 等分的编码盘，并在其对应位置上装上了一速度传感器模块，实现速度

的实时检测。将电池固定于车模底盘上，整个系统重心稳定。主要的连线有：

（1）摄像头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包括视频信号线和9V电源线；

（2）舵机和电机接线，电机和舵机的电源和控制信号线；

（3）测速装置的连线，光电管的发射和接收电路引线以及电源线；

（4）电池的接线。

图4.2 PCB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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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稳定性调整[18]

4.4.1 主销后倾角

主销后倾角在车轮偏转后形成一回正力矩，阻碍车轮偏转。主销后倾角越大，

车速愈高，车轮偏转后自动回正力越强，但回正力矩过大，将会引起前轮回正

过猛，加速前轮摆振，并使转向沉重。可以通过增加垫片的数量来增大主销后

倾角，共有 4 片垫片，前 2 后 2 时，后倾角为 0 度；前 1 后 3 时，后倾角为 2

度—3度；前 0后 4，后倾角为 4度—6度。

为保证小车偏转后，能够较好的自动回正，本设计采用的是前 1后 3，使得前

轮倾斜角度为 2度—3度。

4.4.1 前轮前束

俯视车轮，汽车的两个前轮的旋转平面并不完全平行，而是稍微带一些角度 ，

这种现象称为前轮前束。车轮前束的作用是减轻或消除因前轮外倾角所造成的

不良后果，二者相互协调，保证前轮在汽车行驶中滚动而无滑动。前轮是由舵

机带动左右横拉杆实现转向的。主销在垂直方向的位置确定后，改变左右横拉

杆的长度即可改变前轮前束的大小。

为保证小车在行驶中，不易出现滑动的不良情况，故在本设计中，调整前轮

前束使得前轮向内倾 1度左右。

4.5 底盘抬高策略

因为赛道中增加了坡道，为保证小车能够安全平稳的爬上坡道并顺利通过，

抬高车模底盘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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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后轮底盘升高

图 4.3 升高后轮底盘

仔细对比图示中的高度调节块 1 和高度调节块 2，块 1 的左右两个缺口 1-1

和 1-2 离中间空环心的距离相等，而块 2 的两个缺口 2-1 和 2-1 距离其中间空

环心位置远近不同，2-1 比 2-2 离其环心距离远，通过将高度调节块 1 更换为

高度调节块 2，可以实现将后轮底盘抬高。

4.5.2 后轮位置的固定

图 4.4 固定后轮位置

图示为后轮轴上的螺母，可以通过紧固该螺母来调整后轮稳定性和电机性能。

需要将该螺母位置调整到一个合适的程度保证后轮的稳定性，否则会出现后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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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摆动的严重情况。

4.5.3 前轮底盘升高

图 4.5 底盘抬高情况 图 4.6 非底盘抬高情况

对比以上两种前轮底盘的安装，左图为提高底盘的安装方式，右图为未提高

底盘的安装方式，其区别在于前者将左右底盘连接杆 L和 R交换，而后者保持

原本连接，不交换 L 和 R。因此，通过交换左右底盘连接杆即可实现提高前轮

底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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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总体硬件电路

硬件电路总述

硬件电路的设计是整个系统实现其功能的基础，是该系统最核心的部分，所

以我们需要在硬件设计这一块仔细的选好做好每一个模块单元。

系统的硬件总体电路如下：

图 5.1 硬件总体电路

系统先对摄像头获得的模拟图像信号，速度传感器测得的速度值，加速度传

感器检测到的坡度信息，以及调速键盘输入的脉冲值等送入单片机最小系统进

行分析处理，发出命令驱动舵机，并使用两片全桥电机驱动芯片 MC33886 并联

驱动电机，输出 PWM 波形实现对于电机的控制，使用 lm2575 等稳压芯片对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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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提供电源。

我们参照各个功能模块的硬件功能需求，选定了各模块对应元器件的类型和

数量如下表2.2所示。

表5.2 主要芯片及其数量

序号 芯片型号 数量 作用

1 LM1881 1 视频信号分离

2 LM2575-5.0 2 提供 5V 稳压

3 MAX632 1 提供 12V 稳压

4 LM2940-9.0 1 提供 9V 稳压

5 LM1117-ADJ 1 提供 6V 稳压

6 MC33886 2 电机驱动芯片

7 MMA1260D 1 识别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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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信息采集模块

6.1 摄像头及其采集电路设计

摄像头具有探测距离远，获取信息量大的优点。通过摄像头输入的数据，处

理算法不仅可以提前预知前方道路的方向，而且还可以判断前方的道路是直道

还是弯道，指导车速，执行拐弯动作等策略。

6.1.1 摄像头简介

1、摄像头的发展

摄像头作为一种视频输入设备，在过去被广泛的运用于视频会议、远程医疗

及实时监控等方面。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速度的不断提高，

再加上感光成像器件技术的成熟并大量用于摄像头的制造上，这使得它的应用

已变得越来越广泛。

2、 摄像头的分类

摄像头分为数字摄像头和模拟摄像头两大类。模拟摄像头可以将视频采集

设备产生的模拟视频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进而将其储存在计算机里。模拟摄

像头捕捉到的视频信号必须经过特定的视频捕捉卡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模

式，并加以压缩后才可以转换到计算机上运用。数字摄像头可以直接捕捉影像，

然后通过串、并口或者 USB 接口传输到计算机里。

3、摄像头的工作原理

摄像头的工作原理大致为——光线照射景物，景物上的光线反射通过镜头

聚焦生成的光学图像投射到图像传感器表面上，产生光电反应然后转为电信号，

经过模数转换转换后变为数字图像信号，再送到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中加工处理。

4、摄像头的主要结构和组件

（1）镜头透镜结构：由几片透镜组成,有塑胶透镜或玻璃透镜。

（2）图像传感器可以分为两类：CCD （电荷耦合器件）；CMOS（互补金属

氧化物半导体）。

（3）数字信号处理芯片（D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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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摄像头的工作原理[11][20]

基于本次设计中对黑线的识别,只需要提取出被探测画面的灰度信息,不需

要获取赛道色彩等其他信息,所以我们选择黑白模拟摄像头即可。黑白模拟摄像

头的工作原理与黑白全电视信号的图像采集处理方式相同。

因此，下面介绍黑白电视信号的工作方式，并借以一同说明了摄像头的工作

原理。

1、 全电视波形信号

1)将图像信号、复合同步、复合消隐、槽脉冲和均衡脉冲等叠加，即构成

黑白全电视信号，通常也称其为视频信号．

2)我国现行电视标准规定：

以同步信号的幅值电平作为 100％；则黑色电平和消隐电平的相对幅度为

75％；白色电平相对幅度为 10％～12.5％；图像信号电平介于白色电平

与黑色电平之间。各脉冲的宽度为：A. 行同步 4.7μs； B. 场同步 160μs

(2.5 行 ，H 表示行，V表示场)； C. 均衡脉冲 2.35μs； D. 槽脉冲 4.7μs；

E. 场消隐脉冲 1612μs； F. 行消隐脉冲 12μs。

在本设计中的摄像头各信号属性参数与上述电视标准相同。

3)我国广播电视扫描参数

扫描方式：隔行扫描；

行频：15625HZ； 场频：50HZ（帧频 25HZ）；

行周期:64us； 场周期：20ms；

行正程时间：>=52us； 场正程时间：>=18.4ms；

行逆程时间：<=12us； 场逆程时间：<=16ms；

每帧扫描行数：625 行； 每帧显示行数：575 行；

每场扫描行数：312.5 行； 每场显示行数：287.5 行。

2、隔行扫描

所谓隔行扫描，就是在每帧扫描行数不变的情况下，将每帧图像分为两场来

传送，这两场分别称为奇场和偶场。奇数场传送 1、3、5、…奇数行；偶数场

传送 2、4、6、…偶数行。在我国电视信号中，隔行扫描解决带宽与闪烁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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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的矛盾。这种扫描方式每秒传送 50 场，即场频为 50Hz，因而将有效地

降低闪烁感，帧频却为 25Hz，隔行扫描即减小了闪烁感，并使图像信号的带宽

仅为逐行扫描的一半。

3、电视图像函数

标准电视图像每帧是由625行组成的,分两场传送,奇数场传送第1，3，

5,…625行；偶数场传送第 0,2,4,6,...,624行(第0行和第625行实际只有半

行)；可用图像函数表示为f(x,y),其中x取连续值；而y取整数

0,1,2,3,...,625,也就是令y=行号。如果令 y=2m+z，(m=0,1,2,...,312；z=0

或1 ),那么,z=0就表示偶数场图像；z=1就表示奇数场,如图4所示。

图6.1 行号与m数

标准电视体制还规定:场同步脉冲宽度为 2.5行(每行时间=64微秒)；场消隐脉

冲宽度为 25行,因此,m=0,1,2为场同步脉冲占用;m=310,311,312,0,1,2,3,....,21,22

为场消隐脉冲占用,如图 5和图 6所示。

图6.2 场消隐占用行号(奇数场首) 图6.3 场消隐占用行号(偶数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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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帧坐标系与场坐标系

在前面提到了每帧图像包含625行,分为奇偶两场传送，这样,可以采用两种坐

标系来进行表达与分析计算。

（1）帧坐标系 如6.1.2.3节中所叙述的就是帧坐标系,它以奇数场场同步脉冲

前沿所对的行为y=1，各行行号就是y的值,范围是0至625,取整数；以行同步脉

冲前沿所在的列为x=0 ,从左向右按等间隔点数递增,其间隔和取值范围依需要

的解算精度或分辨力而定。

（2）场坐标系 不分奇偶场,都以每场场同步脉冲前沿所对的行为y=0 ,各行的m

数就是y的值,范围是0至312,取整数；x坐标的规定仍与帧坐标系相同。

比较：采用帧坐标系解算精度较高,但只能每帧解算一次,也就是每隔40毫秒

输出一组数据。采用场坐标系解算精度较低,但可以每场解算一次,也就是每隔

20毫秒输出一组数据；所用电路硬件也简化许多,跟踪快速运动目标的系统中常

被采用。

在我们本次的设计中，使用的是场坐标系，每隔 20ms 输出一帧图像数据。

5、时间与空间的对应

一幅电视画面的传送是从左上角开始按照从左向右, 从上到下的顺序(并遵照

隔行扫描的规定)传送的。这样,在电视信号(时间序列)中的一个时间点就与电

视画面中的一个空间位置点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帧坐标系中,若以奇数场场同

步脉冲前沿为计时起点 t=0,则电视图像上坐标为(x,y)的一点P对应的扫描时

间为：

公式 1

( 1) / 2 / ( )
(312 / 2) / ( )

t y T xT N y
t y T xT N y
   


   

