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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导引小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中文摘要

自动导引小车是一种无人操纵的物料搬运设各，是自动化工厂重要的运输工具之

一。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化生产观念日益受到企业的重视，这也为自动导

引小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本文旨在设计一款低价位的、适合中国中小型企业需

求的自动导引小车系统。该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硬件部分、机械部分和软件部

分。机械部分主要构成了自动导引小车的车体和驱动机构。硬件部分是围绕主控芯片

MC68HC908MR32展开设计的硬件电路板，主要包括小车各个功能模块的硬件电路。

软件部分主要是对各个功能模块的编程，并通过专门的写入器下载到硬件部分的主控

芯片中执行。文章首先给出了自动导引小车系统的研究背景和设计思想，然后给出了

整个系统的硬件、软件和机械设计思路及实现方法，并对其中的技术要点进行深入的

分析，最后将各个功能模块进行整合从而实现自动循迹避障功能。

关键词：自动导引小车系统，MC68HC908MR32，L298，轮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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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Automatic Guided

Vehicles System

ABSTRACT

Automatic Guided Vehicle is a kind of no manipulation material carry

equipment，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veyance in automatic enterprise．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the modem production idea is increasing taken

by the enterprises，and this also has provided all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atic Guided Vehicle industry．This paper is for the purpose of designing a kind of

low—cost Automatic Guided Vehicle system，which suits chines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demands．The system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ree parts，namely the hardware

part，the mechanical part artd the software part．The mechanical part mainly conaitutes the

bodywork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Automatic Guided Vehicle system．The

hardware part is a circuit board designed around the host MCU-MC68HC908MR32 and

contains hardware circuits of each function module in Automatie Guided V曲icle

system．The soRware part is mainly to each function module programming，and download to

MCU by special programmer．This paper first exposed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the

design thought of Automatic Guided Vehicle system,then the design conceNe and

realization method of hardware，soRware and mechanical design，and in·depth analysis on

technological main point,finally integrate each function module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automatically guiding and avoiding bar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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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如何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是

困惑众多企业的难题，尤其在我国现阶段不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提升经济竞争力的

背景下，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在中国这个公认的“世界制造业基地”，任何企业都离

不开自动化，可以说：自动化水平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企业是生死攸关的。本

文的工作就是设计一辆自动引导小车，主要完成自动循迹、货物的装载、自动运输、

卸货和蔽障等任务。本章首先介绍了相关的基本概念及课题研究意义、设计背景和作

者的设计构思，最后给出了本文的工作内容及论文结构。

1．1基本概念及研究意义

1．1．1自动导引小车的概念

自动引导小车。(Automatic Guided Vehicles)简称AGV，是指装备有自动导引装

置，不需要人工引航就能沿预定的路线行驶，并且配置有物料装卸机构，可以与其它

物流设备自动接口，实现物料装卸和搬运全过程自动化的物料输送设备，是融合了电

子技术和机械技术的典型机电一体化产品。[1l

而实际上，仅仅将自动引导小车(以下简称AGv)当成普通的物料搬运设备显

然是片面的，AGV有其特定的功能，在很多行业领域都能发挥独特的作用。在国外，

随着企业生产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AGV作为柔性加工制造和装配系统以及自动

化物流系统的重要设备之一，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21

1．1．2研究意义

由于一台AGV相当于两台甚至四五台叉车的价格，所以价格昂贵是国内企业对

AGV望而却步的一个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企业对AGV的要求往往得不到很好的

满足。这是因为不同的企业其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大相径庭，因此他们对AGV的要

求也不一而足。此外，由于开发成本及其昂贵，所以AGV制造商也难以满足所有企

业的需求。

虽然AGV造价昂贵，但是其特点也是非常显著的。作为一种无人操纵的自动化

运输设备，AGV具有运输效率高、节能、工作可靠、能实现柔性运输、使用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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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害等许多优点，已经广泛地运用在汽车制造、机械加工、烟草业自动仓库等许多

领域。【3IAGV已经成为现代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有力工具。但是由

于其高昂的造价和复杂的制造工艺令许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使得其在国内一直无法

得到普及和推广。因此设计一种低价位又满足以上特点，且适合中小型企业需求的

AGV就显得非常迫切。

1．2自动导引小车的发展

1．2．1发展历史

AGV最早出现在1913年，当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首先将有轨引导的AGV代替

输送机用到底盘装配上。由于缺少自动导航功能，所以那时出现的并不是我们现在意

义上的AGV。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上第一台AGV在美国Barrett Eleetric

公司研制成功，这台AGV采用了传统的埋线电磁感应方式作为路径导引方式。到了

60年代和70年代初，除Barrett Electric公司以外，Webb和Clark公司以及欧洲的

Wagner和Schindler-Digitron在AGV市场也占有相当的份额。在这个时期，由于欧洲

AGV公司已经对托盘的尺寸与结构进行了标准化，从而促进了AGV技术的快速发

展。但是当时出现的AGV还处在实验阶段，并没有真正投入生产和使用。直到20

世纪70年代中期，具有卸货功能的AGV才开始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当时整

个欧洲约装备了520套AGV系统，共有4800台自动导引小车，到1985年发展到了

一万台左右。【4】而欧洲的AGV技术在80年代初被引入到美国，并在欧洲技术的基础

上将AGV发展到更为先进的水平，他们采用更先进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和更可靠的路

径导引方式，使得AGV运输量更大，移载时间更短，导引更可靠。

我国AGV的研究及应用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后期，首先由北京起重运输

机械研究所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磁导引的AGV。1989年北京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完

成了我国第一台无线通信导引的AGV，且已经进行小批量生产，目前已生产和正在

制造的AGV达23台(截至1996年)。14]沈阳自动化所为沈阳金杯汽车厂研制的6台

用于汽车发动机装配用的AGV，可以是说是中国自主研发AGV在实践应用中较成功

的案例。

1．2．2现状

由于AGV造价昂贵，系统复杂，资料奇缺，造成国内对AGV的研究相对滞后。

现在国内使用的AGV绝大多数是从国外进口，但是由于缺乏对AGV的全面了解，



自动导引小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第一章概述

在操作和维护上面往往会碰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目前，全国用在生产线上的AGV

系统不超过60套，AGV不超过400台(截止到2005年5月)。f2】而且主要集中在烟

草、医疗等特定行业应用中，中小型企业目前还没有使用AGV的记录。我国目前正

在设计的全方位行走AGV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管道检测的多微机器人技

术”的子课题，主要用做核电站内管道检测机器人的运送载体。15】

1．2．3前景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化生产观念日益受到重视，企业对生产线运行、

物流系统的柔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物流系统是现代化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产品

的整个加工过程来看，物料真正处于加工的时间非常短，仅占整个生产周期的5％～10

％，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料存储、装载、运输和待待加工状态。16J因此，对于现代化

企业，降低产品成本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要提高物流系统的性能、缩短非加工时间。

而作为物流系统的主要运输工具AGV以其高柔性、易于控制集成、高自动化、无公

害的特点愈来愈受到人们的亲睐。

近年来市场对AGV的需求量-在急剧上升，应用领域也在不断的扩大，包括汽车

工业、飞机制造业、家电行业、烟草行业、机械加工、仓库、邮电部门等都是AGV

的潜在用户。随着嵌入式技术、控制技术及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和成熟，AGV

在可靠性、灵活性、安全性和智能化水平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研制出低价位

的、高性能、大众化的AGV既是国内市场的需要，也是整个AGV领域孜孜不倦追

求的目标。

1．3自动导引小车的设计思想

图I-I所示为本设计的系统构思图。

在设计中，AGV主要实现的功能是自动

寻迹且完成货物的运输，同时还具有货厍r，F碉

物自动卸载、超声波避障、坡度检测等L里塑划

功能。小车采用六轮二驱的驱动结构， 圈
中间两个为用直流减速电机驱动的定向

轮，前后四个为万向轮。小车首先在起

点装载货物，然后开始沿着轨迹自动运

行，底端的两对红外模块是用来完成寻
围卜1 自动导引小车系统构思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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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和小车运行轨迹调节。当小车偏离轨迹时，通过这两对红外模块的A／D采样值来

调节左右驱动轮的速度差，从而使小车回到轨迹上正常运行。在途中，小车将不断的

检测是否有障碍物在运行轨迹上，一旦遇到障碍物小车将立即停止前进，直到没有障

碍物在运行轨迹上为止。同时小车也不断的检测坡度，如果当小车所运行的路面坡度

大于某一个设定角度时，会发生报警，以避免坡度过陡使货物掉落。在到达目的地时，

小车会自动将货物卸载，然后原路返回起点再次装载货物。

1．4毕业设计工作及论文结构

1．4．1毕业设计工作

(1)需求分析

在硬件、机械和软件的设计前期，首先需要对目前国内AGV市场进行调研，对

各个企业的AGV需求进行分析，从而完成整个小车的硬件、机械和软件的总体设计。

(2)硬件设计

1)根据确定的硬件方案选择合适的主控芯片，以及各个功能模块芯片和电子元

件，并对各个芯片做相关的独立实验，最终确定可行的硬件方案：

2)了解芯片的外围电路，分析芯片间的接线方式和功能模块间的连接方式，设

计各个模块的硬件原理图；

3)绘制各个模块的PCB电路图，联系厂家制作电路板；

4)其它电子元器件的选型与采购：

5)焊接、测试，完成硬件系统。

(3)机械设计

1)对常见的自动导引车驱动结构进行分析和比较，结合小车的功能需求，确定

小车的轮系结构，选择合适的驱动电机，制作材料和其它机械部件；

2)结合硬件设计中的驱动电机模块对电机进行调试，并完成对电机的精度、转

速、驱动能力的测试；

3)确定小车的各项机械技术指标，以及各个机械部件的布局，绘制CAD图：

4)联系厂家制作小车；

5)对小车的各个机械部件进行测试：

(4)软件设计及调试

1)根据所选主控芯片设计其监控程序和Pc端烧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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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软件设计方案，结合机械设计方案设计各个功能模块程序；

3)软件硬件机械联合调试，最终完成整个设计；

(5)论文

总结毕业设计的过程，完成最终的毕业论文。

1．4．2论文结构

全文共分成七章，各章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介绍了AGV的基本概念，研究背景，发展历史，以及整个设计构思，最

后给出了毕业设计的核心内容及论文结构：

第二章简述了本设计在硬件、机械和软件部分的基本构思，同时简要的描述了本

设计的特点：

第三章详细讲述了硬件选型、小车各个功能模块的硬件设计及测试情况；

第四章通过对几款常见AGV机械结构的比较，详细描述了本设计各部件的机械

设计原理，并给出了小车各项机械技术指标；

第五章详细阐述了AGV各功能模块的软件设计，同时给出了部分相关代码和设

计流程图；

第六章介绍了AGV系统测试，同时提出了在测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并叙述了作者在系统开发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AGV系统的后续完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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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系统设计方案

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了目前国内AGV应用存在的许多弊端而导致其不能得到有

效的推广和普及，但是其显著的特点也使其受到众多企业的重视。鉴于开发适合中国

企业使用的AGV的目的，我们计划用最少的功能模块和机械部件研制一款低价位的

实用型的AGV。在本章中，首先对国内常见的同类AGV的特点及其设计方案进行分

析，随后给出这款小车的设计方案。 ．

2．1国内常见的几款AGV特点及其设计方案的分析

在设计前期我们对目前国内市场上常见的几款AGV进行了调研，对它们的性能、

特点和设计方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比较。这些AGV按照其自动行驶过程中的导引方

式，主要分为以下三款：电磁感应引导式AGV，激光引导式AGV，视觉引导式AGV，

现对这三款AGV的设计思路和方案及特性进行简要的介绍。

2．1．1电磁感应引导式AGV

电磁感应式引导是最早成功应用于无轨AGV的导引方法，也是目前无轨AGV

主要采用的导引方式。该方式需要在预先设定的行驶路径上埋设专门的电缆线，当高

频电流流经导线时，导线周围产生电磁场，此时安装在AGV车体两端的电磁传感器

通过电磁感应原理产生感应信号。由于根据传感器偏离轨迹的远近程度可产生强度不

同的电磁信号，因此系统可以通过采样传感器的电磁信号，从而软件调节驱动机构，

实现引导。【7】

该方法可靠性高，经济实用，主要问题是：AGV的行驶路径改变非常困难，而

且埋线对地面要求较高，一旦电缆出现问题，维护非常困难。同时，该方式实现的成

本也很高。

2．1．2激光引导式AGV

这种方法是在AGV上安装有可旋转的激光扫描器，在运行路径沿途的特定位置

处安装高反光性的反射镜面，AGV在运行途中，不断用激光扫描器发射的激光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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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这些镜面，利用入射光束与反射光束提供的夹角信息、入射光束与反射光束的时间

