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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舵机控制系统设计 

张建鹏，刘世前，敬忠良 

(上海交通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提出并实现了一种以MSP430F149单片机为硬件核心的某小型无人机舵机控制系统，描述了 

系统的功能及硬件结构配置，给出了实时控制软件的功能模块及算法和流程图，并着重指出在软件实 

现过程中应注意的关键问题。实验结果表明此设计符合飞行控制器的实时性控制要求，可靠性高，具 

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无人机；舵机；MSP430F149；飞行控制 

中图分类号：TM275；TM3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1．6848(2010)01．0046—04 

Design of Servo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MSP430 

ZHANG Jian—peng，LIU Shi—qian，JING Zhong-liang 

(School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The servo control system of one small UAV，which includes detailed function and architecture 

and presents software blocks、 arithmetics and flowcha~。 employs microcontroller MSP430F149 as its 

core hardware． The system fixes mainly Oil key issues of software designing process． Tests show that the 

system meets the bend of rea1．time and high reliability with the most potenti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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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是一种由动力驱动、机上无人驾驶、 

可重复使用的航空器的简称。在无人机系统 中， 

采用PWM波信号控制的舵机是重要的执行机构， 

它是无人机控制动作的动力来源。为便于系统扩 

展和升级  ̈]，在飞控系统中往往采用分布式策 

略，将舵机的控制部分作为一个独立单元进行设 

计，称为舵机控制系统。 

传统产生 PWM波的方法是通过大量的分立原 

件来实现的，所产生的脉冲频率和宽度往往不是 

很准确，很难做到对舵机的精确控制。另外，利 

用 CPLD或 FPGA产生 PWM波已在很多场合得到 

应用，依靠 CPLD或 FPGA特有的并行处理能力和 

大量的I／O接口，可以同时控制几十甚至上百个舵 

机同时工作，但 CPLD或 FPGA生成 PWM波时， 

并不具备事务处理能力，实际应用中还需要 MCU 

配合工作，加之成本高，开发设备昂贵，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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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 

由于单片机具有性能稳定、编程灵活、精度 

高、价格低廉等特点，用它产生 PWM波在实际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给出了一种新颖的利用 

MSP430单 片 机利 用 自带 的定 时 器产 生 PWM 

波_3 的方法 ，成本低，性能稳定，并成功应用 

于实践。 

1 总体介绍 

飞行控制系统总体框架如图 1所示，整个飞 

控系统是由飞控计算机、舵机控制系统、传感器 

系统、GPS、机载电源及地面站系统组成。在飞 

行过程中，无人机一方面通过传感器系统和 GPS 

获得飞行姿态和航向的实时参数，并通过无线电 

传回地面；另一方面随时接收地面上传的遥控指 

令。以这些信息为基础 ，经过主控计算机控制律 

解算，按照一定协议输出控制指令到舵机控制系 

统 J，再经由舵机控制系统输出相应的信号控 

制舵机的偏转，从而实现对无人机飞行姿态的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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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舵机控制系统硬件设计 

2．1 系统硬件结构 

由于无人机采用燃料电池作为能源，所 以要 

求机载设备尽可能功耗低、体积小、重量轻，这样 

既可以降低损耗又能提高系统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基于以上思想，设计了以rI1公司的MSP430F149单 

片机 驯为核心的舵机控制系统，该系统主要 由 

CPU控制单元、串口通信单元、脉冲信号处理单 

元、电源等硬件电路组成，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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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舵机控制系统结构 