奇数；

偶数。

其中，T=64微秒,为行扫描周期；N为每行x刻度点数。在场坐标系中,奇数场以

场同步脉冲前沿为计时起点t=0；偶数场以场同步脉冲前沿为t=T/2=32 (微秒),

则 (x,y)点p对应的扫描时间t为 ：

公式 2t=yT+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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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图象信号

图象信号是由摄像头采集到的一行行、一场场被探测物信息的电信号。①摄

象管经电子束扫描将一幅图象的亮度分布进行象素分解，使之转变成按逐行逐

场时间顺序排列的电信号。②摄象管某时刻输出的电流信号正比于该时刻电子

束所扫描象素的亮度大小。如图 6.4（a）所示，其特点是：只有水平方向变化 ，

而无垂直方向变化，所以它是按行周期变化的。

图 6.4 垂直条图形信号 图 6.5 水平条图形信号

按照信号幅度正比于亮度大小的原则画出一行的信号波形如图 6.4（b）所示 。

由于图 6.5（a）所示的只有垂直方向变化，而无水平方向变化，显然它是按场

周期变化的。类似的，画出一场的信号波形如图 6.5（b）所示。

由此可见，因为图象亮度只有正值而无负值，所以图象信号也是单极性的。

黑色的信号电平对应为零，灰色和白色的信号电平都是正值而无负值。图象信

号的极性在电路传送与处理过程中是经常变化的，如电路某处为正极性，经过

一次放大倒相后，就变成负极性的了。

7、复合消隐脉冲

前面已经指出：为了消去行、场逆程扫描线（简称回扫线），必须由同步机

产生行、场消隐脉冲。行消隐脉冲使摄象管与显象管的电子束在行逆程期间截

止，消去行回扫线：场消隐脉冲在场逆程期间使电子束截止，消去场回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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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避免它们对正常图象的干扰。按时间顺序将行消隐脉冲序列和场消隐脉冲

序列组合在一起称为复合消隐脉冲，如图 9所示。我国广播电视规定：行消隐

脉宽为 12μs，场消隐脉宽为：25H＋12＝1,612μs。由于广播电视采用奇数行

隔行扫描，相邻两场行消隐的相对位置差半行，所以复合消隐脉冲是按帧（两

场）周期重复变化的。

图 6.6 复合消隐脉冲

8、总结

黑白全电视信号（同本设计中所使用的黑白摄像头信号）由图象信号、复合

同步信号和复合消隐信号组合而成。为了使三者互不干扰，并且在接收端能够

方便可靠地进行分离，黑白全电视信号按下列方式组成：

1.图象信号安排在行、场扫描的正程，复合消隐和复合同步信号安排在行、场

扫描的逆程。

2.图象信号位于白色和黑色电平之间，复合消陷信号的电平规定比黑色电平稍

黑。消隐电平和图象黑色电平之差称为黑色电平提升。黑色电平提升量 D等于

图象白色电平与消隐电平差值的 0～5％，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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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一行全电视信号

3.复合同步电平比复合消隐电平具有更黑的电平，即“比黑还黑”。这样复合

同步信号与图象信号、消隐信号在幅度上有较大的差别，便于在接收端用简单

的限幅器（即同步分离级），从全电视信号中分离出复合同步信号。图象信号

和复合消隐信号不必要再分开，可以直接送给显象管作为图象信号使用。

图 6.7 画出一行全电视信号，从中可见，图象信号、行消隐信号、行同步信

号三者在时间与幅度上的差别；黑色电平提升量 D等于消隐电平与白色电平差

值（70％）的 0～5％。

综上所述，摄像头图像信号具有三大特征：周期性、单极性和脉冲性。由于周

期性的扫描，所以其具有明显的行、场周期性或准周期性。由于图象亮度只有

正值而无负值；所以信号是单极性的。信号的脉冲性表面为两点：其一，图象

信号本身是一系列象素所产生的电脉冲信号组合而成的。其二，复合消隐和复

合同步信号都是周期性的脉冲信号。

6.1.3 摄像头路径识别原理

小车在行驶过程中，识别路径时，需要单片机将CMOS传感器采集到的原始数

据进行二值化与视频数据去噪处理，以保证路径数据的准确性。单片机对处理

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路径识别结果，从而控制直流电机进行速度调节与舵机

的转向控制。在对CMOS视频传感器采集的视频数据进行二值化处理时，涉及到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技术报告

- 28 -

视频阈值的选择。本系统在视频阈值的选择上采取自适应动态调整的方式，即

采用动态阈值的方法，这是因为考虑到CMOS传感器易受环境光线的影响，该方

式能够依据环境光线进行自动调整，为系统提供可靠的二值化阈值。根据自适

应方式设置系统的视频阈值 ，采取如下方式进行二值化分割：

公式3
1 ( , )

( , )
0 ( , )

u x y
f x y

u x y




  

式中的 为原始数据， 为二值化后的数据， 为视频阈值。( , )u x y ( , )f x y 

视频数据去噪处理在再现真实的路径信息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正是由于

CMOS视觉传感器易受环境影响，才需要去噪算法进行去噪处理，保证视频数据

的准确性。

CMOS图像传感器[1]的典型工作流程：

图6.8 CMOS的工作流程

6.1.4 摄像头的选取

目前，市场上主要有 CCD （电荷耦合器件）和 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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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图像传感器，因此，我们有以下两种选择方案：

1）采用 CCD 摄像头

CCD 传感器中每一行中每一个象素的电荷数据都会依次传送到下一个象素

中，由最底端部分输出，再经由传感器边缘的放大器进行放大输出。

优点：成像质量好，灵敏度、分辨率高、噪声影响弱。

缺点：要求的供电电源高，功耗很大。

2）采用 CMOS 摄像头

在 CMOS 传感器中，每个象素都会邻接一个放大器及 A/D 转换电路，用类似

内存电路的方式将数据输出。

优点：要求的供电电源低，功耗很小，低成本，高整合度。

缺点：成像质量不及 CCD 摄像头好。

CMOS与CCD图像传感器的性能比较如下表：

表6.1 CMOS与CCD图像传感器的性能

CMOS 成像器件 CCD

噪声电子数 <=20 <=50

工艺难度 小 大

像敏单元放大器 有 无

信号输出
行、列开关控制，可随机

采样

CCD 为逐个像敏单元输出，只能

按规定的程序输出

ADC 在同一芯片中可设置 ADC 只能在器件外部设置 ADC

逻辑电路
芯片内可设置若干逻辑电

路
只能在器件外部设置

接口电路 芯片内可以设有接口电路 只能在器件外设置

驱动电路 同一芯片内设有驱动电路 只能在器件外设置，很复杂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技术报告

- 30 -

上表说明：CMOS成像器件的功能多，工艺方法简单，成像质量也与CCD接近，

而在我们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由于S12芯片的处理能力不足以达到PC的运算能

力，而且CMOS的功能已足够满足性能要求，故我们最后决定使用只有黑白制式

分辨率为320×240的CMOS XB-2001B型摄像头，该摄像头具有自动增益控制、内

同步、自动背光补偿和低功率消耗等优点。

其相关技术参数如下(摄像头型号：XB-2001B型)：

表 6.2 XB-2001B 型摄像头技术参数

由 XB-2001B 的相关技术参数分析可知，其性能能够满足我们检测道路黑色引

导线信息，故而可以确定使用该型号的摄像头。

6.1.5 摄像头提取信号

1、信号提取方式

我们考虑以下两种信号提取方式：

方案一：将摄像头输出的模拟信号直接通过硬件电路（如比较器等）提取出

行场消隐信号,并与原视频信号相减，消除消隐信号及同步信号对提取“黑线”

冲击信号的干扰，提取出黑线脉冲信号。

方案二：直接将模拟的行场同步信号输入到单片机，利用单片机内的A/D转换

技术参数 参数值

解像度 380TV 线

照度 0.5LUX 0.01LUX（带红外管）

输出制式 CCIR EIA (PAL NTSC) 标准视频信号

有效像素 628×582

图像区域 5.78×4.19mm

扫描频率 50HZ

镜头焦距及视角 3.6mm 92

自动快门 1/60 秒-1-15.000 秒

供电电压/消耗功率 DC9V10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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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实现模数转换，提取出黑线信号。

两种方法的比较:

前者直接通过硬件电路实现黑线脉冲的提取，反映速度快，节约CPU资源，缺

点是硬件电路较复杂，实现困难；而后者直接将模拟信号输入单片机用软件实

现A/D转换，实现简单方便，尽管会占用一定的CPU资源，但是由于一帧图像的

采集时间仅为20ms，在这20ms中完成相关图像处理的所有动作，不会对系统的

资源占用产生大的影响。经过比较，我们选用了后者来实现。

2、电路实现

摄像头采集到的模拟信号从PAD00端输入，经过0.1u电容C1滤波后输入

LM1881（行场同步信号分离器）2号引脚进行视频信号处理，其1号引脚Sync_out

端输出行同步信号送入单片机端口PT5，3号引脚Verticl_out端输出场同步信号

送入单片机端口PT4，如前所述，我们将场同步信号作为一帧图像开始（或结束 ）

的标志，即PT4信号送入单片机判别是否新的一场图像到来，LM1881输出信号送

入单片机进行A/D转换，并进一步实现对图像的分析处理。

图6.9 视频信号分离原理图

6.1.6 摄像头的安装

道路信息获取的媒介摄像头是整个信息系统的关键，为了使其获得的信息

足够且可用，那么必须得合适选取其安装位置。安装过低，会视域不够广阔，

影响寻线的有效范围；安装过高，指引线在图像坐标上会变得过窄，以致视线

模糊，灰度值不明显，而无法检测到，同时整个车体会因重心的抬高而稳定性

变差。安装位置合适的一个标准就是：在此位置的拍摄范围大小能满足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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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获取足够的信息。控制的策略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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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反复的测试和验证，我们最后得到以下较优的摄像头安装方式：摄像头