差信息等，根据数学模型计算出AGV当前的位置以及运动的方向，通过和内置的数

字地图进行对比来校正方位，从而实现导引。

这种导引方式的特点是当提供了足够多反射镜面和宽阔的扫描空间后，AGV导

引与定位精度十分高，且提供了任意路径行走和规划的可能性。但是该方式成本昂贵，

传感器电路、反射装置的安装都十分复杂，且算法也很复杂。17】

2．1．3视觉引导式AGV

视觉引导方式是一种正在快速发展和成熟的AGV导引方式，这种方法在AGV

上装备CCD摄像机和传感器，在AGV运行线路上建立色标，在主控芯片中存储有

AGV欲行驶路径周围环境的图像数据库。在AGV行驶过程中，摄像机动态的获取车

辆周围环境图像信息，利用图像处理技术进行特征识别，并与图像数据库进行比较，

从而确定当前位置，并对下一步行驶做出决策。

这种AGV由于不要求人为设置任何物理路径，因此具有最佳的引导柔性，适应

性非常强。【8】但是该方法对照明和色标清洁度有一定要求，而且这类AGV造价非常

昂贵，同时由于CCD传感器开发非常困难，算法复杂度高，一般的8位，16位MCU

都无法进行开发。

由此可见，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几款AGV虽然各有特点，但是由于他们造价高昂、

维护困难、柔性较低、工艺复杂，导致它们不能在国内企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2．2本设计的基本思路

通过对市场上常见的几款AGV的分析，我们的设计目标是开发一款价格低廉，

操作简单，维护方便的实用型AGV。整个AGV系统由三部分组成，即硬件部分，机

械部分，软件部分。

2．2．1硬件部分

硬件部分主要由主控板，超声波模块，红外模块，重力加速度模块，测速模块，

电机驱动模块，电量检测模块，指示灯模块等部分组成。硬件部分的每个模块都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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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部件有紧密的联系，它们必须结合机械部件进行设计和调试。以下简要介绍硬件部

分各个模块的功能。

(1)主控板

主控板主要是由Freesclae半导体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CPU08核心的8位嵌入式

MCU Mc68Hc908MR32构成的最小系统。该芯片具有功耗低，功能多，体积小等优

势，主要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比较适合开发带有电机驱动的嵌入式系统

开发。主控板上还留出和其它功能模块的接口，便于系统的改进。

(2)超声波模块

超声波模块是用来检测小车行驶途中是否有障碍物，该模块主要由一对超声波收

发传感器和控制芯片MC68HC908QT4组成。当超声波发射传感器发射的声波在传播

途中碰到障碍物时会发生反射，而被反射的声波信号将被超声波接收传感器接收，同

时控制芯片利用声波发射和接收的时间差来计算障碍物与小车的距离，从而决定小车

的运行状况。该模块保证小车在行驶途中避免和障碍物碰撞影响小车的正常行驶。

(3)红外模块

红外模块主要完成小车的循迹，该模块主要由一对红外收发传感器组成。红外信

号在碰到深色(如黑色)的物体时将被大部分吸收，而碰到浅色(如白色)的物体时

将被大部分反射，利用这一特点，将小车行驶地面设置成浅色调，而轨迹设置成深色

调。红外发射传感器发射的红外信号在深色轨迹上产生微弱的反射信号，而在浅色地

面上产生很强的反射信号；红外接收传感器根据接收到的反射信号强度的不同，产生

不同的输出电压；主控芯片采样该电压值，从而调节小车左右电机的速度差，使小车

能够沿着轨迹行驶。

(4)重力加速度模块

重力加速度模块利用重力加速度芯片MMAl260D来检测小车行驶途中是否碰到

太过陡峭的坡度。因为如果坡度过大不但会使小车上的货物掉落，而且如果货物过重，

会使得爬坡能力下降，这样就会无法正常行驶。

(5)测速模块

测速模块是由一个光电编码盘和一对红外对管组成，码盘固定在电机转动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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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边缘位于对管中间。当码盘旋转时，红外接收传感器输出一定频率的方波，而根

据码盘旋转一周输出方波所需要的时间，即可得到电机转速。该模块主要完成对驱动

轮转速的检测，这样就能保证两个驱动轮能够达到完全的同速行驶，使小车在直道上

尽量保持直线行驶，而且在设计前期也需要通过该模块来测试电机的最大转速，从而

确定系统相关参数。

(6)电机驱动模块

电机驱动模块主要是用来驱动两个定向轮上的直流减速电机和载物台上的涡轮

减速电机，该模块主要由电机驱动芯片L298、电流检测电路和主控芯片保护电路组

成。

(7)电量测试模块

电量检测模块主要是用来检测蓄电池是否需要充电，该模块利用简单的电压检测

法来测试电量。由于蓄电池提供的工作电压为24v，因此在主控芯片MR32进行A／D

采样之前，需要先经过分压电阻分压。采样到的AD值通过内部换算与电压阀值比较，

从而得到蓄电池电量状态。当蓄电池电量不足时，提醒用户立即给蓄电池充电。

(8)指示灯模块

指示灯模块主要用来指示小车各个功能模块的运行状况，同时还指示各个硬件电

路的运行状况。

2．2．2机械部分

AGV的机械部分主要由车架，载物台，驱动部件三大部分组成。其中驱动部件

是机械部分的核心部分，它主要完成小车的行走，导向等任务。本设计中的小车使用

的是六轮二驱，即中间两个为电机驱动的定向轮，前后四个万向轮。载物台是由十多

根矩形空心钢管组成，将这些铁棍间隔的固定在链条上，然后通过一个涡轮减速电机

驱动齿轮来带动它们平动，这样就可以将货物自动的卸载。在进行小车的机械设计时

需要在小车上面预留一些位置用来放置红外模块，超声波模块，重力加速度模块，主

控板和蓄电池等设备。

2．2．3软件部分

软件部分主要包括对主控芯片MR32的监控和烧写程序，以及各个功能模块和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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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子程序的编程。

(1)监控程序与烧写程序

软件设计前期需要首先完成对主控芯片MR32监控和下载程序的编写。监控程序

主要完成对芯片的初始化，以及用户程序的下载。而Pc端的下载程序主要负责和主

控芯片进行握手，并且将用户程序下载到芯片中。

(2)功能模块程序

功能模块的编程主要包括对超声波、电量、PWM、循迹等模块的编程。在软件

设计初期每个功能模块的程序都是单独编写，而且需要和相关机械部件相结合进行调

试。在后期，所有功能模块程序需要结合机械部分和硬件部分进行整体调试。程序经

过编译后，通过串口通信方式下载到主控板上的主控芯片中。

(3)通用子程序

通用予程序的编程主要包括A／D、串行通信、延时、定时器溢出中断等子程序的

编程。通用子程序是整个系统中一些经常要用到的功能性子程序，它们的功能相对独

立，而且有明确的入1：3和出口参数。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只需要关心这些子程序的入口

和出口参数，而并不需要关心其内部实现过程，这样大大提高了编程效率。

2．3本设计的特点

本设计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设计出一款适合国内中小企业使用的低价位的实用型

AGV系统。由于目前国内市场很多AGV往往存在价格昂贵，整套系统的实施对环境、

操作要求较高，而且维护困难，算法复杂度高等缺点，因此造成其无法广泛地应用于

国内中小企业。本设计很好的解决了目前AGV存在的诸多问题，不但价格便宜，容

易操作，而且循迹算法简单，对环境的要求较低，非常适合国内中小型企业使用。表

2—1给出了本设计AGV的成本估算表。表中列出的机械材料和硬件元件单价都为少

量购买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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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AGV成本估算表

元件 数量 价格 备注

直流减速电机 3 140X3=420 驱动轮、传送带

轮胎 6 15X6=90

铝制涡轮减速机 t 160 连接减速电机

同步齿轮 2 20X2=40 电机输出

链条 70

链条齿轮 4 25X4=100

车架钢管 90 20×20铁方形管

传送带架 65 20X15铁方形管

轴承 8 8X4=32

外亮铁板 1 120 包括折板、切割和钻孔

喷潦 30

主控板、驱动电路、其它相关电
PCB制板费用 3 3×100=300

路板

主控芯片MR32、L298、其它电阻
芯片购买 300

电容和集成电路

其它 150 螺丝、电线、焊接等

总计 t9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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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自动导引小车硬件设计

在本文设计中的各个功能模块，均采用嵌入式方案进行设计与实现。对于一个嵌

入式应用系统，硬件设计是实现整个系统的基础，同时它也关系到整个系统的性能。

本章首先介绍芯片选型的相关原则。再详细的介绍整个AGv各个模块的硬件设计，最

后对硬件系统的测试进行了讨论。

3．1硬件选型原则

在嵌入式产品设计中，硬件选型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可靠性将直接影响着产品

开发周期，同时也决定了产品的性能，还可能会影响到产品成形后的生产。因而硬件

选型是嵌入式产品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硬件选型时应该综合考虑产品的应用领

域，成本问题，开发的难易程度问题，元件购买途径问题，用户需求问题等等。而硬

件选型主要是主控芯片的选型，选择一种功能强大但又不浪费资源的主控芯片是十分

重要的。以下将以主控芯片选型为例从技术角度来阐述一下对硬件选型时所需要综合

考虑的几个因素：

(1)是否有合理的RAM和Flash大小；

(2)是否有足够的I／O引脚数目；

(3)内部是否包含所需的功能模块；

(4)芯片的封装形式是否适合设计的需要：

(5)与芯片相关的写入器，编译器和集成开发环境是否具有可开发性，或者是

否能从第三方得到；

(6)是否能够购买到，或者能够申请到样片；

(7)语言体系与熟悉程度。

目前市场上单片机的生产厂家有近百家，芯片种类更是多达上千种，价格也从几

块到几百块不等，因此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大。但是在嵌入式设计过程中，很多厂家

的芯片都是可以互相替代的，而且从用户角度考虑，它们只关心产品是否满足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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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而并不关心选用那款具体的芯片，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应该尽量选择自己熟悉的

单片机进行开发，这样会缩短开发周期。在选型时，应尽量避免芯片资源的浪费造成

产品成本增加，所以RAM和Flash大小以及∞引脚数目应该能足够满足设计的需

要，同时芯片内部功能模块也应该尽量包含设计时的大部分需要。芯片的封装形式主

要是出于对设计的前期试验和产品的后期生产的考虑。通常我们采用的封装形式有双

列直插和贴片形式，其中双列直插封装体积相对庞大，但是其易于插拔，在试验时较

方便；而贴片封装虽然焊接麻烦，但是其体积小，节约空间，因此比较适合产品体积

较小的设计。在芯片选型过程中必须要考虑与之紧密相关的写入器，编译器和集成开

发环境的问题，通常一个通用写入器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对于开发低成本试验性项

目明显不适合，所以就需要自主开发，降低成本。而且同一类芯片往往其其写入器开

发流程相似，所以易于移植，这样也为将来同类芯片开发项目奠定了基础。确定芯片

型号以后，就需要考虑芯片的购买和申请。在设计初期的试验阶段，往往只需要少量

的芯片作试验用，因此可以通过申请样片的方式免费得到，但是鉴于不同公司申请样

片周期不一样，所以为了不影响开发进程，应该尽早申请。

在作者以往的学习和开发过程中，一直使用的是Freeseale半导体公司的08，16

系列的单片机，但是在对本设计需求分析后，发现16位单片机不适合用户需求，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本设计中使用到的I／O引脚数目不多于30个，而一般16位单片机其I／O

引脚数目往往多达50个，如选用将会造成大量引脚闲置；

(2)本设计中芯片片内Flash的要求为不超过20K，而一般16位单片机的片内

Flash容量往往都很大，这样易造成资源的浪费；

(3)16位单片机中有很多功能模块在本设计中是用不到的。

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在设计中选用了Freescale半导体公司08系列中资源较丰

