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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设计概述 

1.1 设计目的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机器人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一些简单而实用的送

料家居机器人、自动扫地机器人、机器人吸尘器等逐渐出现在高端智能家居生活

中。未来智能家居机器人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将起到巨大的作用，它大大提高

了劳动生产率，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项目基于 ARM 的智能家居机器人控制

系统，采用 Freedom-K64F 开发板作为开发平台，能够轻松实现智能家居机器人

相关功能。智能家居机器人通过加装语音识别、红外寻迹、光电码盘、光开关、

LED 显示、主控板，对家居机器人的状态进行测量，并将测量数据传输到主控

板，然后由主控板根据所测得的各组数据，对家居机器人进行智能控制。 

 

1.2 应用领域 

传统的家用机器人功能单一，难以应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本文设计了一种智

能管家机器人。它可以进行远程实时通讯、家电控制、室内安全监控和环境监测

功能。机器人在家庭生活中扮演“智能管家”的角色。机器人的关键技术包括

WiFi 信号与红外信号的转换、图像传输技术、气体检测技术、物联网技术等。

在这项研究中，所有的系统使用集成 CDMA 技术的应用，使机器人可以很容易

地添加网络和手机控制机器人自由移动。机器人还可以作为物联网机器人后续研

究的平台。机器人必须能够安全到达目标位置，并了解不同环境下的人类需求。

机器人的设计原则是：机器人结构简单，易于实现，因此定义了机器人的工作环

境是室内环境。 

 

1.3主要技术特点 

采用基于 WEGASUA-M6 的语音模块，一款内置语音识别引擎的离线式语音

识别模块，识别速度比云端更快。搭载了两颗大功率 RF 发射模块和一个学习型

红外发射电路，可以学习复制空调，电视，红外遥控风扇等红外设备的遥控器按

键码，从而达到语音识别控制红外和射频设备。模块独立运行通过 TTL 串口接

收指令和返回结果，可以和恩智浦开发板通讯，从而可以通过语音控制小车的运

动。同时煤气和烟雾传感器检测到气体超标时，会发出警告，并作出相应的挽救

措施。 

电机的驱动可以使用专用的电机驱动芯片、达林顿管驱动、场效应管驱动。

分离的达林顿管、场效应管虽然具有能获得大的电流和响应速度快的优点，但搭

建电路较复杂且调试难度大。系统采用 L293D 作为电机驱动芯片。L293D 是一



款单片集成的高电压、高电流、4 通道电机驱动，设计用于连接标准 DTL 或 TTL

逻辑电平，驱动电感负载（诸如继电线圈、DC 和步进电机）和开关功率晶体管

等，为了简化为双桥应用，L293D 每个通道对都配备了一个使能输入端。 

 

1.3 关键性能指标   

语音指令识别成功率在距离小于 4m 时大概在 80%左右，在 5m 左右时的识

别率为 60%左右。在空旷噪音小的的地方识别效果要好一些。此外识别反应时间

在距离小于 4m 时大概在 0.6s 左右, 在 5m 左右时的反应时间为 1.1s 左右。我们

设定的避障距离为 4cm，最终测得的结果为 3.1cm。 

 