距地面高度为40cm，离前轮轴心距离为9cm，而前轮轴心距小车最前端距离为

5cm，摄像头的倾斜角度为60。。

如下图所示：

图 6.10 摄像头的安装方式

6.2 速度检测电路

为了使得小车能够平稳地沿着赛道运行，除了控制前轮转向舵机以外，车

速的控制也是十分重要的，保证小车在直道上全速行驶，在急转弯时速度不要

过快而冲出跑道等，此时速度的检测显得尤为重要。可以通过控制驱动电机上

的平均电压控制车速，可以通过摄像头检测图像黑线中心位置信息控制车速，

但是如果开环控制电机转速，会有很多因素影响电机转速，例如电池电压、电

机传动摩擦力、道路摩擦力和前轮转向角等。这些因素会造成不仅会造成小车

运行的不稳定，还会导致整体速度缓慢等。故而，需要通过速度检测，对小车

速度进行闭环反馈控制，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上面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

小车运行得更加精确。为了获取道路信息，若需要得到小车的运动距离，这也

可以通过车速的检测来实现。

6.2.1 检测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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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如下所示速度传感器检测电路：

图6.11 速度检测电路

该模块共3根连接线：电源线，地线，以及一信号输出线。电路中，VCC接5V

系统电源，LM311比较器输出接单片机IO口PT7，将检测速度值送入单片机。

6.2.2 脉冲计数检测速度

我们通过脉冲计数的方法来实现对小车速度的检测：

在靠近小车左轮的轴上装一 64等分的黑白相间的编码盘，将测速传感器安

装在编码盘垂直对应的车体上，这样当小车前进，车轮转动时，编码盘跟随车

轮同步转动，当一个黑色脉冲被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时，速度传感器的输出就变

为高电平，产生脉冲，送给单片机的 ECT模块，ECT模块捕捉脉冲信号并对其

进行计数，同样的，当白色被检测到时，也产生一脉冲，送以单片机计数，在

一特定时间内（20ms，即摄像头采集一帧图像的时间）读出脉冲总数，将该总

数除以车轮转动一圈移过的脉冲数目，便可以计算出车轮的转动圈数，再乘以

车轮周长，得到行驶路程，再除以计数时间，最后得到小车的速度。

假设N为一个采样周期T内ECT模块记录的脉冲个数，T为采样周期（单位为s），

l为小车后轮周长，s为小车前进距离，v为小车的速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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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4
64
Ns l 

又由：速度 公式5
sv
T



即有： 公式6
64
N lv

T





经过测量，小车后轮周长l=157mm，而采样周期T=20ms，从而，速度为：

(m/s) 公式70.1226v N 

6.3 加速度传感器[14][15]

6.3.1 加速度传感器简介

加速度传感器是利用电容的原理设计出来的，我们知道：电容值的大小与电

极板的面积大小成正比，和电极板的间隔距离成反比。从图13可以看到，黑色

部分代表可移动的电极板，而其上方（白色）与下方（灰色）偏置板则是固定

的电极板，此时黑色电极板与两个偏置板形成两个电容，当黑色电极板因加速

度的影响而改变其与偏置板的间隔，则使得电容值改变进而促进电容电压值的

改变，因此，可借此特性来计算加速度的大小。

图6.12 加速度传感器原理

而加速度传感器可用来实现倾斜度的侦测。加速传感器在静止时，可用来检

测倾斜角，倾斜角在 之间变化时，加速传感器输出会在 1.0g～+1.0g90 90 。 。～

之间变化。输出电压对应倾斜角的公式如下示：

公式 8( 1.0 sin )out off
VV V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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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加速传感器的输出； =零加速度； =灵敏度； =重力加速outV offV V
G



1.0G

度； =倾斜角

6.3.2 检测电路

MMA1260D主要根据输出电压值进行测量，当其竖直放置的时候，加速度为0，

其输出电压为2.5v，此时倾斜的角度为零；当其正向放置的时候，将会有一个g

的加速度，输出电压3.7v；而当反向放置时，将会产生一个-g 的加速度，输出

电压为1.3v。这两种情况下都认为倾斜角度为90度。

图 14[23]给出了 MMA1260D 加速传感器的典型角度响应，纵轴代表加速传感

器的输出电压，横轴代表倾斜角度，从线型可知，在 0度范围，倾斜角与电压

呈线性变化。而在 90 度范围，倾斜角与电压则呈现饱和情况。

图6.13 MMA1260D加速传感器的典型角度响应

本设计使用MMA1260D加速传感器实现对赛道坡度的检测。其电路连接图如

图15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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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加速度传感器检测电路

图中，8号引脚ST接复位按钮，5号引脚STATUS接单片机口PB5，而4号引脚Vout

经过1K电阻后接PAD03输出，同时接0.01u电容接地滤波。通过检测口PAD03的电

压大小即可得到坡度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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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执行模块电路设计

7.1 电机驱动电路

如前所述，本设计采用PWM直流脉宽调速，该方法有效地避免了串电阻调速

其调速范围小，平滑性低的缺点，尽管也存在开关过渡过程损耗大，在供电回

路中产生谐波等缺点，但可以通过合理选择开关频率等办法弥补不足。驱动芯

片采用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的半桥式驱动器MC33886。

我们考虑以下两种方案：

(一)使用单片的电机驱动芯片：实现简单，但驱动电流仅5A左右。

(二)两片电机驱动芯片并联：驱动电流达10A左右。

比较：使用两片驱动芯片其驱动电流大，而且实现起来也不复杂，故而采用方

案二，由两片MC33886芯片并联构成，并使用双路PWM信号进行驱动。

其实现电路如下：

图7.1 电机驱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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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舵机

舵机本身时一个位置随动系统。它由舵盘、减速齿轮组、位置反馈电位计、

直流电机和控制电路组成。通过内部的位置反馈，使它的舵盘输出转角正比于

给定的控制信号。因此对于它的控制可以使用开环控制方式。在负载力矩小于

其最大输出力矩的情况下，它的输出转角正比于给定脉冲宽度。

经测试，舵机输出转角与控制信号脉宽之间的关系如下：

控制舵机的脉冲由MCS9SDG128的PWM产生。单片机中有8路独立的PWM输出端口，

我们将其中相邻的2路PWM输出级联程一个16路PWM输出。

采用组委会统一提供的舵机，工作电源为6.0V，影响舵机控制特性的一个主要

参数是舵机的响应速度即舵机输出轴转动角度。舵机转动一定角度有时间延迟，

时间延迟正比于旋转过的角度，反比于舵机的相应速度。舵机的相应速度直接

影响小车通过弯道时的最高速度，提高舵机的相应速度是提高小车平均速度的

一个关键。舵机的响应速度与工作电压有关系，电压越大速度越快，所以应在

舵机的允许的工作电压范围内，尽量选择最大的工作电压，可以提高舵机的相

应速度，大赛规定不允许使用升压电路为舵机提供工作电压。实际使用过程中，

蓄电池电压为7.2V，采用串联两个二极管降压为舵机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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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电源模块

8.1 总体电源电路

电源是整个系统运转的能源中心，只有保证了电源的合理供给，系统各个

部件才能正常的工作，因此，电源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那么我们需要对配发的

标准车模用蓄电池进行电压调节。单片机系统、摄像头、车速传感器电路，LCD

显示电路等各个电路的工作电压不同，我们需要设计方案来使得电压满足各自

的要求。本设计中，总体电源管理如图18示。

图8.1 电源管理

我们使用各种稳压芯片来满足对各模块不同电压的需求。其中采用LM2575-

5.0将电池输出电压稳压到5V对单片机，LCD，速度传感器以及加速度传感器等

供电；使用MAX632先将电压升到12V后，再利用LM2490将12V电压将为9V稳压对

摄像头供电；使用LM1117-ADJ稳压6V电源对舵机供电。

8.2 单片机等5V稳压芯片的选择

8.2.1 芯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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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稳压芯片的选择考虑7805稳压块和LM2575系列两种方法。而7805的一个明显

缺点是当输入电压大于12伏时，发热会很厉害，最大的输入电压也只能到15伏

左右。原因在于7805属于线性稳压。即如果输入 12V，就有7V电压是完全的发

热浪费掉。而相比较而言，LM2575系列主要有以下特性：

1、有 3.3、5、12、15伏，及可以调整输出电压的版本可供选择。比如LM2575T-5.0,

就是固定输出 5V 电压；

2、可调整输出的电压版本输出电压是 1.37 到 37 伏；

3、最大输出电流 1A；

4、输入电压最高 40V；

5、只需要 4只外围元件；

6、内部振荡频率为 52K；

7、TTL 关闭功能，待机状态极低功耗；

8、使用高可靠的标准电感 (330uH)；

9、温度及电流限制保护。

经过分析比较，最后决定采用LM2575稳压芯片稳定5V电压。

8.2.2 电路实现

使用LM2575-5.0实现5V稳压，LM2575-5.0的典型应用是输入电压为7V-40V，

通过如下所示连接电路，便可从输出端得到稳定的5V电压。

图8.2 5V系统电压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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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VCC接电池7.2V电压，从1号引脚IN输入，经过LM2575-5.0从2号引脚