富的Mc68HC908MR32 MCU(以下简称Ma32)作为本设计的主控芯片。该款芯片的

I／O引脚、片内Flash和功能模块全部符合设计要求，而且本设计中所需驱动的电机

达四个之多，而该芯片正是Freescale公司推出的专门驱动电机的新型MCU，因此选

用这款芯片还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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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计中要选择的另一款芯片是电机驱动芯片。因为电机驱动电流较大，因而不

能简单地利用芯片引脚进行驱动，必须用专门的驱动芯片来驱动。经过对电机特性的

分析决定采用sT半导体公司推出的L298芯片来实现电机驱动，它的驱动电压最高

可达46V，瞬间峰值电流可达3A，持续工作电流为2A，是一款理想的直流电机驱动

芯片。

3．2芯片介绍

3．2．1 MR32微控制器

MR32 MCU是Frcescale半导体公司于2001年上半年推出的一款低功耗、高性

能的，专门用于电机控制的08系列芯片，其内部功能模块框图和存储器映象图分别

参见附录A．1和附录A．2。该款芯片的主要特征如下【9l：

(1)最高可达8MHz的内部总线频率
●

(2)32K片内FLASH，可以进行在线编程，768B片内RAM，240B监控ROIVi

(3)FLASH数据保密功能

(4)12位，6通道的PWM(脉宽调制)输出模块

(5)16位，4通道的定时器接口模块(TMA)

(6)16位，2通道的定时器接口模块(TIMB)

(7)10位，10通道的A／D(模拟／数字)转换模块(ADc)

(8)6个并行输入输出端口，共有37个输入输出引脚和7个输入引脚。

(9)串行同步接口模块(SPI)

(10)串行异步接口模块(SC0

(1 1)系统保护措施包括：看门狗复位模块，低电压检测复位模块，PWM故障

检测

MC68HC908MR32 MCU采用“脚QFP封装，体积小，可靠性高，适合高频低

功耗应用，其管脚封装图参见附录A．3，各引脚功能分布如下：

(1)电源类引脚

VDD、VSS(40脚、41脚)：电源供给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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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DA、VREFH、VSSA、VREFL(9脚、10脚、11脚、12脚)：内部A／D转

换器的电源供给及参考电压输入端；

VDDA、VSSA(50脚、54脚)：时钟发生器模块(CGM)的电源供给端。

(2)控制类引脚

RST(49脚)：外部低有效复位输入或输出脚，有内部上拉电阻：

IRQ(48脚)：外部中断输入脚，有内部上拉电阻。

(3)∞类引脚

PTA7～PTA0(62～55脚)：8位通用I／O口；

”B7／AD7～PTB0／AD0(5～0脚，63脚)：8位通用双向I／O口，也可作为8路

8位A／D转换输入脚；

PTC6～PTC0(7～8脚，13～17脚)：有两路可以作为A／D转换引脚，同时PORTC

可以作为7位I／O口；

PTD6／IS3～F'FD4／ISl，PTD3／FAUL4～PTD0／FAULl(24～18脚)：为7为通用

输入口，同时有4路可以用做PWM模块的FAULT输入引脚；

PTE7厂rCH3A～PTE0厂rCLKB(39～32脚)：为8位通用I／O口，同时包含定时

器模块5个引脚：

PTF5厂rxD～PTFl／SS(47-42脚)：有6路输入输出，4路可以用于SPI模块，2

路用于SCI模块。

(4)PWM引脚

PWM6～PWM'I(25-31脚)：6路PWM通道，用于控制占空比的变化。

(5)其它

CGMXFC(5l脚)：CGM的外部滤波电容连接脚；

OSCl、OSC2(53～52脚)：片内振荡器引脚。

3．2．2电机驱动芯片L298

L298是sT公司生产的一款高电压、大电流、小功率电机驱动芯片。该芯片内含

两个H桥的高电压大电流全桥式驱动器，可以用来驱动直流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

继电器、线圈等电感性负载；采用标准TTL逻辑电平信号控制；具有两个使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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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在不受输入信号影响的情况下允许或禁止器件工作；有一个逻辑电源输入端，使

内部逻辑电路部分在低电压下工作：可以外接检测电阻，将变化量反馈给控制电路。

其具有以下电气特性f10I：

(1)电源驱动电压vs可达5V～46V，逻辑支持电压Vss为4．5V～TV；

(2)输入高电压Vih为2．3～Vss，输入低电压为Ov～1．5V；

(3)峰值驱动电流可达3A，正常工作电流为2A，总驱动电流可达4A；

(4)响应速度快，提供纳秒级的响应速度：

(5)提供过温保护，工作温度范围可达．25"C～130"C，正常工作温度为13"C～

35℃。温度过高或温度过低时，芯片均会停止工作，防止其损坏。

L298采用的是15脚的Multiwatt封装，其管脚封装图参见附录B．1，各引脚功能

分布如表3．1所示【lll：

表3-1 L298引脚功能定义

引脚 符号
’

功能

l CURRENT SENSING A 在这两个引脚与地(GND)之间连接电流检测电阻，用来反馈负载电流，实现

15 c【}腿刚T SENSING B 恒流控制．

2 OUTPUT l
此两脚是全桥式驱动器^的输出端。用来连接负载．

3 OUTPUT 2

4 SUPPLY VOLTAGE 电机驱动电源输入端，此脚和地(C,ND)之间需要连接lOOnF的无感电容．

5 INPUT 1
输入标准TTL逻辑电平信号，用来控制全桥式驱动器^的开关．

7 INPUT 2

6 ENABLE A 使能控制端．输入标准TTL逻辑电平信号1分别控制全桥式驱动器A和BI

11 EN^BLE B 低电平时全桥式驱动器A(B)禁止工作，输出端L与2(3与4)无输出．

8 GND 接地端． ，

9 LOGIC SUPPLY 逻辑控制部分的电源输入端．

VOLTAGE

10 INPUT 3
输入标准TTL逻辑电平信号，用米控制全桥式驱动器B的开关．

12 INPUT 4

13 OUTPUT 3
此两脚是全桥式驱动器B的输出端，用来连接负载．

14 OUTPUT 4

在完成了对AOV主控芯片和电机驱动芯片的选型后，我们将着重讨论小车的硬

件部分的电路设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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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硬件电路设计

AGV的硬件部分主要由主控板，超声波模块，红外模块，重力加速度模块，测

速模块，电机驱动模块，电量检测模块，指示灯模块，电源模块等部分组成，如图

3．1所示即为硬件部分的结构框图。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详细介绍硬件部分各个功能模

块的硬件设计。

l丝皇垫堡垫l仁≥

臣五[]甘
匝固甘臣困∞

图3-1硬件部分结构框图
■

3．3．1主控芯片最小系统硬件设计

(1)MC68HC908MR32支撑电路

单片机的运行需要一个支撑电路的支持才能工作起来，一般支撑电路包括电源、

时钟电路等。图3．乙所示为即为主控芯片MR32的支撑电路。

在图3-2中，引脚OSCI和0SC2分别为芯

片内振荡器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该电路所需要

的元件有：4．92Mhz的石英晶振，20P的晶体固

定电容(与OSCI相连)，20P晶体微调电容(与

OSC2相连)及10M的反馈电阻。因为晶振电路

是非常敏感的模拟电路，是整个硬件电路的核

心，它的稳定性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电路的稳定运

行，因此要格外注意该电路的布线方式。一般晶

0SCl

0sc2

VDD

VSS

MC68HC908M102

振与单片机引脚应尽量靠近，且将晶振电路的外接器件都用地线围绕起来，如果电路

板空间允许，晶振应该采用卧式安装，将外壳焊接在地线上，最大限度地减小对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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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干扰。B2IVDD和VSS为芯片的电源引脚，其中VDD接+5V，VSS接电源地，

为了提高电源电压的稳定性，在VDD与VSS间并联两个滤波电容。

完成支撑电路的搭建以后，应该使用万用表和示波器等工具检测一下电源是否正

常供电、晶振是否起振，而对芯片工作状况的检测，则应该通过软件的方式。通过第

三方提供的写入器，将芯片的初始化和简单的I，O控制程序烧写到芯片内，通过I／O

口驱动的指示灯的变化情况来确定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2)MC68HC908MR32最小系统

主控芯片的支撑电路设计好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用户程序的写入问题。Freescale

半导体公司为08系列的MCU提供了监控RoM。监控ROM是指MCU出厂前固化

在芯片内部ROM中的一段程序，其中包含了有关系统检测、Flash编程以及串行监

控方式。[t21用户可以通过监控ROM提供的读、写等操作命令实现程序的写入，即监

控方式下的在线编程。然后这种方式下的程序下载存在两大缺陷：一是需要一个Flash

编程高电压，且其它引脚还需要满足特定的设置才能进入监控方式，操作非常不方便；·

二是程序的下载是半双工的，且是单线通信方式，下载速度较慢。

为了解决监控方式下写入程序的不足，我们常采用的方法是利用MCU的片内

Flash空间较大且一般都带有串行通信模块的特点，在片内Flash中划出部分存储空

间，用于驻留用户自定义的监控程序。[Ol监控程序的主要功能是单片机通过串口与

PC机通信，与PC方的在线编程系统共同完成程序的下载和调试。带有串口通信和

支撑电路的系统就是一个能完成程序下载、调试和运行的最小系统。

Mc68Hc908MR32最小系统的硬件连线如图3．3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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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3中可以看出，最小系统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晶振电路：该电路主要产生芯片内部各个模块的时钟源；

2)电源电路：该电路主要给芯片提供稳定的+5V直流电压；

3)复位电路：该电路为芯片提供一个下降沿跳变，使芯片复位。MR32的RESET

引脚平时被10K的电阻上拉到+5V，为高电平，当按下复位按钮时，该引脚通过51D

的电阻接地，变为低电平，产生下降沿跳变，芯片复位。

4)串I：1电路：该电路主要目的是将MCU的发送引脚TxD与接收引脚RxD，通

过RS．232电平转换芯片MAX232转换为RS-232电平。MR32的串行通信引脚47

(TxD)、46(1bcD)分别接MAX232的11(TlIN)、12(R10UT)，MAX232的13

(R1矾)、14(T10uT)分别为RS-232电平的接收与发送引脚。当MCU需要发送

数据时，MCU的TxD(TTL电平)经过MAX232的TIIN送到MAX232内部，在内

部TTL电平被“提升”为RS一232电平，通过TIOUT发送出去；当外部有数据传送

到MCU时，外部RS．232电平经过MAX232的RIlN进入到MAX232的内部，-在内

部RS．232电平被“降低”为rrL电平，经过RIOUT送到MCu的RxD，进入McU

内部。[121

3．3．2超声波模块的硬件设计

超声波模块主要完成AGV的蔽障功能，其硬件电路主要由控制芯片电路、发射

电路和接收电路三部分组成。

(1)控制芯片电路

超声波模块中选用了Freescale半导体公司推出的8位单片机MC68HC908QT4

(以下简称QT4)作为控制芯片。该芯片主要有以下特性：8引脚双列直插封装，总

线频率最高可达8MHz，4K的片内FLASH和128字节的内部RAM，双通道16位定

时器，5个双向∞口。【l叼如图3-4所示，其外围电路主要包括电源滤波电路和晶振

电路。QT4的7脚输出5V，频率为40KHz的方波；6脚用于捕捉声波反射信号；5

脚与主控芯片MR32相连，输出测障结果信号。

(2)发射电路

超声波的发射电路如图3-5所示。首先由QT4的定时器模块引脚输出电压为5v，



第三章 自动导引小车硬件设计 自动导引小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40Khz

PWM信号

图3_4超声波控制控制芯片QT4电路

信号

oluF

田：3-5超声波发射电路

频率为40Khz的方波，一路直接输入IR2110，另一路经过th'7芯片74HC04后输入

IR2110，这样就得到两路互补的方波。芯片IR2110是对方波信号进行升压，产生一

对频率不变、电压为12V的互补方波。在输出至发射传感器之前，需要经过两个O．1uF

的滤波电容，这样是为了滤去方波中的直流分量，得到稳定的方波。滤波后的两路互

补方波信号输出至超声波发射传感器，此时，传感器就可以进行声波发射。

(3)接收电路

超声波的接收电路如图3-6所示。被反射的声波将被超声波接收传感器接收，但

是由于接收传感器的感应信号通常是mV级，必须经过上百近千倍的增益放大，然后

再整形才能被有效的捕捉。【15】接收电路中利用LM324对信号进行两级约1500倍的放

大。经过放大后的信号送电压比较器LM393与设定的参考电压进行比较，若输入电

压大于参考值，LM393的1脚输出高电平；反之，LM393的l脚输出低电平。LM393

参考电压值的选取非常重要，它对超声波测量的距离范围及灵敏度有很大影响。如果

参考电压值过大，远距离的反射信号将无法被捕捉，会导致测量的距离范围变小；但

如果参考电压值过小，又会使电压比较器LM393过于灵敏，导致将干扰信号误判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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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D

