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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F449的自动寻迹电动小车 

刘 刚 

(吉林化工学院 自动化系，吉林 吉林 I32022) 

摘要：介绍了电子竞赛使刚的具有自动寻迹行驶功能电动小车的设计与实现方法．本设计以 

MSP430F449为核心，利用自制传感器识别黑色引导线，MSP430F449控制集成 H桥芯片驱动两个带减 

速机构的小直流电机，小直流电机分别驱动左右车轮沿黑色引导线行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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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F449的自动寻迹电动小车主 

要由车体、驱动电机、寻迹传感器、MSP430F449 

单片机和辅助电路等构成，各部分均采用节能设 

计，耗电量小．识别引导线方法采用寻迹传器输出 

信号经 MSP430F449片内 A／D转换器变成数字 

量，将黑白两状态识别变为灰度识别．其优点是电 

路简单，识别分辨率高． 

1 寻迹传感器 

包括一个可以发射红外光的发光二极管和一 

个用作接收器的光电二极管．采用红外管代替可 

见光管，可以降低背景光干扰．发射管发出一定光 

强的红外信号，光电管接收反射的红外信号，红外 

发射接收原理如图 1所示⋯． 

反射表面 

图 1 红外发射接收原理 

寻迹传感器工作原理是：发射管支路加固定 

电压，发射管发出的光强基本恒定，而白纸与黑线 

对光的反射效果不同，接收管表现的吸收效果就 

不同，使接收管反向电流有较大变化，导致与其串 

联的电阻两端电压出现明显变化．将该电压接于 

MSP430F449的 A／D转换输入端，经片内 A／D 

转换器转换后，其结果反映出传感器是否在黑线 

上．使用两个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值做比较，即可判 

断传感器是否在黑线上又可消除背景光干扰，达 

到寻迹的目的．自制寻迹传感器电路如图2所示． 
VCC 

．==：- 

图 2 寻迹电路 

2 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直流电机驱动采用 H桥电路，该电路实现直 

流电机的四象限运行，分别对应正转、正转制动、 

反转、反转制动．为提高系统效率和降低功耗，选 

用集成 H桥芯片 L293，该芯片可同时驱动两个 

直流电机．两组控制信号分别为 El、IN1、IN2和 

E2、IN3、IN4，其中E1、E2是使能信号，INI、IN2 

和 N3、N4为电机转动方向控制信号．IN1、IN2分 

别为 1，0时，左电机正转；反之左电机反转．选用 

PWM连接 E1或 E2引脚，通过调整 PWM的占 

空比可以调整电机的转速．驱动电路如图3所示． 

光电隔离器将电机驱动电路与单片机电路隔离， 

即消除了电机对单片机电路的干扰又保护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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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电，一组 4．5V给单片机和控制电路供电，另 

外一组 9V给电机供电． 

3 M SP430F449系统电路 

自动寻迹电动小车的寻迹、直流电机驱动均 

在 MSP430F449 系 统 控 制 下，该 系 统 包 括 

MSP430F449单片机、时钟振荡器、LCD显示器 

和阻容器件．系统电路图如图4所示． 

4 结 论 

图3 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电动小车在行驶过程中实现了自动寻迹行 

缎 电机电源高电压的帖 整车电路选用双电 黼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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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that coal boilers of heat supply will be instead of oil boilers of heat sup— 

ply．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relating to this change is becoming the focu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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