OUT并通过串联一330欧电感后输出5V电压。所接电容起滤波作用。在输出端接

330欧电阻串发光二极管，便于实时查看电路的工作状态（注：后面介绍电路在

输出端接330欧电阻串发光二极管作用相同，省略其说明）。

8.3 CMOS摄像头用电源

摄像头需要9V的供电电源，先通过MAX632将电池电源升压到12V，再输入到

LM2490将电压降到9V向摄像头提供电源。在LM2490的输出端采用了开关电源，

若9v电源可用，则直接用9V电源向摄像头供电，只有当9V不可用时，才将其按

键转换到12V电源。

图8.3 摄像头用电源电路

电池电压通过一330uH电容从4号引脚LX接入MAX632，从5号引脚Vout得到12V

的输出电压。再将该12V输出电压从1号引脚IN输入LM2940后从其3号引脚OUT得

到9V的输出电压。

8.4 舵机电源

同样使用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两种供电方式分别来自于：一是电池电源

通过串联两个二极管降压至6V给舵机供电；二是通过LM1117稳压芯片得到6V电

源向舵机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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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舵机供电电路

经过实验测试证明，使用LM1117稳压芯片得到的6V电源对舵机的驱动力不

足，故而，实际采用电池电源通过串联两个二极管降压至6V为舵机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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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调试模块

9.1 LCD显示[21]模块

本设计中LCD采用北京青云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LCM12864B,LCM12864B 液

晶显示模块具有以下功能特点:

1）显示内容128x64 点阵,点大小0.458×0.458mm2,点间距0.05mm; 2)显示

类型: STN 黄绿模式,6:00 视角, 正向显示; 3)LED 背光或EL 背光; 4)工

作电压: 5V,不含背光工作电流: 7mA( 典型值) ; 5)工作温度: - 20℃~70

℃, 储存温度: - 30℃~80℃; 6) 控制器KS0107 和KS0108,芯片封装COB。

其以上的特点能够充分满足本系统汉字和图形显示需求。

该LCD显示模块按照以下电路连接：

图9.1 LCD连接电路

图中，VCC2接5V电源，J13 LCD--LCM12864B的引脚4-17接单片机IO口PH0-

PH2,PA0-PA7, PH3,PH5。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技术报告

- 44 -

9.2 调速键盘[6]

一共安装4个按键，分为3档速度，高速、中速、低速，从低至高，依次递

增，其中3个键分别对应3档速度，最后一个为确认键。有了此调速模块，可以

在不改变软件程序的情况下，简单的通过按键就能实现速度的切换，这时，便

可以根据不同的跑道和环境，施以小车以其适宜的速度行驶。

图9.2 键盘调速模块

图中，VCC3接5V电压，4个按键接单片机IO口PB0-PB3。

9.3 速度和转向灯

为方便随时查看小车的速度和转向情况，特制作以下几组发光二极管实时

显示其运行情况，从而实现了快速的实时调试。

图9.3 速度和转向灯

VCC3接5V电压，4个输出接单片机IO口PS4-PS7实时显示各个模块的工作状态。



-45-

第十章 系统软件设计

10.1 概述

硬件是整个系统的躯体，而软件就是赋予其思想的灵魂。在小车的整个软

件设计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摄像头图像采集；二、摄像头图像处

理；三、速度控制；四、角度控制。其中图像采集和处理是后两者的基础，

故而我们先介绍设计的总体过程，再从图像采集入手，逐步介绍各个模块。

10.2 整体过程

在摄像头采集的一帧数据中，将采集的数据分析处理提取每行的黑线中心

位置，继续对该数据处理为后面控制策略作准备，准备工作结束，利用信息

分别对电机和舵机实现闭环反馈控制。

图 10.1 软件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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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MCU简介

系统的信息处理是通过 MCU 最小模块来实现的，主要是对速度和位置传感

器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再对电机和舵机发出相应的控制命令，而且还要实现

和调试模块的信息交换。MC9S12DG128B 单片机属于飞思卡尔MC9S12 系列，

它是以高速的 CPU12内核为核心的单片机，外部输入时钟经过内部锁相环后，

时钟频率频率可达 48MHz，内部 Flash 高至 128KB，拥有 8 路 10 位 A/D、16

路 I/O 口，有功能强大的 8 路 8 位（或 4 路 16 位）PWM 输出，以及 8 路

飞思卡尔特有 16 位的增强型定时器。该MCU 功能强大，完全胜任小车的检

测和控制功能。MCU由供电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BDM 下载口等几个

模块组成。

10.4 图像采集

摄像头为320×240单板摄像头，为了使得采集的数据能够比较准确的反映道

路信息，需要尽可能多的采集图像，但是由于S12片内AD转换能力的限制，一帧

图像所能够采集的行数和列数是有限的。而且，比赛跑道为在白色底板上铺设

黑色引导线，干扰信息较少，因此只要在一行上采集了足够多的信息点，不需

要太多的行数便可以实现对黑线的检测。在经过多次的实践测试后，我们最后

得到每帧采集40行50列的数据即可。

采集数据的过程如下：因为一帧数据的前28行为场同步脉冲，故而将其舍弃 ，

判断是否到达第28行，是则开始数据的采集，并且采用隔行采集，每隔7行采集

一次，每一行采集50个点，并采集的数据点保存，一行的列数采集完毕，则将

列计数清零，行数采集到40，一帧数据采集完毕，行计数清零，为下一帧数据

的采集做好准备。

具体实现过程见以下流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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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图像采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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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黑线中心位置的提取

10.5.1 中心提取过程

我们对每行黑线中心位置的提取方法作以下叙述：

（1） 为了缓解CPU堆栈的压力，将图像采集到的数据存放的二维数组的数

据，重新存入一维数组中；

（2） 因为采集的一帧图像中，其行排序是从离摄像头最远的位置到最近的

位置，列的排序方法是从左至右，而小车行进最主要依据的是离车体

近的位置的黑线情况，故而为了方便数据的识别处理，我们在将二维

数组的数据赋值给一维数组时，行列顺序是按照由近到远，从左向右

的方向实现的；

（3） 在一帧的图像中，采用边界提取算法来实现黑线中心位置的提取。由

于赛道的白色底板和黑色引导线的灰度值相差较大，因此我们可以通

过确定一个黑色和白色的阈值来区分黑白。判断相邻数据点灰度值的

差值是否大于（或小于）该阈值，从而确定此时是否为黑线的入口（或

出口）。经过多次实践测试，最后确定阈值为16。从最左端的第一个

有效数据点8（因为前7个数据为行同步信号，舍弃）开始依次向右判

断其阈值，由于实际中黑白赛道边沿可能会有模糊偏差，使得阈值不

是简单的介于相邻的两个点之间，很可能需要相隔两个点，因此，我

们从第j行开始，判断和j+3的差值是否大于阈值，是则将j+2记为j，

并将j+3赋为黑线入口点，否则则判断是否小于该阈值的相反数，是

则将j+2记为j，并将将j+3赋为黑线出口点。

（4） 根据是否探测到黑线的入口和出口，给黑线的出入口标识符赋以对应

值。接下来，根据这两个标识符的值来确定黑线的中心位置，分为以

下四种情况：

1○若黑线的出入口均被检测到，则将黑线出口的列值减去2便得到其

中心位置（因为黑线宽度占4-5个数据点）；

2○若仅检测到入口，未检测到出口，则说明此时黑线相对于小车右偏 ，

赋予黑线中心位置为列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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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反，若仅检测到出口，则说明黑线相对于小车左偏，赋予其中心

位置列最小值，这里赋值为7，因为前7行为行同步信号，应舍弃；

4○若入口和出口均未检测到，说明检测数据出现问题，此时赋以其中

心位置一个特殊值，以便后面程序判断。

（5） 在经过以上处理提取出每行黑线的中心位置后，为了减小干扰，对得

到的50行中心位置进行中值滤波处理。

（6） 虽然摄像头采集的数据详尽丰富，但是经过实践检测，我们得到只需

14行数据即可，太多的数据信息不仅会占用CPU时间，而且也不能给

我们带来更多有用的信息，故而，我们再次对前面得到的40行数据进

行处理，每隔3行经中值滤波得到最终的14行。在这14行中，如果出

现（4）中 4○中提到的情况，即采集到错误的数据时，分以下两种情

况进行处理：如果此行为最后一行，基于一种数据保持的想法，将上

一帧的第一行值赋给它，否则就将该帧中前面一行的数据赋给它。

在此，值得说明的一点是：虽然理想的跑道是白色底板黑色引导线的，但是由

于小车多次在跑道行驶，会对跑道造成一定的磨损等，而且由于周围的环境影

响等，不能够保证跑道上除了黑色引导线外，全是单纯的白色底板，可能会有

一些不可预知的小黑点，而又由于摄像头高精度的检测，会有可能将此本为干

扰的小黑点检测到当作黑线，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需要加强抗干扰措施。为

此，我们先在这里引入一个干扰量disturb，赋初值为0，当出现如上述（4）中

第 4○点情况的时候，其值便加1，设置一个干扰量数据阈值，若干扰量大于该阈

值，说明此黑点是偶尔出现的造成干扰的黑点，摄像头探测范围过广，小车已

经冲出跑道，那么该数据为采集的错误值，应当被舍弃；反之，若干扰量小于

该阈值，说明未冲出跑道，采集数据正确，那么该数据即为采集到的黑线数据。

总起来说，黑线中心位置的提取按照以下4个步骤实现：

Step1、寻找黑线边界位置；

Step2、初步确定每行黑线中心位置；

Step3、滤波得到黑线中心位置；

Step4、隔行提取，得到最终黑线中心位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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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实现流程图

将其中重要步骤实现作流程图如下：

1、寻找黑线边界位置

图10.3 寻找黑线边界位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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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步确定每行黑线中心位置

图10.4 初步确定黑线中心位置流程图

10.6 电机空载实验测试

1、占空比与对应的脉冲数

测试条件：电压 7.91V

单位时间：1.15秒

表 10.1 占空比与脉冲数对应

占空比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800

脉冲数 1590 1362 1282 1178 1082 1004 907 808

占空比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

脉冲数 703 595 496 386 269 14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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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空比与每秒的脉冲数关系：

表10.2 占空比与每秒脉冲数关系

利用速度公式： (m/s)，其中车轮周长l=0.157m。
64
N lv

T





4、得到占空比与速度的关系：

表 10.3占空比与速度关系

借助 matlab工具，速度与占空比关系如下：

图 10.5 速度随占空比变化关系

占空比 1600 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脉冲数（每秒） 1467.83 1382.61 1184.35 1114.78 1024.35 940.87 873.04