图3一B超声波接收电路

为接收到的反射波信号，因此大大降低了测距系统的稳定性。经多次试验，根据小车

的测距范围，最后确定选用+2．5V作为电压比较器LM393的参考电压。而LM393的

1脚接QT4的输入捕捉引脚，当捕捉到该引脚发生上升沿跳变，表示接收到了反射波

的信号。

3．3．3红外模块的硬件设计

红外模块主要完成AGV的循迹功能，其硬件电路如图3．7所示由红外发射电路

和红外接收电路两部分组成。

图中上面部分为红外发射电路，可以根据红外模
100 发射二极管

块与循迹路线距离来确定其值，阻值越小，红外发射+5V．_—’’—计—_．GND

二极管发射的红外光能量越强，其与循迹路线的距离GND．．—{皇l；甚5v
就越大，但是阻值不能过小，否则电流过大会烧坏红 ▲F0。t

外二极管。图中下面部分为红外接收电路，在没有红
图3—7红外接收与发射粤路

外光照射下，或者红外光弱照射下，红外接收二极管反向电阻非常大；当有红外光照

时，反向电阻减小。【16】根据红外接收二极管的这个特点，如图中所示，通过Fout脚

采样，即可判断是否有接收到红外光。

3．3．4重力加速度模块的硬件设计

重力加速度模块主要完成AGV坡度测试，其硬件电路图如图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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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MMAl260D是Freescale半导体公司

2001年底推出的一款低-g(1．59-59)单

向z轴传感器。【注：lg=9．S07m／s2]。

为了使芯片能尽量和地面保持平行，该

芯片采用了贴片封装，这样可以获取理

想的加速度值。MMAl260的4脚(Your)

输出与重力加速度成正比的电压值，输

出的信号由MR32进行A／D采样，为了

圈3-8 t力加速度模块电路

能减小时钟噪声，需要在Vout引脚与MR32的A／D输入引脚问加一个RC电路。芯

片的5脚(sH骶7S)为一个错误检测引脚，在芯片上电以后该引脚输出低电平，一

旦芯片运行出现错误，该引脚输出高电平。MMAl260的8脚(ST)是用于芯片自检

的，当高电平输入该引脚，芯片将检测加速度传感器的机械和电子器件的完整性，通

过5脚输出的电压检测自检结果。【18】

3．3．5电机驱动模块的硬件设计

电机驱动模块主要完成对小车轮子的驱动和载物台卸货装置的驱动，该模块的硬

件电路图如图3-9所示。

圈3-9 电机驱动横块硬件电路

虽然L298总驱动电流可达4A，但是每一路的最大驱动电流只有2A，为了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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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98能达到其最大的驱动电流，设计中将L298内含的两路驱动器并联。如图所示，

芯片的6脚(Enable A)和ll脚(Enable A)连接，生成Enable脚用于控制电机的

运转和停止；芯片的5脚(INPUT 1)和12脚(n旧uT 4)连接，生成INl脚，7

脚(INPUT2)和10脚(n岬uT 3)连接，生成IN2脚，用于控制电机的转向；芯片

的2脚(OUTPUT 1)和14脚(OUTPUT4)连接，生成OuTl脚，3脚(0UTPuT2)

和13脚(OUTPUT 3)连接，生成OUT2脚，此两脚是驱动器的输出端，用来连接

负载。由于电机是感性负载j所以需要在L298的输出端接四个快速二极管IN5822

组成续流电路，将电机产生的感应电流消耗，防止对电路产生影响。L298还提供了

两个负载电流的反馈引脚：l脚和15脚，将它们同时接一个0．1欧姆，l～2w的电

流检测电阻，再接地，此时就可以通过对1脚或者15脚进行A／D采样，来得到电路

中负载电流，实现恒流控制。L298有4脚(vs)和9脚(VSS)两个电源引脚，4

脚为电机驱动电源输入端，该电压需要比9脚输入电压大，否则将会影响芯片的正常

工作，而9脚为芯片工作电压输入端。

L298的Enable、INI和IN2引脚分别接主控芯片MR32的PTD4、PTA0和PTAl

引脚，通过这三个I／O口的信号输出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但是由于电机驱动电

路工作时电流非常大，为了避免烧毁主控电路，需要在这两个电路之间加一个如图

3．10所示的主控芯片保护电路。如图所示，只需在MR32的I／O引脚与L298的控制

引脚之间加上肖特极二极管1N4148，

即可起到保护控制端电路的目的，肖

特极二极管IN4148用于嵌压，使

MR32的I／O引脚电压保持在5．7v，

当L298三个控制引脚产生24V的反

向电压时，二极管1N4148正向导通，

由于4．7K电阻的存在，使得反向电流

非常小，因此保护了后端电路。

3．3．6其它模块的硬件设计

?。一。一- ：1-,298：

j M贼}厂-———罂■Enable：l I
。

●

；PTr)4牛I 4￡148斗吐4．7K II刚。jI l⋯，．1
：mo 4与—一 t⋯ ：：。I产L—脚IN2：
：洲4与—_一 ；。 ：
： 。4148 ·5V

lII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

I⋯一_I圈3．10主控芯片保护电路

在自动导引小车的硬件部分中还包括了测速、电量检测、指示灯、电源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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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速模块主要用于检测小车车轮转速，目前常用的测速手段是使用光电编码器，但是

光电编码器不但价格非常昂贵，而且其算法复杂，需要外围电路的支持，因此我们自

己设计了一个简易测速模块。在电机轴上固定一个自己制作的光电编码盘，同时在码

盘齿轮处固定一对红外对管，当码盘随电机转动时，由于其圆周上的等份的齿轮，使

得红外对管产生方波，通过对方波数目的采样，来确定电机转过的角度。电量检测模

块主要用来检测蓄电池的电量，在本设计中采用了较为简单的电压测量法，即检测蓄

电池的电压来确定其电量。模块中需要通过电阻对蓄电池的采样电压分压，以达到主

控芯片A／D采样范围。指示灯模块是由一组LED小灯组成，用于显示目前AGV运

行状况。

3．4硬件电路测试

嵌入式系统包含软件和硬件两部分内容，而稳定的硬件是软件设计的前提和基

础。如果硬件系统本身存在不稳定因素，不但会给软件的设计、调试带来极大的困难，

也会影响产品的稳定性。因此在硬件设计阶段，为确保硬件电路的可靠性，消除硬件

系统的隐患，进行大量的实验来测试硬件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在对各个模块进行硬件电路测试之前，首先要保证元件的正确焊接。当电路板第

一次焊接时，并不知道电路板是否存在问题，所以一般采用边焊接边测试的方式进行，

这样不但可以避免由于所有的元器件都焊好后才发现有问题，这时很难定位错误的位

置，而且也不会浪费元件。当然对于可以独立测试的元件也可以把相关的元件焊好后

做独立的测试。【19】

3．4．1电源测试

拿到电路板后首先需要测试电源和地是否短路，如果没有短路焊接电源转换芯片

L7805C，焊接完毕后观察相应的指示灯是否正常工作。然后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压是

否正常，如果一切正常，则继续焊接。

3．4．2主控芯片最小系统测试

主控芯片最小系统是整个毕业设计的核心部分，因此测试非常重要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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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焊接主控芯片和晶振电路，由于MR32是贴片封装，焊接时要防止引脚的粘

连和虚焊，因此在主控芯片焊接完成后，需要检查各个引脚是否有虚焊，然后通过示

波器检测晶振电路是否起振；在上述焊接和检测完成后，开始焊接串口模块和复位电

路，焊接完毕后，系统上电，此时如果芯片和串12模块工作正常，则串行指示灯不断

的闪烁，而且利用串口调试工具可以收到握手信号。最后需要检测主控芯片的在线写

入功能，最小系统可以通过串行口和Pc端的在线编程系统连接，实现程序的在线写

入。

至此，如果上述测试都正确，说明主控芯片最小系统已经正常工作，其它元件可

以继续焊接。

3．4．3各个功能模块测试

在保证各个功能模块元件焊接正确的前提下，结合主控芯片最小系统，对各个功

能模块进行测试。

(1)超声波模块测试

超声波模块需要结合QT4的时钟模块进行检测。首先测试该模块的发射电路，通

过示波器检测是否有40Khz的方波输入到超声波发射传感器，此时也可以用耳朵靠近

发射传感器，如果能听到“叭嗒叭嗒”的声音，表示发射传感器工作正常。由于接收

传感器的感应信号通常是mV级，因此需要在运放的每一级进行信号检测，以判断接

收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2)红外模块测试

用示波器检测红外模块接收电路的Four脚，当检测深色物体时，Four应该输出

低电平；而检测浅色物体时，Fout应该输出高电平。如果输出如上所述，则模块正常。

(3)重力加速度模块测试

用示波器检测重力加速度传感器MMAl260D的Gout脚可以很简单的对该模块

进行检测。当模块电路板朝上平放时，Gout脚应该输出+3．7V；如果模块电路板和地

面垂直时，Gout脚应该输出+2．5V：而当模块电路板朝下平放时，Gout脚应该输出

+1．3V。

(4)电机驱动模块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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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的接线方式如图3-10所示，通过主控芯片在PTD4，PTAO和PTAI引脚上

输出不同时序的电平信号，用示波器测试OUTl脚和OUT2脚，检查是否能达到预期的

输出结果和驱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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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自动导引小车机械设计

在前一章中重点阐述了AGV的硬件设计，接下来重点讲述小车的机械设计。在

整个设计过程中，必须在确定硬件电路的工作原理、运行要求和整体布局后，才能开

始小车的机械设计。机械部分是AGV的框架，它的设计将关系到整个设计的最后运

作。整个机械设计是作者请教机械系研究生和导师，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的，最后

交由厂家进行加工制作。鉴于机械部分在本设计中的重要性，以及对整个设计思路的

影响，因此需要对小车机械部分的设计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在对且前常见的几种AGV

的轮系结构的分析和比较后，给出本设计轮系结构机械设计方案，同时简要地对小车

其余部分的机械设计进行介绍。

4．1常用自动导引小车机械结构分析

AGV的轮系结构是整个机械部分的核心，也是整个AGV非常关键的部分。轮

系结构设计的合理性不但会影响小车的循迹精度，而且还决定了小车的最小转弯半

径、最大运行速度等重要指标。因此在小车轮系结构设计之前，我们对目前市场上常

见的几款同类小车的轮系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取长补短，设计出一款适合本系统

的轮系结构。

轮系结构一般由驱动轮、从动轮和转向机构组成，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同类AGV

的轮系结构按照不同的性能要求主要有三种：三轮结构、四轮结构和六轮结构等，其

中三轮结构一般采用前轮转向和驱动，而四轮和六轮一般采用双轮驱动、差速转向或

独立转向方式。

4．1．1三轮结构

三轮结构常采用前轮驱动与转向轮合成为一个组合轮、后轮为两个支撑定向轮的

方式，其机械结构视觉图如图4-1所示。图中小车后端的两个即为同轴定向的从动轮，

前端主动轮为可以转180度的万向轮。主动轮上需装备两个电机，一个是用于控制方

向的，一般使用精度较高的步进电机；另一个用于驱动小车，一般使用直流减速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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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一l 三轮结构机械视觉图

三轮结构是一款非常灵活的轮系结构，载荷行走为拖动型，常用于路面比较差的

环境。鲫它的机械构造和控制非常简单，成本低，但是它的缺点也较为明显：首先由

于两个从动轮无法定向，一般将导向传感器装在车体后边，因此三轮结构主要用于前

进方向行走；其次这种轮系结构是3个轮子支撑车体，所以载重时应把货物放在车体

中心或后轮附件的位置，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车体平衡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行走