1.4 方案选择 

避障方案选择 

方案一：超声波避障，利用超声波遇到障碍物能反射的特性，根据超声波发

射与接收的往返时间及声速检测与障碍物的距离，防止与障碍物碰撞。由于超声

波在空气中的速度与温湿度有关，在测量中，需把温湿度的变化和其它因素考虑

进去，同时测量微小距离的测量不够精准，故我们放弃了这一方案。 

方案二：红外测距避障，是用红外线为介质的测量系统，其具有一对红外信

号发射与接收二极管，利用的红外测距传感器 LDM301 发射出一束红外光，在

照射到物体后形成一个反射的过程，反射到传感器后接收信号，然后利用 CCD 

图像处理接收发射与接收的时间差的数据。经信号处理器处理后计算出物体的距

离。这种测距比较精准，而且反应灵敏。避障采用此方案。 

电源方案选择 

方案一：采用交流电提供直流稳压电源，电流驱动能力及电压稳定性最好，

且负载对电源影响也最小。由于需要电线对小车供电，极大影响了壁障小车行动

的灵活性及地形的适应能力。而且壁障小车极易把拖在地上的电线识别为障碍

物，人为增加了不必要的障碍。故我们放弃了这一方案。 

方案二：采用电池组进行供电，采用两节电池经过降压后给单片机及其他逻

辑单元供电，这样电机启动及制动时的短暂电压干扰不会影响到逻辑单元和单片

机的工作。干电池用电池盒封装，体积和重量较小，同时玩具车底座可以安装两

节电池，正好可为单片机及其他逻辑单元供电。 

综合考虑，电源方案采用方案二。 

语音识别方案选择 

语音识别系统分为二类：(1)特定语音识别系统：仅考虑对于专人的话音进

行识别；(2)非特定语音系统：识别的语音与人无关，通常要用大量不同人的语

音数据库对识别系统进行学习。结合应用的实际场景，我们不需要对特定的人进

行识别。系统语音识别模块选择第二种识别类型，并采用基于 WEGASUA-M6

的模块。WEGASUA-M6 是一款内置语音识别引擎的离线式语音识别模块，识别

速度比云端更快。 

 

第二部分  系统组成及功能说明 

2.1 整体介绍 

当用户发出语音指令，语音模块识别将结果通过 TTL 串口传输给 K64F 开

发板，K64F 开发板对返回结果进行识别，进而控制小车的运动状态。若是用户



发出控制家电的语音指令，则在语音识别后，通过红外射频模块控制家用电器的

开关。当小车运动即将碰到障碍物时，红外避障传感器将信号传给 K64F 开发板，

K64F 开发板就会改变小车的运动轨迹。当煤气和烟雾浓度超标时，传感器会发

送低电平给 K64F 开发板，开发板产生警报，系统框图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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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雾气敏传感器 

 

 

 

 

 

 

 

 

 

 

图 1 系统整体框图 

 

 

2.2 各模块介绍 

2.2.1 主控芯片简介 

Freedom-K64F 是一款超低成本开发平台，面向 Kinetis K64、K63 和 K24 

MCU。配备丰富的外设，包括用于开发完整电子罗盘功能的 6 轴数字加速度传

感器和磁力计，用于直接交互与反馈的 3 色 LED 和两个用户按钮，microSD 卡

插槽，以及板载以太网端口，面向 Bluetooth 和 2.4 GHz 无线电附加模块的接头

等连接选项，可实现快速原型设计。语音识别模块 OpenSDAv2，运行开源引导

加载程序的恩智浦开源硬件嵌入式串行和调试适配器，提供串行通信、闪存编程

和运行控制调试等选项。规格与 Arduino™ R3 引脚布局兼容。 

Kinetis K64F 的通用特性包括： 

（1）MK64FN1M0VLL12 MCU (120 MHz，1 MB 闪存，256 KB RAM，低

功耗，无晶振 USB 和 100 引脚薄型四方扁平封装(LQFP))； 

（2）两用 USB 接口，带 Micro-B USB 接头； 

（3）RGB LED； 

（4）FXOS8700CQ 加速度传感器和磁力计； 

（5）两个用户按钮； 

（6）灵活的供电选项 - OpenSDAv2 USB、Kinetis K64 USB 和外部电源； 

（7）可通过兼容 Arduino™ R3 的 I/O 接头轻松访问 MCU 输入/输出； 

（8）以太网； 

（9）SDHC； 

（10）附加 Bluetooth 模块：JY-MCU BT 电路板 V1.05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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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电机驱动 