占空比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脉冲数（每秒） 702.61 611.3 517.39 431.3 335.65 233.91 123.48

占空比 1600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速度

(m/s)
7.66 7.22 6.18 5.82 5.35 4.91 4.56 4.12

占空比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速度

(m/s)
3.67 3.19 2.7 2.25 1.75 1.22 0.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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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摄像头一帧图像的采集时间 20ms时候，占空比为 60%（1200）时，其速

度和脉冲对应关系：

表 10.4 速度和脉冲对应

6、由于脉冲数目总应该是正数，故将以上数据输入工具 matlab[4]中进行处理，

利用取整函数 round（四舍五入），脉冲数整数化之后得到以下关系：

表 10.5 取整后速度和脉冲对应关系

速度

（m/s）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1.00

脉冲数 0.38 0.77 1.15 1.53 1.92 2.30 2.68 3.07 3.45 3.83

速度

（m/s）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脉冲数 4.22 4.60 4.98 5.37 5.75 6.13 6.51 6.90 7.28 7.66

速度

（m/s）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脉冲数 8.05 8.43 8.81 9.20 9.58 9.96 10.35 10.73 11.11 11.50

速度

（m/s）
3.10 3.20 3.30 3.40 3.50 3.60 3.70 3.80 3.90 4.00

脉冲数 11.88 12.26 12.65 13.03 13.41 13.80 14.18 14.56 14.95 15.33

速度

（m/s）
4.10 4.20 4.30 4.40 4.50 4.60 4.70 4.80 4.90 5.00

脉冲数 15.71 16.10 16.48 16.86 17.25 17.63 18.01 18.40 18.78 19.16

速度

（m/s）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1.00

脉冲数 0.00 1.00 1.00 2.00 2.00 2.00 3.00 3.00 3.00 4.00

速度

（m/s）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脉冲数 4.00 5.00 5.00 5.00 6.00 6.00 7.00 7.00 7.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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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matlab做图得到其对应关系：

图 10.6 取整后速度和脉冲对应关系

脉冲数=3.8194×速度+0.0204 公式 9

可以看出，脉冲数与速度基本上呈线性关系，可以利用以上关系通过预设脉

冲数而预设小车的速度值，以实现速度的闭环控制。

速度

（m/s）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脉冲数 8.00 8.00 9.00 9.00 10.00 10.00 10.00 11.00 11.00 11.00

速度

（m/s）
3.10 3.20 3.30 3.40 3.50 3.60 3.70 3.80 3.90 4.00

脉冲数 12.00 12.00 13.00 13.00 13.00 14.00 14.00 15.00 15.00 15.00

速度

（m/s）
4.10 4.20 4.30 4.40 4.50 4.60 4.70 4.80 4.90 5.00

脉冲数 16.00 16.00 16.00 17.00 17.00 18.00 18.00 18.00 19.00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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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速度控制准备工作一

经过多次测试验证，我们得到一帧图像中一行的点28为摄像头象素中间位置。

将前面得到的14行数据的黑线中心位置与摄像头像素的中间位置相减即可得到

该时刻小车偏离黑线中心的程度，并将这一组偏差值存入一偏差数组中。在一

帧图像中，用最末一行的偏差值减去首行的偏差值即得到该黑线在这一帧图像

中的斜率大小；用最末行的偏差减去中间行的偏差得到值1，用中间行的偏差减

去首行的偏差得到值2，再将值1减去值2便求得该帧图像中前后两半图像的斜率

差别值。从速度传感器模块取得小车的速度值。在一帧图像中，用首行的黑线

中心值减去中间行的黑线中间值得到斜率slop1，用中间行的黑线中心值减去最

末行的黑线中心值得到斜率slop2，再将斜率slop1和斜率slop2相加得到该帧图

像前后两半图像的斜率和值slop_add。根据前述所设的干扰值disturb的大小，

判断小车是否冲出跑道，该帧图像值是否错误，若其值小于阈值，此时小车正

常运行，未冲出跑道，采集图像信息正确可用，那么，在此情况下，即可对通

过该图像信息对小车的速度和角度进行控制了。由于赛道形状并非单一，包括

普通直道，大弯道（曲率半径大），小弯道（曲率半径小），S道，还有坡度等，

那么为了小车能够稳定的运行于整个赛道，需要对不同形状的赛道施以不同的

控制策略，从而，第一步需要做的是区分出直道，弯道，S道等不同的赛道。

在整个控制过程中，我们的主要思想是利用摄像头采集的数据和速度传感器

获得的速度值对其速度实现闭环反馈控制。方法如下：

PID控制

预设速度 speed_exp
当前速度 Curspeed

+ —

—

图 10.7 速度反馈控制

10.7.1 赛道形状的区分

对于摄像头采集的数据，我们已经得到每行的黑线中心位置及其偏差值，还有

一帧图像中黑线的几种斜率值，这时，我们就根据这一系列数据来判断前方赛

道的形状和小车行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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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0.7示说明：

图 10.8 赛道形状区分

1、若一帧图像中的前半块图像的斜率与后半块图像的斜率符号相反，那么则

说明前方赛道是 S形的，因为摄像头探测的距离足够远，对于这种形状的赛道，

其半个 S已被摄像头视野囊括，容易知道，在半个 S形状中，其前后斜率符号

是相反的，故而通过判断前后斜率之积 slop1×slop2是否小于 0来确定其是否

为 S道。

2、若不为 S道，则继续向下判断，如果前后斜率和值 slop_add很小（处于

很小的一个活动范围内），则说明前方赛道为直道。因为在整个这帧图像中，斜

率值相差很小，则前后形状相近（或相同），而且各自的斜率值本身也小，从而

确定其为直道。

3、若以上两种情况均不满足，则判断其是否为大弯道（曲率半径大），通过

计算其前后斜率和 slop_add 的值是否很大（或处于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如-

40<=slop_add<=-8或 8<=slop_add<=40）,是则确定其为大弯。

4、上述三种情况都不成立的时候，将道路形状确定为普通道路。

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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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 道路形状区分流程图

10.7.2 相应的速度和角度控制策略

区分出道路的形状后，采取对应的速度和角度控制策略：

1、 若为 S道，且有斜率和值在一小范围内（-5<=slop_add<=5），角度控制

量为首行偏差，速度控制量为 0，即用最前面的偏差控制小车的舵机偏

转，而当小车进入 S道时，摄像头的最前端范围正处于其对应半 S的位

置，两者的黑线中心位置几乎相同，此时以最前行的偏差作为其控制量 ，

并且施以全速，则小车可直接根据最前方的黑线位置全速冲过 S弯，不

必沿着 S前进，该策略可节约很多时间，提高整体速度。

2、 若判断为直道，则以该帧图像中的居于中间位置的数据行控制角度即

可，直道安全，以全速前进。

3、 若判断为大弯道，此时由于小车刚进弯时，由于弯度不大，则其判为普

通弯道，减速运行，实现“进弯减速”，当逐渐运行到弯度较大处时，

说明小车快要出弯，则全速运行，实现“出弯加速”。

4、 当为普通道路时候，这种道路是出现次数最频繁，其控制需要考虑周详 ，

准确化，通过速度传感器采集的速度对速度和角度实现闭环反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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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普通赛道的情况

为保证小车的稳定运行，不至出现高速行驶时，突然出现弯道而来不及拐弯，

或转弯角度太小等情况，我们采取这种速度越大，转角越大的控制策略。

1、若测得速度值小于等于 5，此时速度比较小，角度控制行 steer_ccd设为靠

中间的数据行第 7行；

2、若测得速度值大于 5且小于 10，速度越大，转角越大，角度控制行 steer_ccd

设为（7-速度值/3）；

3、若测得速度值大于等于 10，速度很大，增加其转弯角度，则设其角度控

制行 steer_ccd为（6-速度值/2）。

4、若在以上情况中计算出现了 steer_ccd小于 0的情况，则将其直接置为 0；

以行 steer_ccd控制小车舵机的角度偏转，以首行控制控制其电机速度。

判断如果速度控制量小于 0，经反复测量调试，将其值加 2即可；否则应减 2。

如果速度控制量过大（正数）或过小（负数），为防止速度出现异常，将速度

控制量置为 0。

控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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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0 不同道路对应动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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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速度控制准备工作二

10.8.1 速度控制

先预设一速度增益量 k_speed，为后面求预定速度值作准备，若所测速度较

大（如大于一阈值 14），则得其速度增益量为速度控制量的 1/2；速度控制量

越大，相应的速度增益量越大，则其预设速度值不应该过大，应该保持一居

中速度值保证小车速度的恒定。速度增益量同样应该在一确定范围内，大于

该范围，则将其置为该范围的上下限定值。若在上述计算得到的速度增益量

为正值，则得其预设速度值与速度增益量和所测速度值成反比；相应的，若

增益量为负值，则其预设速度值应正比于速度增益量，而反比于所测速度值，

从而保证速度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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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1 速度控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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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舵机控制

由于舵机的转角范围有限，故转角控制量的值应处于一定范围内，若其控

制量 controler_steer超出范围，则将其赋值为边界阈值。同速度控制一样，先

预设一角度增益量 k_steer，并根据角度控制量的值和测得的速度值确定该角

度增益量值大小。

图 10.12 舵机控制流程图

10.9 速度控制方案

考虑 Bang_Bang控制和 PID控制两种方案。

（1）Bang_Bang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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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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的占空比置为100%；若速度大于预定的速度值，

则将驱动电机PWM 输入的占空比置为0。

（2）PID控制[3]