过程时，当车体运动过快时，在转弯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很容易使重心移向转向轮

的两侧，而使车体发生侧翻，因此这种结构更适合于低速的场合。

4．1．2四轮结构

四轮结构是目前最为常见的一种AGV轮系结构之一，它一般采用转向轮为主动

，轮式和转向轮为从动轮，定向轮为主动轮式两种方式。

(1)转向轮为从动轮，定向轮为驱动轮式

这种方式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四轮结构，其机械结构视觉图如图4．2所示。这

种车型结构同普通汽车一样，前面两个万向轮为转向轮，使用步进电机来精确控制转

向角度，可以用连杆或同步带来做转向传动；后端两个定向轮为驱动轮，可以用一个

电机通过安装差速器驱动两个轮子，也可以用两个电机分别驱动，这样可以避免出现

一个主动轮悬空空转导致驱动力下降的问题，而且还可以省去安装差速器。因为驱动

轮在小车后端，所以前轮的转动角度就不能太大，但是如果转动精度要求不高，则可

以采用连杆传动机构。这种四轮结构虽然控制简单，而且机械结构也不是很复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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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4-2转向轮为从动轮．定向轮为主动轮式机械视觉图

是它只适合与单向行驶，而且由于驱动轮在后端。所以最小转弯半径较大。

(2)转向轮为驱动轮式

这种方式的四轮结构也是目前市场上较为常见的一种轮系结构，工业生产中使用

的叉车就类似于这种结构，其机械视觉图如图4．3所示。

圈4-3转向轮为驱动轮式机械枧觉图

在这种结构中，前面两个为用直流步进电机控制转向角度的转向轮，同时在每个

转向轮上安装一个驱动电机以驱动轮子，后面两个轮子为从动轮。为了保证两个转向

轮转向角度的一致，可以使用和汽车结构类似的连杆传动方式，如果要求转弯半径较

小，也可采用图中所示的同步带传动方式。因为这种结构中从动轮部分机械结构较简

单，因此可以方便的安装减震系统，而且在小车转弯时，为了使从动轮的内外侧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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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速度差，两个从动轮必须独立转动而不可以使用同轴联接。这种结构在驱动和转

向控制上都非常灵活和简单，而且能满足较小的转弯半径，但是正如上面所述，由于

它的轮系结构需要增加很多机械部件的支持，否则会造成致命的缺陷，这样就增加了

机械部分的复杂性，从而也增加了小车的自重和成本。

4．1．3其它结构

以上叙述的三轮结构和四轮结构其实是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两种轮系结构，在

它们的基础上可以演变出其它的轮系结构：如三轮结构往往会在转弯过程中侧翻，因

此可以在转向轮两侧安置两个贴近地面的轮子，这种轮系结构也是目前市场上常见的

改进性三轮结构。其它的轮系结构其基本原理都和作者上述轮系结构相似，因此不在

本文中详述。

4．2自动导引小车轮系结构的机械设计

在确定本设计AGV的轮系结构前，有一个重要的技术指标必须确定：小车是单

向行驶还是双向行驶，因为这将直接关系到小车轮系结构的选择。鉴于本设计小车要

求双向行驶，我们选定了六轮结构，中间两轮驱动，其它为万向轮型的轮系结构，其

机械视觉图如图4．4所示。

图4-4六轮结构机械视觉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款小车的轮系结构和上面提到的几种结构有很大的区

别。首先它采用了六轮的底盘，中间两个定向轮为驱动轮，前后四个万向轮为从动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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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目前美国研制的火星探测车的结构有点类似。当电机正转或反转时，小车可以前

进或后退；通过内外侧两个驱动轮的速度差实现小车转弯；而当一个电机正转，一个

电机反转时可以实现小车原地转弯。这种轮系结构不但控制简单，而且机械结构也没

有上述轮系结构那么复杂，同时它不需要很多的机械部件的支持，这样不但节省了成

本，也减少了控制难度。

但是这种六轮结构有一个缺点，如图中所示，两对从动轮分别安装在主动轮轴的

两侧，当小车行驶到不平的路面时，主动轮很容易被两侧的从动轮抬离地面，而使驱

动轮不能驱动小车行驶，因此需要在从动轮上安装减振弹簧等机械部件，使得六个轮

子能与地面充分接触，保持和地面的摩擦力。

4．3自动导引小车的技术指标

在确定了小车的轮系结构以后，我们还必须确定小车载重、转弯半径、行驶速度

等技术指标。
。

首先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驱动电机，因为电机的性能参数直接决定着整辆小车的运

动速度和驱动力。在选型过程中，主要考虑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这两个参数。

电机的输出功率和小车的重量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P2“XmXg×V (4·1)

式中P为电机功率，“为摩擦系数，m为小车重量，g为重力加速度(9．8rrds2)，v为

小车的最大速度。按照小车的最大重量(承重加自重)为50kg，摩擦系数按照O．15，

最大行驶速度为lm／s计算，电机总的最大输出功率为73．5W，因为小车使用了两个

驱动电机，因此每个电机的额定功率必须要大于37W。考虑到为了便于其它控制电

路的取电，电机的额定电压取24V，这样两个12V10Ah的蓄电池串联即可作为整个

系统的电源。在满足上面要求的条件下，为了节省成本，我们采用一款额定电压为

24V，功率为40W，转速为128圈每分钟的直流减速电机。

小车的最小转弯半径与小车重量存在以下关系f21】：

F自。女=“×mXg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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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自。^--'inX一÷r (4-3)

Fv2+pxg(4-4)

式中F为小车转弯时由摩擦力提供的向心力，v为小车的最大

行驶速度，r为小车的最小转弯半径，其它参数同式(4．1)。根

据上面三个公式，可以得到小车的最小转弯半径为O．68m。从

图4．5中可以看出，在设计小车尺寸时，其宽度w不能大于2

倍的最小转弯半径，即1．36米，否则小车就无法达到这个转弯

半径。

在确定了电机型号和小车的行驶速度后，小车轮子的直径也可以确定，小车驱动

轮的直径和电机转速之间的公式如下：

一X万Xd

忙—i广 (4·5)

式中v为小车的最大行驶速度，13．为电机每分钟的最大转速，d为驱动轮的直径，而

我们选定的电机的最大转速是128r／m，v为lnVs，因此可以得到驱动轮直径d约为

0．15m。

在确定了小车的几个关键的技术指标后，根据小车的设计要求我们得出一张如表

4．1所示的小车机械指标表。

表4-1 小车各项机械技术指标

小车控制方式可选 自动，手动 最大行驶速度 lm／s

导航方式 红外循进 最小转弯半径 0．68m

轮系结构 六轮结构 车轮直径 15mm

驱动方式 双轮整速驱动 工作时间 连续

接受负载方式可选 自动／-T-动 电池池组 天能24V／10Ah(免维修)

负载能力 20-30kg 蔽障方式 超声波

自重(古电池) 20kg 卸货方式 自动卸货

800mmx500mmX400rnm
行驶方向 双向(前、后)，转弯 车体尺寸

(长X宽y高)

4．4自动导引小车整车机械设计

在确定了小车的轮系结构，以及各项机械技术指标后，小车的雏形基本形成，可



自动导引小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第四章自动导引小车机械设计

以在此基础上对AGV整车进行相关机械设计，其机械制图请参考附录C．1。为了便

于说明机械设计的思路，请参照AGV的车体结构示意图4-6。

1．从动轮 2．车架 3．驱动轮

4．蓄电池组 5．循迹传感器 6．驱动电机

7．测速传感器8．涡轮电机 9．蔽障超声波传感器

4-8自动导日I，J、车的车体结构示意图

如图所示，小车的四个角上分别安装了一个橡

胶万向轮作为小车的从动轮，而为了能保证这四个

万向轮和地面充分的接触，每个轮子都装有相同的

减振结构。在减振结构中轮子被固定在一个方形管

的封闭端，另一端则通过活动轴与车体底端相连，

中间则放入减振弹簧。减振结构效果图如图4．7所

一
4‘7减掘结构效果图

刁葛。

由直流减速电机驱动的驱动轮同轴线平行独立地固定于车体中部两端。这里作者

采用直流减速电机取代直流电机和减速机的组合是为了节省成本，减轻重量，同时也

是为了便于安装和控制。而驱动轮和电机是通过传动链条和齿轮连接，而不是直接相

连，这样在加大载重能力的同时也避免电机轴的弯衄。驱动轮上也安装了和从动轮一

样的减振结构，只是其使用弹性更强的减振弹簧，以增强驱动轮与地面的摩擦力。

蓄电池组和涡轮减速机主要放置在车体底部中轴线上，这样是为了降低车体重心

保持车体的平衡，以提高小车的抗侧翻能力。载物台上的传送管是由涡轮减速机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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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电机组合驱动的，电机输出轴通过一个轴联器和蜗轮减速机的输入轴相连，而蜗轮

减速机输出轴则与一个长轴相连，长轴两端安装有齿轮，齿轮与轴用顶丝锁紧，且与

一条直线上另一端的两个齿轮通过链条连接。为了防止链条由于跨度大而下垂，在链

条中间加了三个用于支撑的轴承轮．在链条上侧面有用于固定传送管的安装孔。

如结构示意图4-6所示，在小车底部前后两端分别装有红外对管和超声波传感器。

在安装超声波传感器时要保持其水平向前，以保证其测障。红外对管是用于循迹，因

此要保证每对对管间距相等，且尽量保持与地面的垂直。

小车采用矩形钢管骨架式焊接车架，在保证其强度和刚度满足小车的承载能力的

条件下，应尽量减少车架自重，以提高有效载重。车架的上层高于载物台，做为护栏

使用，可防止货物在小车行驶途中滑落。各个机械部件都与车体分离，只用螺栓螺钉

连接固定，这样既保证车架的刚性强度，又便于装拆调试。所有覆盖件都可以分拆独

立制作处理，特别是免去对车架的整体加工，使工艺大为改善。

车体的外饰设计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结构形式和安装方法应考虑维护和修

理的方便性。小车的外壳面板是由2mm厚的PVC塑料板构成，不但方便加工，易于

安装，而且也可用于固定硬件电路板：此外，车体的外廓不应有突出部分，以免碰撞

其它物体。车体颜色以载物台，底盘和车架三大部分为区分，其中车架以警示醒目的

黑色为主色调，其余用适合室内效果的柔和浅暖的黄色为主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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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自动导引小车软件设计

在前面两章中我们分别阐述了AGV的硬件设计和机械设计，在这一章中将重点

讲述AGV的软件设计。实际上，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小车的硬件、机械和软件三者

是紧密相关的。机械设计必须要充分考虑硬件的安装要求和运行原理，而硬件设计时

也要考虑小车各机械部件的工作原理；小车的软件和硬件设计是交互进行的，任何的

硬件模块都需要相应的软件来验证其正确性，而反过来软件功能的正确性也要通过相

应的硬件模块进行验证。

小车软件设计的总体思想是：通过主控芯片对超声波模块、红外模块和重力加速

度等功能模块的信号采样处理，配合对电机驱动模块的编程实现小车自动避障循迹，

并将各模块的编程以函数形式合理封装，供二次开发的用户调用。

5．1软件设计概述
●

十

5．1．1软件功能概述

AGV的软件设计耍实现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实现在线编程，可将用户自己的应

用程序在线写入到MR．32片内FLASH存储区的用户程序空间，支持用户的二次开发。

这部分是由MR32用户监控程序完成：二是实现小车的自动避障循迹，通过主控芯片

MR32对超声波模块、红外模块和重力加速度等功能模块的信号采样，并根据这些信

号选择电机驱动方案。

本章将从主控芯片的用户监控程序编写开始，逐步深入到小车各个功能模块的软

件设计。

5．1．2软件开发环境

软件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确定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22】由于用c语言编制的

程序易于移植、便于调试、可读性好，而且有丰富的库函数，因此C语言已经成为

嵌入式应用软件开发的首选语言。但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软件编程，嵌入式系统的编程

是建立在特定的硬件平台上，势必要求其编程语言具备较强的硬件直接操作能力，无

疑，汇编语言具备这样的特质，而且其执行效率高、占用资源少。但是汇编语言开发

过程非常复杂，而且可读性较差。t231N此作者采用了Motorola汇编和ImageCr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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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编写系统的软件部分，与硬件有关的部分如初始化堆栈指针还是必须用汇编编