2．2 舵机简介 

1)舵机的构造与工作原理 

舵机主要是由外壳、小型直流电动机、减速 

齿轮、位置检测器和控制电路板所构成。其工作 

原理如图3所示，其中，直流电动机作为驱动器产 

生动力源 。̈。，运动由减速齿轮减速，传递给输出 

轴和舵盘，在输出轴后端连接有 电位计，用以检 

测当前位置，并将此值与驱动信号端 口发送来的 

位置信号进行 比较，通过控制电路，将差值放大 

并由电机执行操作，实现位置伺服 。 

2)舵机的控制 

舵机是无人机飞行控制的执行机构，也是本 

系统的控制对象，无人机一般装备有5个舵机，分 

别用来控制油门、副翼、升降舵、螺距和尾舵  ̈。 

标准的舵机由一个宽度可调的周期性方波脉冲信 

号即PWM波控制，以本系统采用的日本 Futaba公 

司生产的 $3003舵机为例，其脉冲周期为 20 ms， 

中心脉宽为 1．5 ms，对应0。，调节范围为 ±1 ms。 

当方波的脉冲宽度改变时，舵机转轴角度相应发 

生 一90。到 90。内的线性改变，并通过连杆拉动舵 

面运动，从而控制无人机的飞行姿态，舵机输人 

脉冲与舵偏角的对应关系如图4所示。 

回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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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枷。 
图3 舵机工作原理 图4 脉宽与舵偏角关系 

3 舵机控制系统软件设计 

3．1 可调 PWM信号的实现 

1)PWM信号的产生 

由舵机的工作原理可知，要实现对舵机的控 

制，实际上就是能给它提供一个可控制的PWM信 

号。本系统所需的PWM信号是由单片机定时器 B 

的时钟模块产生，该时钟模块有 4种计数功能选择 

及 8种输出方式选择，采用增计数模式和翻转／复 

位的输出方式，图5为此种组合模式下的示意图， 

由图可知，利用 TB0的TBCCR0值作为计数周期 ， 

TB1一TB5的 TBCCR1一TBCCR5值作为计数值， 

当计数达到TBCCRx(x取 1—5)值时，输出信号进 

行翻转，达到TBCCR0值时输出信号进行复位，从 

而可以方便的设置所需占空比的 PWM信号。 

： ： ：一
： 

i j：I i：I I 
—  』__ 

PWM脉冲 

图5 增计数模式下的PWM输出示意图 

2)通信协议与 PWM信号的关系 

传统的舵机控制器通信协议帧通常采用舵机 

编号加数据的方式，每帧数据只能控制一个舵机， 

大大降低了通信的效率。本系统中每帧数据由l6 

字节组成，其中包括帧头占两个字节、目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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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数据按照帧协议打包发送给飞控计算机，作 

为响应。测试界面如图8所示，图中反馈信息显示 

在接收字符区，而控制命令显示在发送字符区， 

系统响应及时，实时性强，而且不存在数据丢失 

或误码现象。 

图8 串口通信测试界面 

4．2 波形稳定性测试 

图9为利用示波器测得一路 PWM输出波形， 

可以看出实际输出的 PWM波形稳定，杂波极少， 

符合系统预设要求。 

图9 输出PWM波形 

4．3 波形跟踪精度测试 

利用自制的舵机测试软件对某一通道进行正 

弦跟踪拟合后的曲线如图 10所示，其中横坐标代 

表时间(测试频率取 0．1 Hz)，纵坐标代表角度， 

绿色曲线代表舵机的理论偏转角，黄色曲线代表 

舵机的实际偏转角，红色曲线代表误差，经实际 

测算，误差能有效控制在 0．1％之 内，跟踪性能 

良好。 

图 10 跟踪拟合曲线 

5 结 语 

本系统的优点有：1)基于分布式策略思想设 

计舵机控制系统，有利于飞控系统的扩展与升级。 

2)串口通信采用“帧封装”设计，增加了嵌入式系 

统“黑匣子”的透明度，极其方便调试。3)克服了 

传统通信协议每帧指令控制一路舵机的缺陷，本 

系统每帧数据同时控制六路舵机，极大的提高了 

通信效率。4)软件设计基于时间片轮转调度思想， 

提高了代码执行效率，使得系统的实时性显著增 

强。5)产生的PWM信号稳定，精度高，电机的抖 

动和互扰现象明显减弱，非常有利于无人机在高 

空执行任务。 

经过调试，该硬件平台各项功能均达到设计 

目的，经多次试飞，稳定可靠，完全满足要求， 

同时表明该方案是一种适用于小型无人机的经济 

可靠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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