在每一个周期中，将检测到的速度值存入数组，直到共存入 3个数值为止，

将该 3个速度值与预设速度值相比较得到 3个偏差值，PID控制就是利用这

几个偏差值实现对速度的闭环反馈控制。控制过程主要是 三个参数的, ,p i dk k k

调节。（PID控制方法的详细介绍见 10.10节）

（3）决策方案：Bang_Bang 控制方法简单，实现容易，但是这种速度突增突

减的方式会使得小车震动，运行不稳定。而 PID 控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可

以根据试验和经验在线调整参数，可以更好的控制性能。其有控制精度高、

超调小的优点，从而使静态、动态性能指标较为理想，同时又达到了准确、

快速测定的目的。其中比例控制的优点是：误差一旦产生，控制器立即就有

控制作用，使被控量朝着减小误差方向变化。积分控制的优点是能对误差进

行记忆并积分，有利于消除静差，就像人脑的记忆功能。微分作用的优点是

它具有对误差进行微分，敏感出误差的变化趋势，增加系统稳定性，就像人

脑的预见性。总体上是比例带越大，过渡过程越平稳，但余差越大。比例带

越小，过渡过程容易发生振荡。积分时间越小，消除余差就越快,但系统振荡

会较大，积分时间越大，系统消除余差的速度较慢。微分时间太大，系统振

荡次数增加，调节时间增加，微分太小，系统调节缓慢。

根据以上比较，可以看出PID控制性能远优于Bang_Bang控制，尽管调试起

来会相对复杂一些，但是基于其准确、快速的控制，本设计最终选取利用增

量式PID算法实现对小车速度的控制。

10.10 应用PID算法控制电机[17]

10.10.1 PID简介

模拟PID调节具有原理简单、易于实现、鲁棒性强和适用面广等优点，在实

际应用中，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线整定PID各参数，往往可以取得较为满意的控

制效果。数字PID控制则以此为基础，与计算机的计算与逻辑功能结合起来，不

但继承了模拟PID调节的优点，而且由于软件系统的灵活性，PID算法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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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而更加完善，使之变得更加灵活多样，更能满足生产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控

制要求。

10.10.2 PID控制原理

设系统的误差为 ，则模拟PID控制规律为：( )e t

公式10
0

1 ( )( ) ( ) ( )
t

p d
i

de tu t K e t e t dt T
T dt

 
   

 


式中， ――控制量（控制器输出）；( )u t

――被控量与给定值的偏差（即 ）；( )e t ( ) ( ) ( )e t r t y t 

――比例系数；pK

――积分时间常数；iT

――微分时间常数。dT

它所对应的连续时间系统传递函数为：

公式11( ) 11
( ) p d

i

U s K T s
E s T s

 
   

 

其结构框图如下图：

图10.13 PID控制方框图

将上式离散化，即将描述连续系统的微分方程代之以等效的描述离散系统的差

分方程，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数字 PID 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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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矩形法进行数值积分，即以求和代替积分，以差分代替微分，可得到数字

形式的 PID 控制规律

公式 12
0

1 ( ) ( 1)( ) ( )
k

p i d
ii

e k e ku k K e k eT T
T T

  
   

 


若 T足够小，则上式可相当准确地逼近模拟 PID 控制规律。

根据上式写出前一时刻的输出有：

公式 13
1

0

1 ( 1) ( 2)( 1) ( 1)
k

p i d
ii

e k e ku k K e k eT T
T T





   
     

 


将两式相减，得到：

1

0

( ) 2 ( 1) ( 2)( ) ( ) ( 1) ( ) ( 1)
k

p i d
ii

T e k e k e ku k u k u k K e k e k eT T
T T





    
        

 


公式 14

为了便于编程，同类项合并得到：

增量式 PID 控制算法的公式：

公式 15 1 2 3( ) ( ) ( 1) ( 2)pu k K Ae k A e k A e k    

其中， 1 2 3
21 (1 )d d

i d

T TT TA A A
T T T T

      

控制输入量 e(k)为小车偏离黑线中心的位置。

10.10.3 PID流程图

本设计中采用数字式增量 PID 控制算法，先从速度传感器获得小车当前运行

速度，直至获取 3次速度值，并将其存入数组中，求得三次速度值与预设速度

值的偏差，根据公式 6代入 3次速度偏差值求得小车速度，并控制小车速度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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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4 PID控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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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赛车跑法简析

根据孟昭曜的《F1 赛车弯道技术的力学分析》[12][13]，从力学角度分析，

过弯道时，快速和安全往往很难统一，但弯道同时又是赶超对手的大好时机，

加上情况瞬息万变，所以比赛中对弯道技术要求特别高，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

选好通过弯道的最佳路线。假设一段赛道如图 10.14 所示，取弯道为 90 度，外

弯道和内弯道的半径分别为 R 和 r。考虑到路面的粗糙程度相同，摩擦系数相

等。从表面上看，一般会认为从外道驶过路线的圆周弧线比内道弧线的长度大，

所以行驶外道会吃亏。我们做以下分析：

图 10.15 赛车的内外弯道

赛车在平直的道路正常行驶，其速度值能达到其所能达到的最大值，设其为 ，mV

转弯的时候，若赛车做圆周运动，其向心力由地面的静摩擦力提供，即有：

公式16
2vm f
R


公式17maxf mg

由上述公式16和公式17可解出

公式18v Rg

这说明在弯道处所允许的最高车速受到轨道半径和路面摩擦系数的限制，只能

达到一定大小。

假设赛车在弯道上均以允许的最大速度行驶，则在图2所示的内外道上经历的时

间分别是

公式19
22

r rt
g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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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0
22

R RT
gRg

 


 

因为R>r，所以T>t，赛车跑在外道上的时间要比跑内道的长。但根据公式18，

考虑到进出内弯道的速度都小于在外弯道的速度，在进出内弯道刚时势必需要

更长的刹车时间和加速时间，会使得赛车进出弯道的速度落差极大，全程考虑

并不一定划算。

若不用煞车减速通过弯道，如图10.15所示，由于这类弯道转角不大，车既没

有沿内道走，也没有沿外道走，而是近乎跑了个直线。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没

有进出弯道的速度落差，行走路线的长度又在内弧线和外弧线长度之间，应该

是一条最佳路线。

图 10.16 不用刹车减速通过的弯道

若使用“外-内-外技术”，这是F1赛车弯道技术中最基础也最常用的技术。所

谓的外-内一外，是指赛车通过弯道的路线(见图10.14，图10.16)，以图10.16

中赛车通过的所谓“发卡弯”来看，内一内一内这条白线明显短于外一内一外

这条黑线，那为什么赛车却要选走外一内一外呢?我们做以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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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7 发卡弯赛道

内内内确实是最短的线，但实际上赛车通过弯道最先考虑的是“能最快通过

弯道的线”，至于是不是最短的线倒并非绝对因素，赛车首重是时间，而不是

距离。数学上内内内是最短没错，但在实际上，行走内内内的路线会使得赛车

进出弯的速度落差极大，为了要在这么小的回转半径通过弯道，车速势必要降

很多，对于出弯的加速极为不利，反而外内外虽非最短路线，但它却能提供赛

车以比较高的速度过弯，两者相较之下，反而是外内外以比较短的时间通过弯

道，而“时间”正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因素。

以过弯而言，赛车追求的不只是最快速的通过弯道，还有最快的出弯速度，

倘若只是比别人更快进弯，但出弯若是慢慢来还是会被对手赶过去，反之若有

比对手更快的出弯速度，那即使是跟在对手后方，出弯后仍然可以超越他。因

此还有一种重视出弯速度的外外内取线。

图 10.18 外外内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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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线就是外外内。宏观来看它仍属于外内外的取线（可以称为一种变种路

线，只是为了方便区隔我们暂且以外外内来称呼)。出弯的速度决定于赛车过了

临界点后一直到弯道出口的加速路程长短，谁过了临界点后能越早加速就拥有

越好的出弯速度，从图上可以看出外外内因为走线不对称，临界点提前了，使

得它拥有比较长的出弯加速路程，所以有更高的出弯速度，相当有利于在出弯

后超越别人。但是外外内也存在可能会因速度过快而冲出弯道或撞墙，因为行

进路线过于崎岖而错失一口气顺利通过复合弯道的机会等缺陷。

综上所述，通过对F1赛车几种弯道技术的力学分析和效果比较，外一内一外

还是王道!但这规则并非一成不变，实际在多车竞技时，状况会变得相当复杂，

对前要攻击，对后要防御，懂得灵活运用，外一外一内就有机会突破外一内一

外的防御，甚至在某些特殊状况下，说不定内一内一内反而是是有利的路线。

10.12 小结

在系统的整个软件设计过程中，先由摄像头采集道路图像信息，处理数据

得到赛道黑线中心位置以及小车偏离黑线中心的程度，对此信息进行深入的

分析和处理，对舵机转向进行控制，并利用PID控制算法实现对速度的闭环控

制。在小车整个赛场的弯道行进过程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F1赛车的

“外内外”跑法，能以比较高的速度过弯，而且出弯的加速快，能以较高的

出弯速度行驶，从整体上提高了小车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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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开发工具与调试

我们采用MC9S12DG128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DG128是飞思卡尔公司推出的

S12系列单片机中的一款增强型16为单片机。片内资源丰富，拥有SPI、SCI、

I2C、A/D和PWM等常见的接口模块，在汽车电子应用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

MC9S12DG128单片机介绍：

CPU：增强型16位HCS12CPU，片内总线时钟最高可达25MHZ；

片内资源：8K RAM、128K Flash、2K EEPROM；

串行接口模块：SCI、SPI/PWM；

脉宽调制模块（PWM）可设置成4路8位或者2路16位，逻辑时钟选择频率宽；

两个8路10位精度A/D转换器；

控制器局域网模块（CAN）；

增强型捕捉定时器；

支持背景调试模式。

在整个开发调试过程中，我们采用CodeWarrior for HCS12[10]作为程

序编译软件。CodeWarrior for HCS12是面向以HC12或S12为单片机嵌入式应

用开发的软件包，包括集成开发环境IDE、处理器专家库、全芯片仿真、可

视化参数显示工具、项目工程管理器、C交叉编译器、汇编器、链接器以及

调试器等。在CodeWarrior软件中可以使用汇编语言或C语言，以及两种语言

的混合编程。CodeWarriorIDE 能够自动地检查代码中的明显错误，它通过一

个集成的调试器和编辑器来扫描代码，以找到并减少明显的错误，然后编译

并链接程序以便计算机能够理解并执行程序。每个应用程序都经过了使用象

CodeWarrior 这样的开发工具进行编码、编译、编辑、链接和调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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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Warrior for HCS12建立工程编写程序使用过程：