速度是智能小车的重要指标之一，小车靠直流电机驱动向前行驶，因此智能

小车性能的优劣关键在于对电机转速的控制[3]。若智能小车想要获得较好的控

制效果，就需要对电机转速进行闭环控制，采集小车的速度信息并反馈给控制器。

与其他电机驱动模块相比，本智能模块包含了电机的驱动和智能控制。当要求小

车往前行进一定距离时，相比普通的开环驱动板，本模块配合带有编码器的直流

电机能通过 PID 更为准确地控制电机行进的距离。当控制板给定前行速度时，

此驱动模块通过输出相应脉宽调制 PWM 电平来控制电动机的电枢电压，以此

来实现调速功能。 

电机的驱动可以使用专用的电机驱动芯片、达林顿管驱动、场效应管驱动。

分离的达林顿管，场效应管虽然能获得大的电流和响应速度快的优点，但搭建电

路较复杂且调式难度大，因此，系统采用电机驱动芯片 L293D。L293D 是一款

单片集成的高电压、高电流、4 通道电机驱动，设计用于连接标准 DTL 或 TTL

逻辑电平，驱动电感负载（诸如继电线圈、DC 和步进电机）和开关功率晶体管

等，为了简化为双桥应用，L293D 每个通道对都配备了一个使能输入端。L293D

逻辑电路具有独立的供电输入，可在更低的电压下工作。此外，L293D 还内置了

箝位二极管，具有过流保护电路，刹车效应好，接口简单易用的特点。 

 

2.2.3 外围电路 

 

可靠的电源方案是整个硬件电路稳定可靠运行的基础。电源管理模块为系统

其他各个模块提供可靠的工作电压和能量。为保证各模块正常工作，电源管理模

块对电机、红外避障等实行独立供电。 

供电模块是整个电路最基本的模块也是整个电路的核心部分，具体框图如图： 

 

 

 

 

 

 

 

 

 

 

 

 

图 2 供电模块系统框图 

 

 

全部硬件电路由 7.2V，2A/h 的可充电镍铬电池提供。主要包括如下不同的

电压： 

（1）5V 电压，经过线性开关电源后，输出 5V 电压，为单片机、语音识别

模块、红外感知模块提供电源； 

（2）3.3V 备用电压直接从电池稳压得到，减少了中间环节，在紧急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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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单片机供电防止数据丢失和损坏单片机； 

（3）7.2V 电压，这部分电压直接取自电池两端，为电机驱动提供动力。 

 

2.2.4 语音识别 

 

采用基于 WEGASUA-M6 的模块，一款内置语音识别引擎的离线式语音识

别模块，识别速度比云端更快。这个模块搭载了两颗大功率 RF 发射模块和一个

学习型红外发射电路，可以学习复制空调，电视，红外遥控风扇等红外设备的遥

控器按键码，从而达到语音识别控制红外和射频设备。模块独立运行通过 TTL

串口接收指令和返回结果，可以和 K64F 开发板通讯，从而可以通过语音控制小

车的运动。 

 
图 3 语音模块电路图 

2.2.5 红外避障 

 

红外测距传感器是用红外线为介质的测量系统，其具有一对红外信号发射与

接收二极管，利用的红外测距传感器 LDM301 发射出一束红外光，在照射到物

体后形成一个反射的过程，反射到传感器后接收信号，然后利用 CCD 图像处理

接收发射与接收的时间差的数据。经信号处理器处理后计算出物体的距离。利用

这个原理，笔者使用红外传感器实现小车测距避障功能。 

传感器单元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传感器将外界信息采

集并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才能进行相应的决策和控制。 

当模块发射管发射红外线后，遇到障碍物后红外线反射回来被接收管接收，

接收管导通，经比较器电路处理后，模块输出低电平，如果红外线没有遇到障碍

物就不会被反射回，接收管不导通，经比较器电路处理后，模块输出高电平。 

当避障传感器没有检测到障碍时，红外线几乎都被吸收了而没有返回，接收

管几乎没有接收到红外线。接收管内部的电阻随接收到红外线多少而变化，此时

电阻变得很大导致接收管不会导通。在电路中由于 10K 上拉电阻的作用，

Va+=VCC,此时 Va-连接的是一个可调的滑动变阻器，所以它的电压在 0~VCC 间

变化，应用时将变阻器调到适当的位置，让 Va-大于 0 小于 VCC。那么根据比较



器的知识 Va+实质上是比较器的一个门限电压，当 Va-小于 Va+时，A 输出端输

出高电平信号；而当避障传感器有检测到障碍时，红外线返回被接收管接收到大

量的红外线，电阻就非常小导致接收管导通，Va+的电平几乎为 0，Va-的电平没

有变化。所以 Va-大于 Va+,此时 A 输出端输出低电平信号。因为接收管接收光线

多少的不同使内部电阻时刻在变化导致 Va+的电平变化，此时通过调节滑动变阻

器的阻值改变 Va-的值就能改变避障灵敏度，改变检测距离。 

红外避障模块电路图如下图： 

 

图 4 红外避障模块电路图 

 

