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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直流电机
12.0 目标

12.1.3 阅读材料

本实验的目的是构建转动电机所需的电子设备。硬件接口包括一个使用 TI
DRV8838 驱动器的 H 桥电机驱动器，该驱动器允许软件向前或向后转动每个电机。
该软件可以使用脉冲宽度调制（PWM）改变传送到每个电机的功率。 在这个模块
中，
1. 您将学习电机的电磁方面。
2. 您将把电机和车轮连接到机器人上。
3. 您将使用驱动板将电机连接到微控制器。
4. 您将测量电机的电压和电流。
5. 您将对电机的特性进行分析，绘制电机速度与占空比。

Volume 1 Sections 8.1, 8.6, and 8.7
Embedded Systems: Introduction to the MSP432 Microcontroller",
Volume 2 Sections 1.4 and 6.5
Embedded Systems: Real-Time Interfacing to the MSP432 Microcontroller"

小知识： 即使你将测量马达速度作为占空比的功能，这种关系取决于许多可能随
时间变化的因素，例如电机效率，电池电压，H 桥中的电压降，机械力和摩擦力。
出于所有实际目的，如果没有传感器，软件只能选择更快或更慢，但不能设置电机
速度。在这个机器人上，有两个差速驱动配置的电机。这意味着即使是最简单的操
作，例如直线移动也需要传感器反馈。本课程中有三种这样的传感器：线传感器
（模块 6），IR 距离传感器（模块 15）和转速计（模块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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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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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从下面的软件工程起步
浏览以下 2 个工程：
Lab_SysTick （实验 9 的解决方案）
Lab_Motors （本实验的入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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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不要在本实验中使用 TExaS 创建的电压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施加到
MSP432 输入的电压必须保持在 0 到 3.3V 之间。超出此范围的电压将损坏
MSP432。
12.1.2 参考资源
JN_MD _ SHEET02 - MOTOR_DRIVERS.pdf Data sheet for Motor driver board
JN_PDB _ SHEET02 - POWER_DISTRI.pdf Data sheet for power board
RSLK China basic construction guide 2.1.pdf How to build the robot
drv8838.pdf Data sheet for the H-bridge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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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匠牛的电机驱动板手册

12.1.4 本实验所需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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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所需 实验设备
示波器 （至少 10 kHz 采样的 1 个或 2 个通道）
电压表，欧姆表和电流表

12.2 系统设计要求
本实验的目标是将电机和车轮放在机器人上并配置电机控制板，以便软件可以控制
两个电机。模块 5 实验中使用的电机驱动器和配电板（MDPDB）还包括两个 H 桥
驱动器（TI DRV8838），可提供电机转动所需的电压和电流。
首先，您将机械地构建，然后电连接两个电机，两个轮子，脚轮和 MDPDB。六个
控制信号将从微控制器连接到 MDPDB，因此软件可以控制两个电机{前进，停止，
后退}。此外，您将使用 Lab 9 的 PWM 软件调整两个车轮的输出功率。
本实验的第二部分是研究电机的行为。您将测量直流电机的电压（伏特），电流
（安培），平均功率（瓦特）和转速（rpm），作为占空比的功能。
本实验的结果是构建一个或多或少直线驱动的系统，直到其中一个碰撞传感器检测
到碰撞。

12.3 实验准备
第一步是阅读 JN chassis 的数据手册，并按照 RSLK China basic construction
guide 2.1 说明，连接两个车轮，脚轮，两个电机，电机驱动板和电源板。图 1 显
示了机器人所需的一些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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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构建电机系统所需的部件。
有六条信号线影响电机的驱动。请参阅 DRV8838 的数据手册，了解这六个信号的
软件输出值如何影响电机行为。图 2 显示了一个可能的接口电路。或者使用 13pin
电缆连接 JN_MD 板和 JN_IB 板，参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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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JN_IB 板和 JN_MD 板。 请参阅模块 5 了解电源和接地连接。有关如何将电
机和编码器连接到电路板，请参阅 RSLK China basic construction guide 2.1。
图 4 显示了部分完成的车轮组装，图 5 显示了一个完整的车轮组装。