图11.1 CodeWarrior程序编写运行过程

S12系列单片机采用了BDM（Background Debug Model,背景调试模式）的

调试方式，在BDM模式下主要可以实现以下3方面的功能：

 应用程序的下载与在线更新；

 单片机内部资源的配置与修复；

 应用程序的动态调试。

BDM单独使用时，需要通过5V电源插座给BDM头供电。用BDM头调试目标系

统时，BDM可以通过BDM电缆向目标板供电，BDM头的电源的供给也可以从BDM

电缆得到。下图11.2给出了PC机通过BDM头与目标机相连的示意图，也给出

了BDM调试插头、插座的定义。需要注意的是：BDM电缆的6针插头座一定不

能插反，否则会引起BKGD引脚（S12单片机的I/O端）与电源（Vdd）短路，

会烧毁BKGD引脚，烧毁单片机！



第十章 系统软件设计

- 73 -

图11.2 PC通过BDM头与目标机相连

在我们的开发调试中，整个过程均使用C语言实现程序的编写，通过BDM

调试器将系统与PC机相连（如图11.1所示），将PC机中CodeWarriorIDE中编

写的程序下载到HCS12单片机中，赋予整个系统的软件算法，实现整个控制

过程的软件和硬件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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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结论

文章介绍了我们为第二届“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准备

的智能小车的制作方案。本文详细的介绍了整套智能车的寻线设计过程，系

统将图像采集模块，速度采集模块以及加速度传感器模块采集到的路况信息

和速度信息送以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MC9S12DG128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发出

相应命令输出到执行模块的电机和舵机执行适宜的速度和转向动作。

系统依靠摄像头采集道路图像信息，利用速度传感器脉冲计数实现对速

度的检测，采用单轴加速度传感器识别坡度，使用两片MC33886并联实现双

路PWM驱动电机，串二极管降电压为舵机供电，采用LM2575等稳压芯片为各

模块提供电源，并配以LCD和键盘实现实时调试。

本设计充分利用摄像头探测距离长，道路可预测信息强的优点，对其采

集到的道路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利用 PID 算法实现对小车行进的控制。根据

摄像头对黑白灰度值不同的分辨采集赛道的黑线信息，根据得到的每帧图像

信息，判断小车偏离黑线的程度和前方赛道是直道、弯道抑或是 S道，再根

据各种不同的赛道，予以相应的控制策略，基于“进弯减速，出弯加速”的

原则，并且以直线方式冲过 S道以减少转弯浪费的时间，利用摄像头得到信

息的预测方向，使小车能够提前准备转弯等动作，从而防止小车因为直道加

速过大而使得转弯时速度难以减下来而冲出赛道，分析摄像头获得的图像信

息，读入速度传感器获得的速度，利用增量式数字 PID 算法实现速度的闭环

反馈控制。

测试表明：该智能车能够很好的跟随黑色引导线，可以实现对应于不同形

状的道路予以相应的控制策略，可快速稳定的完成的整个赛道的行程。

本设计的特色：

（1）采用增量式数字 PID 实现了速度的闭环反馈控制，小车的加速减速精

确、迅速。

（2）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 F1 赛车跑法，小车过弯更稳更快，从整体上提

高了小车速度。

（3）本设计算法中区分直道，弯道，S道等各种不同形式的赛道，并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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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对应的控制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设计以直线方式冲过 S道，节约

了舵机在来回拐弯上浪费的很多时间。

（4）我们采用加速度传感器检测坡度，利用加速度传感器对于不同的倾斜

角度有不同的加速度，输出不同的电压值，依据该电压值检测赛道坡度。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之处：

（1）F1赛车跑法的运用经验不足。在小车整个赛场的弯道行进过程中，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F1赛车的“外内外”跑法，能以比较高的速度过弯，

而且出弯的加速快，但是由于对该赛车算法的理解还不够深刻，没有能够比

较全面的将该算法应用于整个行进过程中，在这方面还有较大的发掘潜力。

（2）机械结构改装还需完善。在模型车底盘性能调整方面，主销后倾、

主销内倾、前轮外倾和前轮前束几个车轮定位参数之间的关系调整还没有达

到最佳，在该方向还可改进。

（3）摄像头的安装方式仍需改进。摄像头的安装高度和倾斜角度还值

得进一步分析验证，以寻求更好的图像采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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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附录

A 主要芯片模块及数量

序号 芯片型号 数量 作用

1 LM1881 1 视频信号分离

2 LM2575-5.0 2 提供 5V 稳压

3 MAX632 1 提供 12V 稳压

4 LM2940-9.0 1 提供 9V 稳压

5 LM1117-ADJ 1 提供 6V 稳压

6 MC33886 2 电机驱动芯片

7 MMA1260D 1 识别坡度



附录

III

B 端口分配情况

器件 端口

速度传感器 PT7

摄像头捕捉

摄像头输入 AD0

行同步 IOC5/PT5

场同步 IOC4/PT4

LCD 数据端口 DB0-DB7 PA0-PA7

LCD 控制端口

RS PH0

R/W PH1

W PH2

CS1 PH3

CS2 PH5

电机 PWM 控制
IN1 PP7

IN2 PP3

舵机 PWM 控制 PP5

指示灯
加速 PS7/SS0

减速 PS6/SCK0

偏左 PS5/MOSI0

偏右 PS4/MISO0

调速按键 PB0-PB3

MMA1260D 接口

复位 ST

STATUS PB5

Vout A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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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C 系统电路图



附录

V

D 程序源代码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mc9s12dg128.h> /* derivative information */

#pragma LINK_INFO DERIVATIVE "mc9s12dg128b"

#define ROW_MAX 40 /*采集的最大行数*/

#define LINE_MAX 50 /*每行采集的最大列数*/

#define INTERVAL_ROW 7 /*每隔 INTERVAL_ROW行采集 image数据*/

#define SAMP_ROW 14 //数值滤波后选取的行数，38行中每隔 3行取一行*/

#define LATCH_P 16

#define LATCH_N -16

#define PWM_MAX 1375

#define k1 1 /*舵机可调控制系数*/

#define k2 1 /*电机可调控制系数*/

#define k3 1 /*舵机控制中，速度权重*/

#define k4 2 /*舵机控制中，偏移量权重*/

#define T 0.02

void Init_Var(void);

void Init_PLL(void);

void Init_ECT(void);

void Init_PWM(void);

void Init_Var(void);

void imageSamp(void);

void imageProc(void);

unsigned char get_mid(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

void PID_Speed_Ctrl(unsigned char CurSpeed);

float A,B,C;

float Kp;//速度 PID控制参数

float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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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loat Td;

volatile int PWM_Speed;

volatile int speed_max;

volatile int k_speed;

volatile unsigned int counter_row=0; /*采集的行线计数*/

volatile unsigned int row=0;

volatile unsigned int line=0; /*采集的行列线计数*/

volatile char controler_steer;

volatile char dif=0;

volatile char diff_slope=0;

volatile char slop=0;

volatile char temp;

volatile char data[SAMP_ROW]={0};

volatile char err[SAMP_ROW]={0};

volatile char slop1;

volatile char slop2;

volatile char slop_add;

volatile char disturb;

volatile char k_steer;

volatile char speed_exp;

volatile char controler;

volatile char controler_speed;

volatile char GetSpeedCnt;

volatile char ideltaSpeed[3];

volatile char steer_cc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ertical_start=0; /*新的一场场开始标记为 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get_speed=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uffer_speed[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_flag_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out_flag_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_flag_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out_flag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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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atile unsigned char black_in=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lack_out=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_vd[ROW_MAX][LINE_MA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cd[LINE_MAX]={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lack_mid[ROW_MAX]={0};

————————————————————————

/**Title: Init_PLL()

*Description: 初始化时钟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

void Init_PLL(void){

REFDV=0x03; //initiate the PLL clock

SYNR=0x07; //Osc 16M,bus clock 32MHz

while(!(CRGFLG&0x08)) {

} //wait until steady

CLKSEL=0x80; //select the PLLCLK

}

————————————————————————

/**Title: Init_Var()

*Description: 初始化变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

void Init_Var(void){

int i,j;

vertical_start=0;

counter_ro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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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0;

line=0;

in_flag_1=0;

out_flag_1=0;

in_flag_2=0;

out_flag_2=0;

black_in=0;

black_out=0;

dif=0;

diff_slope=0;

get_speed=0;

temp=0;

controler=10;

controler_steer=0;

controler_speed=0;

slop1=0;

slop2=0;

slop_add=0;

disturb=0;

k_steer=0;

k_speed=0;

speed_exp=0;

GetSpeedCnt=3;

PWM_Speed=PWM_MAX;

steer_ccd=0;

Kp=1.0;

Ti=0.0006;

Td=0.1;

A=Kp*(1+T/Ti+Td/T);

B=Kp*(1+2*Td/T);

C=Kp*T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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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i=0;i<ROW_MAX;i++)

for(j=0;j<LINE_MAX;j++)

temp_vd[i][j]=0;

for(i=0;i<LINE_MAX;i++)

ccd[i]=0;

for(i=0;i<ROW_MAX;i++)

black_mid[i]=0;

for(i=0;i<SAMP_ROW;i++)

data[i]=0;

for(i=0;i<SAMP_ROW;i++)

err[i]=0;

for(i=0;i<3;i++)

buffer_speed[i]=0;

}

————————————————————————

/**Title: Init_ECT()

*Description: ECT模块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

void Init_ECT(void) {

TIOS = 0X00; /*select all channels as input*/

TSCR1 = 0X80; /*timer enable*/

TSCR2 = 0X04; /*for 32M bus clock,set prescaler to 32.76ms*/

TCTL3=0X0A; /*Disconnect IC/OC logic from PT7*/

/* PT5,PT4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

PACTL=0X40; /*PT7 event mode,count on falling edge*/

/*disable PAOVI,PAI*/

TFLG1 = 0X30; /*clear C5F,C4F interrupt flag*/

// DLYCT=0x03; /*delay 1024 bus clock to avoid diat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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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 = 0X10; /*enable C4I interrupt*/