写，另外，时序要求严格的场合也采用了汇编编写；而与硬件无关的通用程序采用C

语言进行编写。

软件设计时，作者使用的开发工具是由苏州大学Freescale单片机试验中心研发

“SDIDE．HC08集成开发系统”和“MC68HC908MR32在线编程系统”配合使用，

前者主要用于提供c编译器、宏汇编、连接器、库管理和工程项且管理，后者主要

用于程序下载。

5．2 MC68HC908MR32用户监控程序

监控程序是为了实现用户程序的在线写入，同时对应用系统硬件及底层软件进行

调试而设计的一段短小精干的小程序【24J，它是用专门的写入设备(写入器)固化到主

控芯片的FLASH中。由于监控程序的存在使得用户可以方便的向硬件平台主控芯片

中下载编译好的用户程序代码，这样就不用像传统的芯片下载程序方式那样，每次向

芯片中下载程序时都要把芯片从硬件板上拔下来，下载完成后再插回去，这点对于本

系统尤为重要，因为主控芯片MR32是贴片封装，难以进行插拔操作。

监控程序一方面不能太小，否则功能很有限，会给应用程序的开发调试带来麻烦；

另一方面，也不能太大，否则会主次不分，占用过多的FLASH存储空间，因为在监

控环境下，被监控程序占用的空间是不能再被开发者要调试的用户程序占用的。【25】

监控程序最重要的功能是通过串行口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的存储器中，因此，程序下

载是监控程序必须实现的；而程序的调试功能可以通过在程序运行时，在欲调试处设

断点，并将断点处的有关寄存器值、变量值通过串行口发出。根据以上这一思想，本

系统主控芯片MR32的用户监控程序只实现了最基本的程序下载功能，从而取代了条

件苛刻的监控模式程序下载方式，这样在功能上也满足了系统开发要求。监控程序的

执行流程见图5-1。

5．3超声波模块软件设计

AGV功能模块的软件设计主要包括对超声波测障模块、红外循迹模块、重力加

速度模块、电机驱动模块、电量检测模块和测速模块的编程，而其中只有超声波测障

模块是基于8位单片机QT4的独立编程，其余功能模块都是基于主控芯片MR3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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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用户监控程坪买现流程图

编程。下面将首先介绍超声波模块的软件设计。

超声波模块主要用于探测小车运行轨迹上是否有障碍物，从而决定小车的运行状

况。由于在发射频率为40KHz时声波的波长约为8．6mra，远大于一般物体表面的粗

糙度，因此只需考虑超声波脉冲的镜面反射【261，基于这点，我们采用了渡越时间法

(TOF，time．of-flight)实现超声波的测障，即s-(C×t)／2，其中S为测量距离(m)；

C为超声波的传输速率(m／s)，在常温空气中Cm331．5m／s：t为超声波发送到超声波

返回的时间间隔，即“渡越时间(s)”。【27】通过对渡越时间的检测就可以实现小车的

测障。

该模块的软件编程主要是对QT4的编程，由于超生测障对时序要求较严格，因

此采用汇编语言进行编程。超声波模块的编程主要包括初始化QT4、定时器溢出中断

子程序和输入捕捉中断子程序三部分的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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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初始化QT4

QT4初始化主要对QT4堆栈设置，晶振设置和定时器初始化。其部分代码如下：

(1)堆栈设置
LDHX#$00FF ：堆栈初始化。放入QT4的RAM最高端
TXS ；SP<-(H：X-n

(2)晶振设置，完全使用外部晶振4MHz，内部锁相环屏蔽
LDA#％00001000 ；初始化CONFIG2

STA CONFIG2 ；使用外部晶振

LDA#％00101001 ：初始化CONFIGI

STA CONFIGI 潆止看门狗，低电压
LDA#％00000010 ；ECOON位置l，允许外部时钟发生器

STA OSCSTAT

(3)时钟初始化
LDA#％01000000 I允许溢出中断、不启动计数、分频因子=1

STA TSC 淀时嚣1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LDHX#$0064 ；往预置寄存器中写入脉宽调制周期值25微秒

STHX TMODH ：模数寄存器设定值--25us×(4000000／1)=$64

LDHX#$0032 ：展空比为50％

STHX TCHOH

LDA#％10011110 ；设为PWM模式，不允许中断，输出低电平，不带缓冲

STA TSC0 ：定时器1通道0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LDA#％00000100 ；设为输入捕捉模式，允许输入捕捉中断，高电平捕捉

STA TSCI ：定时器I通道l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5．3．2定时器溢出中断编程

图5．2所示为QT4定时器溢出中断处理流程图。定时器溢出中断编程主要实现

对QT4产生方波个数的计数和PWM模式与输入捕捉模式之间的切换。由于PWM模

式和输入捕捉模式的定时周期以及时钟模块相关寄存器值不同，因此在切换时需要对

时钟模块重新初始化。当进入溢出中断子程序时，首先判断是在哪种模式下进入该时

钟中断，如果是在PWM模式下进入中断，则还需要判断方波发送的个数，如果达到

要求则置标志位，同时重新初始化定时器，退出PWM模式，进入输入捕捉模式：如

果是在输入捕捉模式下进入时钟中断，则置标志位，同时重新初始化定时器，退出输

入捕捉模式，进入PWM模式。

5．3．3输入捕捉编程

图5．3所示为QT4输入捕捉处理流程图。定时器通道0完成方波输出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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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定时器切换为输入捕捉模式，同时开始计时。当超声波接收传感器接收到反射声

波后，感应信号经过放大电路放大，在比较器LM393的SOUT引脚产生上升沿。定

时器通道1捕捉到该上升沿后产生中断。同时停止计时，取定时器通道寄存器值与设

置值比较，如果小于设置值，则在Signal脚输出低电平，表示有障碍物，反之输出高

电平，小车继续行驶。在输入捕捉时，为了消除毛刺，需要在捕捉到SOUT引脚的上

升沿后延时，如果延时后还保持高电平，则表示为正确的信号，否则为干扰信号。

开始

进入时钟中断

7在pvI，Ivl模式下进、璺
定时器通道0发送方波

否

退出输入捕捉模式

进入pwM模式

定时器开始计数

中断返回

图5-2定时器溢出中断处理流程图

5．4其他功能模块编程

开始

l
输入捕捉中断入口

[圃
图5-3定时器输入捕捉处理流程图

除超声波模块之外的其它功能模块都是基于主控芯片MR32的编程。各个功能模

块子程序在设汁时要遵循一个原则：降低子程序之间的耦合性。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使

各子程序相对独立，且具有更强的通用性，为以后的程序开发做了积累。低耦合性的

了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使得其中某一功能模块子程序的修改不会影响其他功能模块子

至蒜《慝

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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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功能。降低程序间的耦合性一方面是要使子程序的功能相对单一，不要把很多

功能糅合到一个子程序中；另一方面则是在设计时少用全局变量，此处的全局变量是

指在芯片的内存区开设的固定变量。当这种变量使用很多时，程序间的关系将会很复

杂，以后对程序的修改也会很困难。

由于基于MR32编程的功能模块对时序要求不是很严格，同时为了提高程序的可

读性，使程序易于移植、便于调试，作者采用了c语言进行编程。更重要的是，由

于这些功能模块中会涉及到算术运算，所以采用c语言能很容易的进行这些运算。

但是与硬件有关的部分如初始化堆栈指针等还是必须用汇编编写，因此整个MR32

的编程是采用c语言中嵌汇编的方式进行的。

5．4．1初始化MR32

MR32的初始化可以在监控程序和用户程序中进行，但是作者编写的监控程序只

实现了最基本的程序下载功能，以及与下载相关的配置寄存器设置、堆栈设置和串口

模块设置。其他模块的初始化都放在用户程序中完成，这样是为了避免对不使用的模

块初始化，同时也是为了方便修改初始化设置。

在本系统中MR32初始化主要包括对PWM模块、A／D模块、idO口和定时器模

块的初始化。

(1)PWM模块初始化子程序

void PWMInit(void)

{

PMODH=0x09； ／／PWM模数寄存器=lms×2457600=$9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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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ODL=0x9A；

PVALlH=0x00； 胛wM初始占空比为O％

PVALlL=0x00；

PVAL2H=0x00；

PVAL2L=0x00；

PCTL2=0x00； ／／每个PWM周期重载寄存器值撮快的PWM频率

PCTLI=0x03； ／／中断禁止，载入参数，使能PWM模块

PCTLl=PCTLllob000000lO； ，，强制载入PWM参数

PWMOUT=0x03；／／PWMl，2使能

)

在对PWM预置寄存器PVALx设置完成后，需要置位PCTLl的LDOC位，使设

置的值能载入生效。PWM周期的选择非常关键：如果周期过小，电机调速范围就小，

同时开关损耗增加，降低了L298芯片的使用寿命；但是如果周期过大，调速时电机

会有抖动。最后作者选用l毫秒的PWM周期是多次试验后得到的经验值。

(2)A／D模块初始化子程序

+功能：AdD模块初始化 }

+参数：无 +

+返回：无 +

+说明：A／D模块的引脚和PTB，PTC0，1口复用 +

+．一⋯．．⋯．．⋯。⋯。．．．⋯．．．一．．．．．⋯．一．⋯．．．。．⋯．．⋯⋯．⋯⋯一．．．⋯．．。．．⋯．．⋯．．．⋯．．⋯．_‘，

void ADInit(void)

{

ADCLK=0b00110000；／／AD用内部总线时钟，2分频，结果是8位截断模式

)

系统中的A／D采样主要完成循迹红外信号的采样和对超声波测障信号的采样，

总共占用了5路A／D通道。由于A／D模块引脚分别和PTB口以及PTC0，PTCl口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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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应尽量避免A／D复用脚作普通I／O 121使用。

(3)I／O模块初始化子程序

·功能：I／O模块初始化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PORTIrtit(void)

{

DDRA=0xiT； ／／PTA口定义输出

DDRC=0x00； 脚TC口定义输入

PTA=Ob00000000； ／，PTA0和PTAI同为低电平时电机l停转

／／PTA2和PTA3同为低电平时电机2停转

)

PTA0·3脚分别用于控制两个小车驱动电机转向，它们通过连接L298的INl和

IN2脚来控制电机的运动状态；PTA4．7脚接指示灯，显示小车的运行状态：PTC2．5

用于功能键盘采样：包括小车启动，急停，以及当小车偏离轨道后用于重新确定小车

运动状态。

(4)定时器模块初始化子程序

．．．．．⋯．。．．．．．．．⋯．⋯．．⋯．．⋯．⋯⋯⋯一_‘

●

}

●

可以通过在中断子程序中设置计数+

●

能：定时器A模块初始化

数：无

回：无

明：定时器时钟周期lms是个基数，

变量设定各个模块的时间间隔。

void TimerAInit(void)

L

功参返说

～

广

●

+

●

幸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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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C=0b01100010； ／／允许溢出中断、不启动计数、分频因子=4

TACNTH=O； ，，计数器初值清0

TACNTL=0；

TAMODH=0x2； ／／设lms秒产生1次时钟溢出中断

TAMODL=0x66； ／／模数寄存器设定值=lmsX(2457600／4)=$266

)

5．4．2电量检测模块子程序

在整个系统中，MR32初始化后最先运行的是电量检测模块。当系统上电以后需

要立即检测电池电量，同时和上次小车电量状况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需要充电。在

对电量检测模块编程前首先需要确定保护电压的值，所谓保护电压即当电池测量电压

低于这个电压时，蓄电池就需要进行充电。如公式(5-1)：
。

电池电动势=电池两端电压+电,aix内阻【28】 (5．1)

所示，电量检测模块测量到的只是电池两端的电压，而保护电压指的是电池的电动势，

其中电流是电机的平均电流，内阻是蓄电池的内阻，所以电流×内阻即为电池内阻的

电压，在本设计中蓄电池内阻电压近似为常数。可以先测量蓄电池空载时两端的电压，

然后再测量带负债时蓄电池两端的电压，将两次测量所得的值相减就是电池内阻的电

压。而12V的蓄电池一般当其电动势小于11V时，就需要进行充电，否则将影响电

池的寿命。【291根据公式(5．1)，保护电压应该为电池电动势减去内阻电压，即为10．5V。

蓄电池电压由MR32的A／D模块采样，除了系统启动时的第一次采样，其余的

采样都由定时器模块控制采样周期。对于采样到的关键状态值需要及时写入芯片

FLASH存储器，以供与小车下次运行时采样到的电压值进行比较，确定蓄电池是否

需要充电。

图5-4所示为读FLASH获取电池状态流程图。当系统开始运作时，需要先读取

小车蓄电池最近状态，这个状态值存放在主控芯片MR32的FLASH存储器0xS000

处。根据所读取的值，对电池状态变量FBit进行赋值，标识电池状态。

图5．5所示为电量检测流程图。由于MR32的工作电压为5V，因此需要对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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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采样电压进行分压。作者采用l／6分压，因此两节蓄电池串联后的保护电压经过分

压为3．5V，其对应的AD值为179；而电池充电满的标志电压为14V，同样经过串联

和分压后为4．5V，其对应的AD值为230。A／D模块每次采样蓄电池电压后，需要结

合采样值RcceData和电池状态变量FBit，共同决定是否要将电池当前状态值写入

FLASH，以及蓄电池是否需要充电，同时指示灯将显示当前蓄电池的状态。

系统运作，电压首次采样

进入A／D采样子程序

采样结果赋值RcceData

ifFBit==Oxl7

蓄电池上次状态

是否不衙要充电?