图 2. 接口电路
LaunchPad

JN_MD

DRV8838

Description

P1.6

DIRR

PH

Right Motor Direction

P3.6

nSLPR

nSLEEP

Right Motor Sleep

P2.6

PWMR

EN

Right Motor PWM

P1.7

DIRL

PH

Left Motor Direction

P3.7

nSLPL

nSLEEP

Left Motor Sleep

P2.7

PWML

EN

Left Motor P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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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实验步骤
12.4.1 底层软件驱动程序
首先，您将创建控制机器人上两个轮子的软件函数。两个电机的 PWM 信号频率为
100 Hz（10ms）。在本实验中，两个电机的占空比相同。在下一个模块中，我们
将使用硬件定时器，让每个电机有单独的占空比。要停止电机，请停止 PWM 并将
nSleep 信号置为 0。使用 Lab 9 的简单方法创建 PWM 信号。 驱动程序的原型是：
void Motor_InitSimple(void);
初始化 6 个 GPIO 并将驱动器置为休眠模式
无返回值
void Motor_StopSimple(void);
停止两个电机，将驱动器置于休眠模式
无返回值

图 4. 部分完成的车轮组装。

void Motor_ForwardSimple(uint16_t duty, uint32_t time)
驱动两个电机前进，占空比为 duty (100 - 9900)
运行一段时间 time（单位 10ms），然后停止
如果任何一个碰撞开关发生碰撞，立即停止电机并返回
在 time*10ms 之后或当碰撞发生时返回
void Motor_BackwardSimple(uint16_t duty, uint32_t time)
驱动两个电机后退，占空比为 duty (100 - 9900)
运行一段时间 time（单位 10ms），然后停止
如果任何一个碰撞开关发生碰撞，立即停止电机并返回
在 time*10ms 之后或当碰撞发生时返回
void Motor_LeftSimple(uint16_t duty, uint32_t time)
只驱动左轮前进，占空比为 duty (100 - 9900)
右轮停止（休眠）
运行一段时间 time（单位 10ms），然后停止
如果任何一个碰撞开关发生碰撞，立即停止电机并返回
在 time*10ms 之后或当碰撞发生时返回

图 5. 完整车轮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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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Motor_RightSimple(uint16_t duty, uint32_t time)
只驱动右轮前进，占空比为 duty (100 - 9900)
左轮停止（休眠）
运行一段时间 time（单位 10ms），然后停止
如果任何一个碰撞开关发生碰撞，立即停止电机并返回
在 time*10ms 之后或当碰撞发生时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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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控制电机
在本实验的这一部分，您将实现测试电机的函数。将机器人放在木块上，使车轮不
接触地面，并使用 Program12_1 等程序测试低层电机功能。这允许电机在机器人
不移动的情况下旋转。当车轮离地时，摩擦力最小，旋转速度最快，电流最小。
// Driver test
void Pause(void){
while(LaunchPad_Input()==0); // wait for touch
while(LaunchPad_Input());
// wait for release
}
int Program12_1(void){
Clock_Init48MHz();
LaunchPad_Init(); // built-in switches and LEDs
Bump_Init();
// bump switches
Motor_InitSimple();
// your function
while(1){
Pause();
Motor_ForwardSimple(5000,2000); // your function
Pause();
Motor_BackwardSimple(5000,2000); // your function
Pause();
Motor_LeftSimple(5000,2000);
// your function
Pause();
Motor_RightSimple(5000,2000);
// your function
}
}

在运行期间，使用示波器观察电机信号电机板（MR +，MR-，ML +，ML-）。你
应该看到电压与时间的关系。MR +和 MR-之间的电压差是电机的施加电压。
注： 如实验 9 中所述，使用软件延迟创建 PWM 会占用所有处理器时间。在下一
个模块中，我们将使用微控制器上的硬件定时器来创建两个 PWM 输出。这样，软
件只有在希望改变占空比或改变方向时才需要执行。