}

————————————————————————

/**Title: Init_ATD()

*Description: AD模块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

void Init_ATD(void){

ATD0CTL2=0xC0;

ATD0CTL3=0x08;

ATD0CTL4=0x80;

ATD0CTL5=0xA0;

ATD0DIEN=0x00;

}

————————————————————————

/**Title: Init_PWM()

*Description: PWM模块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

void Init_PWM(void){

/*PWM67 for motor in1,PWM23 for motor in2,PWM45 for steer*/

PWMCTL=0xFB; /*choose 16-bit mode PWM67,45,23*/

PWMCAE=0x00; /*choose left-aligned on all channels*/

PWMPOL=0xff; /*choose high polarity on all channels*/

PWMCLK=0xff; /*select clock mode 1(SA/B) for all channels*/

PWMPRCLK=0x00; /*select PCKA=0,PCKB=0 for all chann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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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MSCLA=32;

PWMPER45=10000; /*舵机 select period of10000for PWM45--20ms,50Hz*/

PWMDTY45=775; /*% 舵机占空比 duty cycle on channel 45*/

PWMSCLB=8;

PWMPER67=2000; /*电机 IN1,1Khz*/

PWMPER23=2000; /*电机 IN2,1KHz*/

PWMDTY67=PWM_MAX; /*电机 IN1,占空比*/

PWMDTY23=0; /*电机 IN2 awlays low*/

PWME=0xA8; /*enable PWM on channel 23,45,67*/

}

————————————————————————

/**Title: imageSamp()

*Description:对摄像头采集的图像信号进行分析处理，为控制小车作好准备

*入口参数：temp_vd[][]

*出口参数：data[],disturb

*/

————————————————————————

void imageSamp(voi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8;

char m=0;

char n=0;

/*求出每行黑线中线位置 black_mid*/

for(i=ROW_MAX-1;i>=0;i--) {

in_flag_1=0;

out_flag_1=0;

for(j=0;j<LINE_MAX;j++)

{ccd[j]=temp_vd[i][j];}

j=8;

while (j<LINE_MAX-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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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ccd[j]-ccd[j+3];

if(dif>=LATCH_P)

{

black_in=j+3;

j=j+2;

in_flag_1=1;

}

else {

if(dif<=LATCH_N){

black_out=j+3;

j=j+2;

out_flag_1=1;

}

}

j++;

}

if(in_flag_1==1&&out_flag_1==1) black_mid[i]=black_out-2; /*黑线中心位置*/

if(in_flag_1==1&&out_flag_1==0) black_mid[i]=50; //右偏

if(in_flag_1==0&&out_flag_1==1) black_mid[i]=7; //左偏

if(in_flag_1==0&&out_flag_1==0) black_mid[i]=60;

}

/*滤波，得到滤波后每行黑线的中心位置*/

for(i=1;i<ROW_MAX-1;i++){

temp=get_mid(black_mid[i-1],black_mid[i],black_mid[i+1]);

black_mid[i]=temp;

}

/*所得 ROW_MAX（38）行的黑线中心位置再每 INTERVAL_SAMP（3）行确

定一行*/

disturb=0;

for(m=ROW_MAX-1,n=SAMP_ROW-1;m>=0;m=m-3,n=n-1)

{ data[n]=black_mid[m];

if(data[n]>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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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n==SAMP_ROW-1) data[n]=data[0];

else data[n]=data[n+1];

disturb++;

}

}

}

————————————————————————

/**Title: imageProc()

*Description:利用以上处理后的图像信息实现对电机速度和舵机转向的控制

*入口参数：data[],disturb

*出口参数： PWMDTY67,PWMDTY45

*/

————————————————————————

void imageProc(void) {

unsigned int mn=0;

speed_max=PWM_MAX;

/*计算小车偏离象素点个数*/

for(mn=0;mn<SAMP_ROW;mn++){

err[mn]=data[mn]-28; /*28为摄像头象素中间位置*/

}

slop=err[SAMP_ROW-1]-err[0];

diff_slope=err[SAMP_ROW-1]+err[1]-2*err[5];

get_speed=(unsigned char)(PACN32);

PACN32=0;

slop1=data[0]-data[6];

slop2=data[6]-data[SAMP_ROW-1];

slop_add=slop1+slop2;

if(disturb<=9){//未冲出跑道，处理速度和角度

//得到速度和角度控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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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道路

if (get_speed<=5) steer_ccd=7;

else if (get_speed>5&&get_speed<10) steer_ccd=7-(char)(get_speed/3);

else if(get_speed>=10) steer_ccd=6-(char)(get_speed/2);

if (steer_ccd<=0) steer_ccd=0;

controler_steer=err[steer_ccd];

controler_speed=err[0];

if(controler_speed<0) controler_speed+=2;

else controler_speed-=2;

if ((controler_speed<=-15)||(controler_speed>=15))

{

controler_speed=0;

}

//*S弯道和直道 *//

//S弯道

if(slop1*slop2<0) {

if (slop_add>=-5&&slop_add<=5) {

controler_steer=err[0];

controler_speed=0;

}

}

else {

if(slop_add>=-3&&slop_add<=3) //直道

controler_steer=err[7];

if((slop_add>=-40&&slop_add<=-8)||(slop_add>=8&&slop_add<=40))

{

controler_speed=0;

}

}

//冲出跑道，加大转弯角度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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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ontroler_steer>0) controler_steer=controler_steer+2;

else controler_steer=controler_steer-2;

}

}

//*控制策略*//

//速度控制

k_speed=(char)(controler_speed/5);//注意，controler_speed最大 22，最小－22

if(get_speed>=14) k_speed=(char)(controler_speed/2);

if(k_speed>18) k_speed=18;

else if(k_speed<-18) k_speed=-18;

if(k_speed>=0)

speed_exp=18-k_speed-(char)(get_speed/10);

else

speed_exp=18+k_speed-(char)(get_speed/10);

if(speed_exp<0) speed_exp=0;

//PID控制

PID_Speed_Ctrl(get_speed);

PWMDTY67=PWM_Speed;

//舵机控制

if (controler_steer>22) controler_steer=22;

else if (controler_steer<-22) controler_steer=-22;

if (controler_steer>=0) k_steer=7+(char)(get_speed/3);

else k_steer=9+(char)(get_speed/3);

PWMDTY45=(-controler_steer)*k_steer+775;

}

————————————————————————

/**Title: PID_Speed_Ctrl()

*Description: 速度的 PID控制

*入口参数：Cur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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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参数： PWM_Speed

*/

————————————————————————

void PID_Speed_Ctrl(unsigned char CurSpeed)

{

unsigned int i=0;

int idelta_PWM_Speed=0;

buffer_speed[0]=buffer_speed[1]; // 刷新速度数据

buffer_speed[1]=buffer_speed[2];

buffer_speed[2]=CurSpeed; // 计算出的当前转速，单位脉冲/20秒

if(GetSpeedCnt==0){

// 已获取了 3次速度数据，处理 PID 运算

for(i=0;i<3;i++)

{

ideltaSpeed[i]=speed_exp-buffer_speed[i]; // 计算出前三次的偏差

}

idelta_PWM_Speed=(int)(A*ideltaSpeed[2]-B*ideltaSpeed[1]+C*ideltaSpeed[0]);

PWM_Speed=PWM_Speed+idelta_PWM_Speed

if(PWM_Speed>speed_max) PWM_Speed=speed_max;

if(PWM_Speed<0) PWM_Speed=0;

}

else { GetSpeedCnt--;

}

}

————————————————————————

/**Title: get_mid()

*Description: 中值滤波

*入口参数：a,b,c

*出口参数： b

*/

————————————————————————

unsigned char get_mid(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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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igned char x=0;

if(a>b) {x=b;b=a;a=x;

}

if(b>c){x=c;c=b;b=x;

}

if(a>b){x=b;b=a;a=x;

}

return b;

}

————————————————————————

/**Title: ECT4_ISR()

*Description: 行场中断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

#pragma CODE_SEG NON_BANKED

interrupt void ECT4_ISR(void){

vertical_start=1;

TFLG1= 0x10; /*clear C4F interrupt flag*/

TIE_C4I=0; /*disable vertical interrupt*/

TIE_C5I=1; /*enable the horizon interrupt*/

}

————————————————————————

/**Title: ECT5_ISR()

*Description: 视频图像采集

*入口参数  TD0DR0L

*出口参数：temp_v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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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 CODE_SEG NON_BANKED

interrupt void ECT5_ISR(void){

TFLG1=0x20; /*clear C5F interrupt flag*/

counter_row++;

if (counter_row==INTERVAL_ROW) {

row++;

counter_row=0;

if (row>=4)/*从第 28行开始采集数据，每隔 7行采集一次*/

{

TIE_C5I=0;/*视频图象采集过程，屏蔽中断*/

if (row<=ROW_MAX+4)

{

Init_ATD();

for(line=0;line<LINE_MAX;line++)

{ /*采集数据*/

while(!ATD0STAT1_CCF0);

temp_vd[row-4][line]=ATD0DR0L;

}

ATD0CTL2=0x00; /*关 ATD*/

line=0; /*一行采集完毕，列计数清零*/

}

TIE_C5I=1; /*重新开启中断*/

if(row==(ROW_MAX+4))

{

TIE_C5I=0; /*一场中预定的行采集完毕,disable the horizon interrupt*/

TIE_C4I=1; /*enable the vertical interrupt again,等待下一场的开始*/

counter_row=0; /*行计数清零*/

row=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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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main()

*Description: 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

#pragma CODE_SEG DEFAULT

void main(void) {

Init_PLL();

Init_Var();

Init_ECT();

Init_PWM();

DDRB = 0XFF;

PORTB = 0XAA;

EnableInterrupts;

for(;;) {

if(vertical_start==1) {

imageSamp();

imageProc();

vertical_start=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