第三部分  完成情况及性能参数 

我们在不同的距离条件下，对每条指令读五十次，然后观察响应成功的次数，

最后得出语音识别成功率如表 3-1。 

表 3-1 语音指令识别成功率 

语音指令 

距离 

前进 后退 左转 右转 停止 开灯 关灯 

1m 82% 76% 80% 78% 74% 90% 90% 

2m 84% 78% 78% 74% 74% 92% 90% 

3m 82% 80% 80% 76% 70% 88% 90% 

4m 80% 74% 78% 72% 70% 88% 88% 

5m 60% 62% 64% 64% 58% 70% 72% 

 

 

语音响应时间：我们在不同的距离条件下，对每条指令读五十次，然后记录

响应成功的时间，最后得出语音识别的响应时间如表 3-2。 

 

 

表 3-2 语音指令响应时间 



语音指令 

距离 

前进 后退 左转 右转 停止 开灯 关灯 

1m 0.56s 0.54s 0.56s 0.55s 0.62s 0.5s 0.52s 

2m 0.54s 0.56s 0.55s 0.53s 0.58s 0.49s 0.51s 

3m 0.54s 0.55s 0.54s 0.60s 061s 0.56s 0.55s 

4m 0.53s 0.63s 0.64s 0.62s 0.65s 0.63s 0.60s 

5m 1.2s 1.3s 1.2s 1.1s 1.2s 1.1s 1.0s 

 

避障距离：我们设定的距离为 4cm,最终测得的结果为 3.1cm 

 

第四部分  总结 

4.1 主要创新点 

（1） 作为一个智能机器人，拥有大部分 AI 产品的功能，例如智能对话，通

过对话控制电器的开关。但是还有一些独特的特点，作为一个“管家”，

可以运动，通过对话让它前进后退左转右转，进而完成跟主人的互动，

同时装载有红外避障系统。 

（2） 安全监控系统，可以实时监控房间内的煤气和烟雾浓度，如果超标，

则会发出警报。 

（3） 通过语音控制电灯，空调，电视，窗帘的开关。 

 

4.2 可扩展之处 

可以加入 WIFI 模块接入互联网，以 WIFI 无线通信技术为基础, 用户通过使

用 Android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设备, 借助设备上的客户端软件

对被控设备如灯光照明系统等家居用电设备进行实时无线遥控。同时如果家里煤

气和烟雾浓度超标，则机器人会向主人设备上的客户端软件发出警报。 

同时可以加入视频监控模块，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实时查看家里的情况，

然后可以远程遥控小车的移动使它可以观察到屋里的任何一个角落。 

 

4.3 心得体会 

 

4.3.1 态度 

    其实，无论做什么事情，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态度，态度决定了高度。 对

于电子竞赛，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以学知识为目的，拿奖为动力。只

有我们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才能在赛场上赢得胜利。培训期间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期间心态很重要，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做训练时不懂的知识，硬

件、软件调不出来，队员之间的矛盾，外界压力等，都需要我们去克服。其中，

最重要的是处理好队员之间的矛盾和心态；不懂的知识可以去学习；硬件、软件

调不出来，只要有耐心，认真分析就能找出原因； 阻碍我们发展的往往是自己

心情，心胸开阔，善于接受意见和容忍别人的错误，才能在培训和竞赛中有所收

获。 

4.3.2 积累 

    想起了那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比赛要求较强的动手能力，将理论转换为实际的操作，“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知识和经验需要我们在做课题时不断的积累，做课题时一定

要合理分工，严格按要求完成，否则到比赛时就后悔莫及。 

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看器件的数据手册，每个器件都有它独一无二的数据。在

做课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很多不一样的传感器、单片机 I/O 接口、单片机上面

的模块等等，不管以前是否用过，在对它们编写程序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数据

手册。 

功能模块的积累。做硬件的，要对模拟电路非常熟悉，比如运算放大器、比

较器、乘法器、滤波电路、等常用电路，要做成模块，电源、输出和输入接口要

有统一定义方式，设置成可调（如用电位器替代固定电阻），以便以后需要时直

接拿来用。做软件的，同样也要做好模块，如数码管显示、按键、A/D、D/A、

通用分频器，预频、ROM、RAM、串口通信等。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深入了解到一个项目开发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