机未旋转时电机的电阻。设 R 是这个静态电阻。假设电压为 7V，使用欧姆定律计
算预期电流。
在本节中，您将测量实际电压（以伏特为单位的 V），电流（以安培为单位的 I）
和速度（以 rpm 为单位 S）作为占空比参数（2000 至 8000）的函数。如果您将
机器人放在木块上并将绳子/桅横杆/胶带连接到车轮上，您可以看到和听到车轮转
动。首先，您将使用秒表计算固定时间（例如，60 秒）内的旋转次数。
测量电机电流有两种方法（I）。一种方法是移除电池并连接工作台电源（允许您
将电压设置为 5V 并测量电流）以为机器人供电。第二种方法是将电流表放置在电
池和机器人之间的环路中。例如，您可以制作一个 3 层的电线-绝缘体-电线，并将
此电池堆放在电池盒中的触点之间。然后，您可以将电流表放在两根电线上。您可
以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机电压（V），并验证哪个占空比有效。首先在电机停止时测
量机器人的电流，然后测量旋转一个电机所需的电压，电流和速度。这两种电流测
量的差别是电机的电流。您可以使用 Program12_2 之类的程序来收集数据。
// Voltage current and speed as a function of duty cycle
int Program12_2(void){ uint16_t duty;
Clock_Init48MHz();
LaunchPad_Init();
// built-in switches and LEDs
Bump_Init();
// bump switches
Motor_InitSimple(); // initialization
while(1){
for(duty=2000; duty<=8000; duty=duty+2000){
Motor_StopSimple();
// measure current
Pause();
Motor_LeftSimple(duty,6000); // measure current
}
}
}

根据占空比绘制电压，电流，功率，电动势和速度的表格和图表。 计算 emf 为：
emf = V – I*R

12.4.3 特性
从电气角度来看，电机具有三个部件，电阻（由长导线引起），电感（由线圈引起）
和电动力（由机械力和电力之间的耦合引起的电压）。首先测量所有电源关闭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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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 是测量的电机电压，I 是测量的电机电流，R 是电机的静态电阻。在正常工
作条件下，emf 将为负值，这意味着它使用静态电阻吸收的电流大于预期。 计算
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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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V * I * duty/10000

•
•

描述电机的一般特性。
使用 Program12_3 执行最大速度测试。首先测量机器人在木块上时的电机转速，
然后在机器人在地面时重复测量。
int Program12_3(void){
Clock_Init48MHz();
LaunchPad_Init();
// built-in switches and LEDs
Bump_Init();
// bump switches
Motor_InitSimple(); // initialization
while(1){
Pause();
Motor_ForwardSimple (9900,1500); // max speed 15 s
}
}

•
•
•

摩擦如何影响电机电流？
在本实验中，我们不设置速度或电流。 相反，我们只设置电压和占空比。
为什么在这个实验里，机器人直行是困难的？
两个 H 桥是如何让机器人转动和后退的？
软件如何调整输出到电机的功率？
软件可以通过哪两种方式使机器人转动？

12.7 其它挑战
在本节中，我们列出了您可以执行的其它活动，以进一步探索此模块的概念。例如，
•

•

如果您没有电机驱动板，您可以构建自己的 H 桥电路来控制机器人上的
电机。特别是，您可以使用 L293 构建讲座中描述的两个 H 桥。如果您构
建自己的 H 桥，请在连接电机之前和连接微控制器之前进行测试。
一个不可能的挑战是尝试编写使机器人以方形图案行进的软件。基本上，
重复这两步过程：1）直行一段固定的时间; 2）向左转 90 度。这是不可
能的。但是，确定努力失败的原因将具有指导意义。

12.5 疑难解答
电机不旋转或发热：
•
•
•
•

断开电源并仔细检查连接。
查看实验 5 中的步骤。
给电池充电。
使用电压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验证从 LaunchPad 到电机板的六个信
号。

一台电机比另一台电机旋转得更快：
•
•

电机速度通常为彼此的±20％是正常的
检查较慢电机上的摩擦力

12.6 请思考
在本节中，我们列出了完成本实验后要考虑的思考问题。这些问题旨在测试您对本
实验中概念的理解。该模块的目标是让您体验与直流电机相关的电压，电流和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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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接下来是哪些模块？
本实验中构思的机器人有两个主要限制。 1）软件消耗所有处理器时间，以及 2）
电机的速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大多数因素无法提前预测。在下面的实验中，我
们将解决这些限制。
模块 13)
模块 15)
模块 16)
模块 17)

使用定时器创建 PWM 信号，并使用中断来管理多个软件任务
使用 ADC 连接距离传感器。两个距离传感器可以驱动机器人在固定
的距离和固定的角度到墙上。
连接转速计并使用定时器捕获直接测量每个车轮的速度。
组合模块 12,13 和 16 创建一个控制系统，以期望的速度旋转电机。

12.9 您应该已经学会
在本节中，我们将回顾您应该在本单元中学到的重要概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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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电机的电压，电流和功率。
能够使用 PWM 输出来调节电机的功率。
了解 H 桥的基本操作和目的。
知道如何编写和测试低层软件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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