围5-4 j窦FLASH获取电池状态流程图

ReccData>=2307

是I

否

圈5-5电量检测流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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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PWM模块子程序

本系统采用主控芯片MR32输出高频率脉宽调制波(PWM)来驱动电机，但是

PWM只是控制信号，其驱动能力非常小，因此需要专门的电机驱动芯片来驱动电机。

作者选用的电机驱动芯片是ST半导体公司生产的L298，因此实际上是PWM信号控

制L298的信号输出，从而驱动电机。

小车PWM模块的软件设计主要包括对两个子程序的编程。第一个子程序有两个

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小车加速；第二个功能是当小车循迹完成后用于同步两个驱动轮。

第二个子程序是和循迹子程序配合使用，通过该子程序调节两个驱动轮的速度比，从

而完成小车循迹。

图5-6所示为PWM模块第一个子程序流程图。进入子程序时如果小车已经达到

’最大速度，则保持当前速度继续行驶；同时系统还需要判断小车是否偏离轨道，如果

小车偏离轨道，则在PWM模块子程序2中通过调节两路PWM占空比来调节两个驱
●

动轮的速度比，实现循迹；如果超声波检测到小车行驶途中有障碍物，小车将立即停

开始

／判断小车PWMx占空
＼比是否到达强大值?
——ir一<乏里煎

否●

足∥丽赢磊＼
＼测到障碍物7／

勰占>k逦孳互>』

图5-6 PWM横块子程序1流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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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行驶，而不需要调节PWM占空比。由于该子程序具有小车加速和循迹后同步驱动

轮两个功能，因此需要判断两路PWM通道占空比是否相等：如果两者不相等，则需

要调节两路PWM占空比，从而同步两个驱动轮：如果相等，则小车加速前进。在调

节PWM占空比时，需要通过置PWM控制寄存器PCTLI的LDOK位为1，使占空

比值强行载入，在下一个PWM周期生效。

图5—7所示为PWM模块第

二个子程序流程图。作者采用

PWM模块的两个通道分别控制

小车两个驱动电机，因此当小车

偏离轨道时就可以通过调节两

个PWM通道的占空比实现转

弯，使小车继续沿轨道行驶。在

小车偏离轨道时，为了避免调节

占空比至0，因此需要设置一个

最小占空比，当通道占空比小于

这个值时，电机将维持此时的速

度比继续行驶；而当大于这个值

时，系统将继续调整占空比。

5．4．4循迹子程序

循迹子程序实质上是A／D采

样程序，在小车上电启动并完成

初始化和其他操作后，就进入该

子程序。循迹子程序主要采样红

外反射信号，同时根据采样结果

决定是否需要调用PWM模块子

程序调节两个驱动轮的速度比。

由于深色轨迹吸收红外发射

I 开始 I
I

l由定时器溢出中I

I断调用该子程序J

{

脊<t煳imerA中D篙>＼ in一57／

q
timerAD in=O

。

I
否／判断小车是否偏＼

、＼ 离轨道7／／
q

是√嚣黧|：f>＼占空比最小值7／
否0 调节右边电机对应

<／是否调节左侧电机对、＼、>互 PWM通道占空比

＼、＼应的PWM占空比?／／／ P、仙2=PⅥ、L2一

是I changevalue

阳节左边电机对应PWM通道占空比l

PVALI=PVALI--changevalue

●一

强制载入PWM参数

置PCTLI．1为1
一l

一●

红外模块对轨迹进行采样

调用A／D子程序adave_()

一+

l 返回 I
圈5—7 P删模块子程序2流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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蓁兰至；主量篓圣于主墓透茎薹i|||一_l一_迹轨道之间的比对图。当小车正常行驶时，四对红外对管并 ． ．■． ．

没有直射到轨迹上；当小车右偏时，左边的红外对管直射到 ■

轨迹上；反之亦然。作者采用两级循迹方式，即当内侧的红 ■

图5-9循迹子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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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其余相关子程序

在AGV的软件设计中，还包括A／D采样子程序，串行通信子程序，延时子程序

和定时器子程序，这些子程序在整个软件设计中主要起到辅助和调试作用。

(1)AD采样子程序

AD采样子程序主要是用在对循迹红外传感器、电量检测、超声波测距以及坡度

检测等数据的采样上，主控芯片MR32提供了一个lO通道10位AD采样模块。为了

能够更准确的采集到外部的数据，同时也给上层提供方便的调用方式，在设计时，共

使用了三个子程序来协作完成，具体介绍如下：

单通道基本AD采集函数：advalue。此函数用于对1路的某通道进行最简单的采

样。这个函数的入口参数为通道值，返回值即为该通道AD采样的原始数据．

单通道中值采样函数：admin。这个函数利用上一个基本函数advalue，通过求中

值的方式来得到单通道的AD采样值。函数返回值即为该中值．

10次均值后单通道的值：adave。此函数调用admirl，结合入口的通道号给出10

次采样后该通道上的值。
’

(2)串行通信子程序

串行通信子程序是用来实现主控芯片通过串行口和外界通信的，在本设计中，其

主要功能是用于对程序的调试和下载。设计中共使用了四个函数用于完成不同的通信

任务，即接收一个字节函数SCIRecl，接收N个字节函数SCIRecRecN，发送1个字

节函数SCISendl，发送N个字节函数SCISendN。以上函数功能很明确，在此不再一

一赘述。

(3)延时子程序

延时子程序在系统中使用较多，为了满足不同的延时要求，作者设计了两个不同

数量级的延时函数，同时由于延时子程序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因此采用了嵌汇编的

方式进行编写，具体介绍如下：

微秒级延时函数：Delay_Nus。其延时的时间为4+2A个指令周期：A为入口参

数，取值范围1～255；每个指令周期为T=l／fm0．4 1．t s，其中f为总线频率2．4576MHz。

毫秒级延时函数：Delay_ms。该函数的入口参数为HX，取值范围为1-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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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的传入值即为延时周期，如HX为1，延时为l毫秒。

(4)定时器溢出中断子程序

定时器溢出中断子程序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在系统初始化和电量检测

之后，定时器就一直处于运行状态。根据设计要求定时器的基数周期为1毫秒，其他

功能模块可以设置一个计时变量来满足各自的定时需求。

5．5程序测试

程序测试是软件设计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尤其对于嵌入式系统的设计尤为重要。

嵌入式设计中的程序测试必须结合硬件电路进行测试，而由于本设计中还涉及到机械

设计，因此需要结合三者进行程序测试。

程序测试如果按照进程来分主要包括两层测试：首先是各模块本身软件层面上的

测试，在各子程序设计完成最终与硬件机械整合前，它们必须得到了充分的测试，并

保证翟软件层面没有问题，如果出现问题需要及时调试修改，然后重新测试；另—匈i

就是应用层面上的测试，这一项测试对于整个应用系统非常关键，需要结合硬件电路

和机械部件进行功能测试，同时还要完成程序的功能的合理性测试，一旦功能无法实

现或者设计不够合理，需要对软件、硬件和机械做出相应的修改。测试软件并不一定

是最终应用程序，而仅仅是用于测试各功能模块协作工作的稳定性，健壮性，以及功

能设计的合理性，完善性。

测试如果按照时间分也包括两层测试：前期测试和后期测试。在整个系统软件设

计前期，测试是不容忽视的。前期进行充分的测试可以大大减少后期综合测试的出错

可能性，而且后期测试相对也比较烦琐，尽量不要把本该前期所做的工作带到后面，

这样会成倍的增JJ,T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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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自动导引小车系统测试及体会

AGV的硬件电路、机械部件以及软件设计是紧密相关的，前面各章作者已经对

它们的设计构思和原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这章中作者将详细介绍小车整个系统的

功能测试以及测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最后简要的叙述了作者在整个系统

开发中的体会。

6．1自动导引小车系统的搭建

在完成了硬件、机械和软件设计的基础上，搭建了AGV系统。在搭建过程中要

特别注意一些功能模块安装的特殊要求：在安装重力加速度传感器电路板时，要尽量

使电路板与地面保持平行，否则会对坡度的测量结果产生偏差；在安装超声波传感器

时，需要将传感器垂直向前，而且由于超声波传感器产生发散的声波，因此在传感器

前端圈了一个黑色橡胶，这样会使测距效果得到明显的改善；在安装红外对管时，首

先要使对管和地面保持垂直，而且要特别注意对管与地面的距离，如果对管和地面距

离过近，则对黑色轨迹的反射效果会很强，而如果距离过远，则反射效果会很弱，因

此应该确定一个合适的距离安装对管。

在搭建系统时，不但要考虑上述一些功能模块的特殊安装要求，而且还需要考虑

整体的布局。布局时是要充分利用小车的空间资源，保持结构紧凑，同时使各功能模

块之间以及功能模块与机械部件之间合理的布线，这样便于日后小车的维护和功能的

增添。

6．2自动导引小车系统的测试

在完成了AGV系统的搭建后，最终需要对小车的各个功能模块进行整体的测试。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作者循序渐进的从具有最简单功能的系统进行测试，直到全部功

能整合测试。为了使系统测试更加全面，需要对AGV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工作流程

有全面的了解，图6-I即为AGV系统的工作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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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带有测距功能的系统测试

在带有测距功能的系统测试时，我们在小车

不同的运行状态，离小车不同的距离人为的安置

障碍物，测试小车的运行状态。

由于系统设置了测距模块的阀值为1米，即

当障碍物在离车1米之内时小车将停止前进。因

此小车刚启动时，在离车1米内放置了障碍物，

此时小车停止启动，并且通过指示灯提示用户搬

离障碍物，以使小车能启动。当搬离障碍物后，

小车顺利启动，同时指示灯恢复到正常行驶状

态。小车启动以后，在1米之外放置障碍物，此

时由于测距大于l米，因此小车继续前进。当障

碍物的距离小于1米后小车开始减速，如果障碍

物一直存在，小车将减速到停止；但当小车减速

到一定速度时，障碍物被搬离，小车将停止减速，

同时转为加速直到正常行驶。

6．2．2带有循迹功能的系统测试

定时器溢出中断打开

同时进入循迹子程序trac“)

l
t

小车加速启动

图6-1自动导引小车系统工作流程图

带有循迹功能的系统测试是整个系统测试中最关键的一环，它将直接影响到系统

功能的实现。

由于场地的限制以及为了尽量减少循迹路线搭建的成本，作者采用了在若干张

2K的白纸上划上黑色轨迹线的方法进行系统测试。由于小车的最大速度和它的最小

转弯半径密切相关，而之前得到的两者关系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没有考虑轮子抓地

能力、地面状况等因素，因此在测试时需要不断的调节小车PWM模块最大占空比和

循迹时占空比的调整量，以达到最佳的设计要求。

6．2．3集成测试

集成测试实际上是将小车所有功能模块整合后进行测试，同时也是对系统控制程

序的整体测试。在包括超声波测障模块和红外循迹模块外，集成测试还加入了电量、

5l



第六章自动导引小车系统测试及体会 自动导引小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坡度等功能模块，图6．1中给出了AGⅣ系统整体工作流程图，同时也是集成测试的