开始着手各个模块之间我们要对比多个方案，最后选择最佳方案，以提高效率。

开发期间遇到的问题很多，在开发的时候要稳住心态，调试代码是枯燥无味的，

要习以为常。虽然也有些功能没能实现，但绝不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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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附录 

重要代码、推导过程 

#include "board.h" 

#include "fsl_uart.h" 

#include "fsl_debug_console.h" 

#include "pin_mux.h" 

#include "clock_config.h" 

#include "fsl_port.h" 

#include "fsl_gpio.h" 

#include "fsl_common.h" 

/********************************************************************

*********** 

 * Definitions 

 

*********************************************************************

*********/ 

/* UART instance and clock */ 



#define DEMO_UART UART1 

#define DEMO_UART_CLKSRC UART1_CLK_SRC 

#define DEMO_UART_CLK_FREQ CLOCK_GetFreq(UART1_CLK_SRC) 

  

#define DEMO_UART_IRQn UART1_RX_TX_IRQn 

#define DEMO_UART_IRQHandler UART1_RX_TX_IRQHandler 

 

#define BOARD_Right_moter_GPIO GPIOD 

#define BOARD_Right_moter_PWM_GPIO GPIOD 

#define BOARD_Left_moter_GPIO GPIOC 

#define BOARD_Left_moter_PWM_GPIO GPIOD 

 

#define BOARD_Right_moter_GPIO_PIN 2U 

#define BOARD_Right_moter_PWM_GPIO_PIN 0U 

#define BOARD_Left_moter_GPIO_PIN 5U 

#define BOARD_Left_moter_PWM_GPIO_PIN 3U 

 

volatile uint32_t g_systickCounter; 

/*! @brief Ring buffer size (Unit: Byte). */ 

#define DEMO_RING_BUFFER_SIZE 16 

 

/*! @brief Ring buffer to save received data. */ 

 

void delay(void);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void SysTick_DelayTicks(uint32_t n); 

 

void Run(void);           //前进 

void Brake(void);         //刹车 

void Turn_left(void);     //左转 

void Turn_right(void);    //右转 

void Back(void);          //后退 

 

uint8_t g_tipString[] = 

    "Uart functional API interrupt example\r\nBoard receives characters then sends 

them out\r\nNow please input:\r\n"; 

 

/* 

  Ring buffer for data input and output, in this example, input data are saved 

  to ring buffer in IRQ handler. The main function polls the ring buffer status, 

  if there are new data, then send them out. 

  Ring buffer full: (((rxIndex + 1) % DEMO_RING_BUFFER_SIZE) == txIndex) 

  Ring buffer empty: (rxIndex == txIndex) 

*/ 



uint8_t demoRingBuffer[DEMO_RING_BUFFER_SIZE]; 

volatile uint16_t txIndex; /* Index of the data to send out. */ 

volatile uint16_t rxIndex; /* Index of the memory to save new arrived data. */ 

volatile  uint8_t data; 

volatile bool g_ButtonPress = false; 

/********************************************************************

*********** 

 * Code 

 

*********************************************************************

*********/ 

 

void DEMO_UART_IRQHandler(void) 

{ 

    /* If new data arrived. */ 

    if ((kUART_RxDataRegFullFlag | kUART_RxOverrunFlag) & 

UART_GetStatusFlags(DEMO_UART)) 

    { 

        data = UART_ReadByte(DEMO_UART); 

        PRINTF("data=%d\n",data); 

        PRINTF("rx 指针=%d\n",rxIndex); 

        /* If ring buffer is not full, add data to ring buffer. */ 

        if (((rxIndex + 1) % DEMO_RING_BUFFER_SIZE) != txIndex) 

        { 

            demoRingBuffer[rxIndex] = data; 

            rxIndex++; 

            rxIndex %= DEMO_RING_BUFFER_SIZE; 

        } 

         

        switch(data) 

        { 

            case 1: 

                LED_RED_ON(); 

                break; 

            case 2: 

                LED_RED_OFF(); 

                break;              

            case 3: 

                Run(); 

                break; 

            case 4: 

                Back(); 

                break; 

            case 5: 



                Turn_left(); 

                break; 

            case 6: 

                Turn_right(); 

                break; 

            case 7: 

                Brake(); 

                break; 

        } 

    } 

    /* Add for ARM errata 838869, affects Cortex-M4, Cortex-M4F Store immediate 

overlapping 

      exception return operation might vector to incorrect interrupt */ 

#if defined __CORTEX_M && (__CORTEX_M == 4U) 

    __DSB(); 

#endif 

} 

 

void PORTB_IRQHandler(void) 

{ 

    /* Clear external interrupt flag. */ 

    GPIO_PortClearInterruptFlags(GPIOB, 1U << 2U); 

    /* Change state of button. */ 

    g_ButtonPress = true; 

    /* Add for ARM errata 838869, affects Cortex-M4, Cortex-M4F Store immediate 

overlapping 

      exception return operation might vector to incorrect interrupt */ 

    if (g_ButtonPress) 

      { 

         /* Toggle LED. */ 

         //LED_RED_TOGGLE(); 

         Brake(); 

         /* Reset state of button. */ 

         g_ButtonPress = false; 

       } 

#if defined __CORTEX_M && (__CORTEX_M == 4U) 

    __DSB(); 

#endif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int main(void) 



{ 

 

     

    /* 为引脚定义 init 结构*/ 

    uart_config_t UART_config;                 //串口 UART 结构体声明 

    gpio_pin_config_t DRIVE_config;            //电机 DRIVE 结构体声明 

    gpio_pin_config_t INFRARED_config;         //红外避障结构体声明 

    gpio_pin_config_t sw_config = { 

        kGPIO_DigitalInput, 0, 

    }; 

    /*配置 DRIVE 结构体*/ 

    DRIVE_config.pinDirection = kGPIO_DigitalOutput;      //定义引脚输出 

    DRIVE_config.outputLogic = 0U;                        //默认输出为低

电平 

     

    /*初始化板载硬件*/ 

    BOARD_InitPins(); 

    BOARD_BootClockRUN(); 

    BOARD_InitDebugConsole(); 

    LED_RED_INIT(1); 

     

    /*配置 UART 结构体*/ 

    /* 

     * config.baudRate_Bps = 115200U;                      //波特率 

     * config.parityMode = kUART_ParityDisabled;           //无奇偶校验 

     * config.stopBitCount = kUART_OneStopBit;             //1 位停止位 

     * config.txFifoWatermark = 0; 

     * config.rxFifoWatermark = 1; 

     * config.enableTx = false;                             //使能接收 

     * config.enableRx = false;                             //使能发送 

     */ 

  UART_GetDefaultConfig(&UART_config);//将 UART 配置结构初始化为默认值 

    UART_config.baudRate_Bps = 9600;                    //波特率为 9600 

    UART_config.enableTx = true;                            //使能接收 

    UART_config.enableRx = true;                            //使能发送 

 

    /*配置 INFRARED 结构体*/ 

    INFRARED_config.pinDirection = kGPIO_DigitalInput; 

     

    /*串口模块初始化*/ 

    UART_Init(DEMO_UART, &UART_config, DEMO_UART_CLK_FREQ);            

//初始化语音串口 

     

    UART_config.baudRate_Bps = 115200;                                 



//修改调试串口波特率为 115200 

    UART_Init(UART0, &UART_config, CLOCK_GetFreq(UART0_CLK_SRC));      

//初始化调试串口 

     

    /*电机驱动模块初始化*/ 

    GPIO_PinInit(GPIOD,2U,&DRIVE_config); //Init pin 95:Right_moter 

    GPIO_PinInit(GPIOD,0U,&DRIVE_config); //Init pin 93:Right_moter_PWM                            

    GPIO_PinInit(GPIOC,5U,&DRIVE_config); //Init pin 34:Lefe_moter                            

    GPIO_PinInit(GPIOD,3U,&DRIVE_config); //Init pin 76:Left_moter_PWM                            

     

    /*红外避障模块初始化*/  

    GPIO_PinInit(GPIOB, 2U, &INFRAR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C, 7U, &INFRARED_config); 

     

    /* Send g_tipString out. */ 

    

UART_WriteBlocking(UART0,g_tipString,sizeof(g_tipString)/sizeof(g_tipString[0]); 

     

    /* Enable RX interrupt. */ 

    UART_EnableInterrupts(DEMO_UART, 

kUART_RxDataRegFullInterruptEnable | kUART_RxOverrunInterruptEnable); 