流程图。

在小车启动之前，首先进行电量检测模块的测试。为了测试该模块工作情况，作

者将电量状态值置为充电状态，同时将状态值写入MR32的FLASH存储器Ox8000

处。当小车上电后获取蓄电池电量状态为充电状态，同时蓄电池电量采样值小于充电

满标志电压时，指示灯提示用户需要对蓄电池充电，同时小车停止启动：如果蓄电池

电量采样值大于充电满标志电压时，指示灯标识小车正常启动，同时写FLASH存储

器Ox8000处为工作状态。

在完成电量检测以后，如果小车可以正常启动，系统将等待按键输入，同时对按

键值进行A巾采样，以确定小车初始行驶方向。在按键输入完成，小车指示灯显示

小车的行驶方向，同时启动定时器，小车各个功能模块开始工作，小车开始加速启动。

为了避免小车在探测到障碍物减速时偏离轨道，作者将循迹子程序和对超声波测

障模块的AD采样子程序都放在定时器溢出中断子程序中运行。测试结果表明这样的

程序设计使得小车在碰到障碍物减速到停止时，能够平稳的停在轨迹上。

6．3系统测试中遇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6．3．1超声波测障模块

(I)出现的问题

超声波测障模块选用的是收发一体的传感器，由于传感器自身的构造使其产生发

散型的声波，这样导致该模块测障范围很大，而系统只需要在轨迹上探测障碍物，所

以该模块往往受到周围物体的干扰，导致测距失败。

(2)应对措施

针对超声波传感器测障范围过大导致测距失败这一问题，经分析并多次试验，可

以在传感器前端套上一个橡胶圈，这样不但消除了周围物体的干扰，而且使声波集中

发射，增加了测量距离。

6．3．2红外循迹模块

(1)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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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模块在运行过程中会受到可见光的干扰，这样会导致循迹失败。在测试初期

作者采用和解决超声波模块干扰问题相同的方法，在红外对管上套了套管，虽然这种

方法解决了可见光对的干扰，但是由于加上套管后的红外发射传感器发射集中，使得

在深色的轨迹上也产生了很强的反射信号。

(2)应对措施

为了解决可见光对红外模块的干扰以及加上套管的红外传感器由于发射集中导

致在深色轨迹上产生很强的反射信号这2个问题，经过分析和多次试验，采取以下措

施：首先在红外对管上仍然加上套管，但是套管前端呈喇叭状，这样既可以防止可见

光的干扰，同时也解决了反射信号过强的问题；同时在电路中增加了比较电路，通过

调节参考电压来得到深色轨迹和浅色地板发射电压的阀值，这样可以不调节红外对管

与地面的距离，直接调节参考电压就可得到最佳的效果。

6．4体会

经过近三年的嵌入式知识的学习，本人对嵌入式系统开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下

面结合本人的毕业设计就如何开发嵌入式系统分别从硬件、软件及其他相关内容提出

自己的几点心得体会。

6．4．1明确用户需求

需求分析就是用户提出要求，设计者根据要求给出设计方案的过程。对于嵌入式

系统开发，需求分析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但关系到硬件设计时的原理性分析，影响到

软件设计时的流程控制，而且在本系统中还直接关系到机械方案的实施。因此，在需

求分析期间，必须尽量多地与用户沟通交流，明确用户最终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并根

据用户的最终需求确定系统设计方案，而接下来的硬件、机械和软件设计都是在系统

设计方案基础之上进行的，所以同时还必须确定方案的可行性。硬件设计需要进行原

理设计分析，如果对用户的需求理解有偏差，得到的设计原理必然是不正确的，而在

错误的设计原理基础上得到的产品可能与用户的需求就差之千里了。没有哪一个系统

软件开发人员愿意听到用户说“你的产品是我所要求的，但并不是我真正需要的产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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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正确的硬件电路设计

硬件设计必须在保证原理分析正确的基础上进行，否则一旦在电路确定，芯片焊

接完成后发现错误，那时改动将会导致成本的增加和资源的浪费。系统各功能模块确

定后，必须分析其控制原理，并确定主控芯片、外围元件和控制方案。在确定电路原

理图后不要急着制作PCB(印刷电路板)，应在面包板上搭建硬件电路进行测试试验，

并对每次试验现象进行记录和分析总结，在得到正确结果后才开始制作PCB，避免不

必要的返工。

6．4．3合理的PcB设计

PCB设计是硬件设计的一个必然过程，它决定了最终产品的硬件外形。PCB设计

过程中，在布线时应先将所有元件摆放到合适的位置，使布线相对比较通畅。而对于

元件较少的PCB，可以使用机器自动布线方式进行布线，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工作量，

而且还可以避免漏布的现象，但是在机器走线结束后需要对不规范的走线进行调整。

另外，在布板时要多留测试点，这样不但使后续系统测试更加方便，同时也能够在软

件设计遇到问题时，及时地判断出是硬件电路的问题还是软件信号的问题。

6．4．4合理的软件编程规范

在进行软件编程时，不但要保证程序的正确运行，而且要使程序具有可读性，这

样不但有利于其它开发人员的阅读，同时也有助于程序的维护和修改。子程序的长短、

文件的大小、行的缩进对齐、层次的嵌套、注释位置等等都是在编写程序过程中应该

注意的地方。注释是软件编程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适当的注释不但能使原本对

此程序不了解的开发人员能很快了解程序的功能和结构，而且当程序设计者在设计后

期回头看最初设计的代码时，能很快的理解编程思路。当然注释也不是越多越好，注

释太多反而使得程序拖沓冗长，结构不清晰。一般在注释子程序时，应在程序头说明

程序名、功能、入口、出口、编程者、调用举例等内容。这样，使用者可以不必了解

程序的具体实现细节，按说明调用即可。

软件系统往往并不是一个程序“一统到底”，合理地进行软件功能模块划分是非

常必要的。这一点在程序设计初期可能显得不是很重要，但是到了后期，随着系统功

能不断增多造成的系统混乱现象越来越多地暴露时，这一点将变得尤为重要。为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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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推倒重来，在设计的初期就要对整体做好足够的把握，各部分功能进行合理的切

割并尽量保证每个功能模块的独立性，定好明确的出口入口，即使某一方面出了问题，

也能迅速定位，且不需“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此才能保证最终得到一个完美的软件

产品。

6．4．5充分的测试

对于很多软件开发人员来说，测试往往被忽视，但是测试却是项目开发过程中重

要的一环。嵌入式系统的测试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测试。通常情况下，硬件和软

件的测试是交互进行的，而无论是硬件测试还是软件测试，都包括各功能模块的独立

测试和系统整合后的测试。原理设计正确基本上能保证硬件正确工作，因此，测试过

程中，主要的测试还在于软件。

软件测试应先进行各模块测试，再进行集成测试。在测试过程中应该保证对各种

容易出现的问题和现象进行充分的测试，而并不是几次测试后没有发现问题便认为程
■

序是正确的。虽然软件功能得到实现，但是程序的健壮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测试，而

实际上，程序潜伏的错误因为没有充分测试而未能及时发现，这样的程序在集成到系

统中之后一旦出现问题，便很难定位，因而使得后续的调试维护工作极其困难。对于

前期的测试也是不容忽视的，前期进行充分的测试可以大大减少后期综合测试的出错

可能性，而且后期测试相对也比较麻烦，尽量不要把本该前期所做的工作带到后面，

这样会成倍的增加工作量。

6．4．6合理的机械布局

在本设计中作者在机械系研究生和导师的帮助下，协作完成了AGV的机械设计。

在设计过程中，作者不但学到了很多机械相关知识，而且还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

在机械设计初期，需要对设计的产品所需要完成的功能有个全面的了解，因为这

将关系到机械部件的结构设计和整体布局。设计时要充分考虑空间的利用，尤其是机

械和嵌入式结合的系统设计时，由于硬件电路板需要放置在小车上，因此需要慎密的

考虑各个机械部件和与其相关的硬件电路的放置。同时要留足空间，这样不但有利于

各个硬件电路模块之间的走线，而且还可以使新增功能模块有可放之处。另外，机械

设计最终应该是一个人性化的机械设计。如应去掉小车的一些突出棱角，防止对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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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害；车体涂上暖色调的黄色，用于警示用户；设计便于拖拉的车架，方便用户对

小车的拖动。

以上即为作者在AGV系统开发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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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后续完善与总结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自动导引小车系统的硬件、软件和机械的所有设

计，而且该系统基本上实现了预先的设计目标。小车的实物图见附录D。但是还存在

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这一章中将简要的讲述系统后续完善工作，以及对本文的

总结。

7．1系统完善

由于毕业设计的时间有限，因而在自动导引小车系统的开发设计过程中仍然有很

多不尽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对系统进行改进和功能完善的后继工作要完成，以下将

列出几点下一步将要完成的工作。

7．1．1小车机械设计的完善·

由于在机械设计过程中对小车高度设计的过低，因此造成载物台矩形钢管与车体

底盘距离过近，导致载物台运作时和底盘摩擦。可以在后继的工作中提升小车的高度，

使得载物台与车体底盘距离增大，避免摩擦增加功耗。

本设计采用的轮系结构为六轮结构，中间两定向轮驱动，其它为万向轮型的轮系

结构，但是这种结构经常会出现循迹频繁的现象，而且在循迹时还会出现跑离轨迹的

现象，尤其在小车前进后退切换以及启动时，这两种现象表现的完尤为突出。因此在
’

和机械系导师分析后决定换用四轮结构，前端两个定向驱动轮，后端两个定向从动轮，

这样会减轻循迹设计的难度。

为了减轻小车的自重，增加载重，可以选用铝制钢管作为小车车架的主要材料。

而且为了使得小车更具人性化，在小车前后端设置了转向灯，同时还可以增加语音功

能，在小车出现故障或者探测到障碍物时进行语音报瞀。

7．1．2循迹算法的完善

在本设计中采用了两级红外循迹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过于简单，而且对小车速

度有限制，一旦车速过快，可能导致在没有循迹之前就冲出轨迹。可以在原有的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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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管基础上分别在中间和两侧各增加一对红外对管，这样不但能使循迹更稳定，而且

可以提高小车的最大速度。

7．1．3测障模块的完善

系统的测障模块主要探测小车轨迹上是否出现障碍物，但是却没有考虑到两边的

障碍物，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在小车两边增加红外测障模块或者体温感应测障模

块，这两个模块都可以用来测量近距离的物体，当探测到有障碍物在小车两边时，发

出警报，提醒用户搬离障碍物或者提示行人避开小车。

7．2总结

本文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1)简要的介绍目前国内常见自动导引小车系统的设计思想以及存在的不足，

同时给出了本设计的特点和现实意义；

(2)完成了自动导引小车系统的硬件、机械和软件的设计；

(3)完成了系统各个功能以及整个系统的测试；

(4)给出了系统需要完善的地方。

本文主要完成了自动导引小车在红外循迹、超声波避障、坡度测试等方面的设计，

实现了设计一款低价位的、实用的自动导引小车的目标，而对于循迹算法的优化、系

统功耗、系统载重和自动化水平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探讨，而这些问题也是小

车后继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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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MC68HC908MR32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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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MC68HC908MR32存储器映像图

存储器映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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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MC68HC908MR32管脚封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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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L298相关资料

B．1 MC68HC908MR32管脚封装图

／

命
＼

L298

◇ ◇
一 一 n 甘。” 口 卜 ∞ 。、 2 = 2 2 = =

l i I
一 一 ¨

Z

2
o
》

l
≤

舌

l
删

oc爿习啊叫，II∞m2们9一o∞

oUTPI_J『一^oCTPl_-_ru
INPI_、I_#

阳毫≯∞P喇∞

INPI_J-I'u

PooHn∞—JP勺LY_、，oI_暑。喇

o，_口

写【_、r-¨
EN≯∞Hb》

昌I_J．I．_



附录C 机械相关资料

c．i自动导引小车机械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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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自动导引小车实物图

D．I自动导引小车实物图1

D．2自动导引小车实物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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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改善后的自动导引小车实物图I

D．4改善后的自动导引小车实物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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