    EnableIRQ(UART1_RX_TX_IRQn); 

     

    /* Init input switch GPIO. */ 

    PORT_SetPinInterruptConfig(PORTB, 2U,kPORT_InterruptFallingEdge);//下降

沿中断 

    EnableIRQ(PORTB_IRQn); 

    GPIO_PinInit(GPIOB, 2U, &sw_config); 

     

    while (1) 

    { 

        

while((kUART_TxDataRegEmptyFlag&UART_GetStatusFlags(DEMO_UART)) && 

(rxIndex != txIndex)) 

        { 

            UART_WriteByte(DEMO_UART, demoRingBuffer[txIndex]); 

             

            PRINTF("数组[%d]=%d\n",txIndex,demoRingBuffer[txIndex]); 

            txIndex++; 

            txIndex %= DEMO_RING_BUFFER_SIZE;             

        }    

   } 

} 

 



 

void delay(void) 

{ 

    volatile uint32_t i = 0; 

    for (i = 0; i < 800000; ++i) 

    { 

        __asm("NOP"); /* delay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g_systickCounter != 0U) 

    {  

        g_systickCounter--; 

    } 

} 

 

void SysTick_DelayTicks(uint32_t n) 

{ 

    g_systickCounter = n; 

    while(g_systickCounter != 0U) 

    { 

    } 

} 

 

void Run(void) 

{ 

 GPIO_PinWrite(BOARD_Right_moter_GPIO,BOARD_Right_moter_GPIO_PI

N,0); 

 GPIO_PinWrite(BOARD_Right_moter_PWM_GPIO,BOARD_Right_moter_PW

M_GPIO_PIN,1); 

 

 GPIO_PinWrite(BOARD_Left_moter_GPIO,BOARD_Left_moter_GPIO_PIN,0)

; 

 GPIO_PinWrite(BOARD_Left_moter_PWM_GPIO,BOARD_Left_moter_PWM

_GPIO_PIN,1); 

     

} 

 

void Brake(void) 

{ 

 GPIO_PinWrite(BOARD_Right_moter_PWM_GPIO,BOARD_Right_moter_PW

M_GPIO_PIN,0); 



 

 GPIO_PinWrite(BOARD_Left_moter_PWM_GPIO,BOARD_Left_moter_PWM

_GPIO_PIN,0); 

} 

 

void Turn_left(void) 

{ 

 GPIO_PinWrite(BOARD_Right_moter_GPIO,BOARD_Right_moter_GPIO_PI

N,0); 

 GPIO_PinWrite(BOARD_Right_moter_PWM_GPIO,BOARD_Right_moter_PW

M_GPIO_PIN,1); 

 

 GPIO_PinWrite(BOARD_Left_moter_GPIO,BOARD_Left_moter_GPIO_PIN,1)

; 

 GPIO_PinWrite(BOARD_Left_moter_PWM_GPIO,BOARD_Left_moter_PWM

_GPIO_PIN,0); 

} 

 

void Turn_right(void) 

{ 

 GPIO_PinWrite(BOARD_Right_moter_GPIO,BOARD_Right_moter_GPIO_PI

N,1); 

 GPIO_PinWrite(BOARD_Right_moter_PWM_GPIO,BOARD_Right_moter_PW

M_GPIO_PIN,0); 

 

 GPIO_PinWrite(BOARD_Left_moter_GPIO,BOARD_Left_moter_GPIO_PIN,0)

; 

 GPIO_PinWrite(BOARD_Left_moter_PWM_GPIO,BOARD_Left_moter_PWM

_GPIO_PIN,1); 

}  

 

void Back(void) 

{ 

 GPIO_PinWrite(BOARD_Right_moter_GPIO,BOARD_Right_moter_GPIO_PI

N,1U); 

 GPIO_PinWrite(BOARD_Right_moter_PWM_GPIO,BOARD_Right_moter_PW

M_GPIO_PIN,1); 

 

 GPIO_PinWrite(BOARD_Left_moter_GPIO,BOARD_Left_moter_GPIO_PIN,1

U); 

 GPIO_PinWrite(BOARD_Left_moter_PWM_GPIO,BOARD_Left_moter_PWM

_GPIO_PIN,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