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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目标 
本实验的目标是学会使用机器人上的循线传感器，机器人将用这个传感器来探索周

围世界。 

1. 您将学习 C 语言的逻辑语句、条件判断和调试方法。 

2. 您将编写带有输入和输出参数的函数。 

3. 您将学习逻辑和四则运算函数的实现。 

4. 您将学习如何进行一致性检测以保证数据真实性。 

5. 您将使用名为黑匣子功能测试的自动测试方法来验证您的算法是否正常运

行。 

 

小知识：在嵌入式系统中，软件算法的实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您在本实验

中学到的定义、实现和测试算法的方法可以用来解决许多机器人控制中的问题。 

 

4.1 入门 
 

4.1.1  从下面的软件工程起步 

 

查看以下三个工程： 

SineFunction（正弦函数的简单实现）  

ProfileSqrt（平方根运算的简单实现） 

Lab_SoftwareDesign（本实验的起步工程） 

 
4.1.2  参考资料  

 

GP2Y0A21YK0F_IR_Distance_Sensor.pdf，传感器的数据手册 

 

4.1.3  阅读材料 

 
Volume 1 Chapter 1, Sections 2.8, 5.1, 5.2, 5.3, 5.6, and 5.8  
Embedded Systems: Introduction to the MSP432 Microcontroller", 

或 

Volume 2 Sections 1.4, 1.5, 3.1, 3.2, 3.3, and 3.4 
Embedded Systems: Real-Time Interfacing to the MSP432 Microcontroller" 

 
 

4.1.4 本实验所需组件 

 

Quantity Description Manufacturer Mfg P/N 

1 
MSP-
EXP432P401R 

LaunchPad 

TI MSP-EXP432P401R 

 

4.1.5   所需实验设备（无） 

 

4.2 系统设计要求 
 
在本课程中，您将学到许多能够帮助您解决机器人控制中的挑战的知识。本实验的

目标是构建一些软件组件，使得机器人能够在一个有墙壁存在的世界中进行探索，

正如图 1所示。在本实验中，我们将学到如何构建 C 语言函数来收集信息，以使

机器人能自主导航并行进到目标点。在真正的挑战关卡中，机器人将有三个距离传

感器，通过收集这些距离传感器的数据，机器人将根据不同情境做出对应的决定。 

 

然而，鉴于您要使用汇编语言编写此函数，您必须遵从一个程序编写标准，名为

ARM 架构过程调用标准（ARM Architecture Procedure Call Standard，简称

AAPCS）。这个标准由很多部分组成，但与本实验相关的主要有下列部分： 

 

 如果有 1个输入参数，它将被传入 R0 

 如果有 2个输入参数，它们将被传入 R0 和 R1 

 如果有 3个输入参数，它们将被传入 R0-R2 

 如果有 4个输入参数，它们将被传入 R0-R3 

 如果有一个输出参数，它将被返回至 R0 

 函数可以自由修改 R0-R3，还有 R12 

 如果一个函数想要使用 R4-R11，那么它必须使用栈来保存并还原它们  

 如果一个函数调用了另一个函数，那么它必须保存并还原 LR 

 函数必须保证栈平衡 

 

遵从上述标准将是您能够开发能被 C 语言调用的汇编程序，而且允许您的 C 代码

被汇编程序调用。具体来说，编译器在生成机器代码时将遵从这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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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机器人探索迷宫的示例 

 
 

在模块 15中，我们将把真正的距离传感器与 MSP432上的模数转换器（ADC）

相连。ADC 将 0 到 3.3V 的模拟电压转换为 0 至 16383 之间的数字值。本实验的

第一个任务是开发一个 C 语言函数，对 TI LaunchPad开发板上产生的 ADC 采样

值进行转换。  

 

注：在机器人挑战环节中您将一种距离传感器，它是由红外传感器和集成的位置探

测器构成的。这种传感器也被叫做接近传感器，在机器人上，它一般被用于测量距

离。  

 

设 n 为 14 位 ADC 的采样值（从 0 到 16383），且 D 为距离，单位是 mm。二者

之间存在如下的非线性转换关系 

 
D = 1195172/(n – 1058) 

 

其中 1195172 和 -1058 是校准系数的经验值，可以通过模块 15 的实验，也就是

ADC 实验取得。您的函数原型为 

 
int32_t  Convert (int32_t n);  

机器人所需的第二个任务，或者说算法，是利用三个距离值从多种情境中选择机器

人目前所处的情境。我们不妨假设机器人的三个距离传感器分别是左、中、右传

感器，且每一个传感器都可以测量从机器人中心到墙壁之间的距离，单位是 mm。

机器人上将有一个参考点，这三个距离都将基于这个共同的参考点来测量，如图 2

和图 3 所示。这两张图显示了 8种不同情形，都是机器人接近一个判断点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的。  

 

软件的最底层是 I/O 口控制。Convert 函数将位于最底层。这个软件模块将把细节

抽象出来，将做什么（测量距离）和怎么做（非线性、基于 ADC、红外距离传感

器）分开。  

 

在更顶层的模块中，软件将决定是该直行、左转、右转还是掉头。同时我们也不希

望离墙壁太近。在本实验中，您将不会使用真正的距离传感器来检测距离。而您要

做的是利用三个距离值（左、中、右）并判断目前情况与哪一种情形最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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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当机器人接近判断点时可能出现的 4 种情形。三个变量（左、中、右）定义
为机器人中心点与墙壁之间的距离。 

 
 

 
图 3. 当机器人接近判断点时可能出现的另外 4 种情形。 

 
 

我们从最重要的一个类型开始来定义我们的算法，即危险情况。  

当左边传感器距离值小于 212时，算法将会返回一个 LeftTooClose (4)错误，当

右边传感器距离值小于 212 时，也将返回一个 RightTooClose (2)错误。当中间传

感器距离值小于 150时，算法将会返回一个 CenterTooClose (1)错误。上述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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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有可能同时发生。例如，情况 5离中心和左边都太近。情形 7 意味着三个方

向的距离都太近了。 

首先我们来考虑左边和右边两个传感器。在本实验中，我们用 #define 语句来声

明距离阈值。根据不同的机器人和迷宫搭建方式，这些阈值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在本例中，我们的迷宫道路宽度为 400 mm，两个传感器分别放置在两个 45度位

置。  

 

如果机器人位于道路中间，并处在直路（straight）或是死路（blocked）两种情形

之一，左右两个传感器（位于 45度位置）的数据都将是 283 mm。如果机器人距

离道路中心偏差在 ±50mm 之内，那么这两个传感器得到的距离值将处于 212到

354 mm 范围内。354 将作为阈值用来判断在遇到下一个岔路口时是否能够左转或

右转。小于 354意味着没有路径可以转弯，大于或等于 354 意味着有路径可以转

弯。  

 

最后，让我们来考虑中间的传感器。当机器人接近岔路口时，中间的传感器用来分

辨究竟机器人处于以下情形中的哪一种：如果中间传感器距离值小于 600 mm，那

么需要从 {Blocked, Right Turn, Left Turn, Tee Joint} 中进行分辨；如果距离值大

于或等于 600 mm，那么需要分辨从 {Straight, Right Joint, Left Joint, and Cross 

Road} 几种情况中进行分辨。由于机器人可能处在一条长的直路上，因此中间的

传感器距离值没有上限。  

 

注：本套件中所有的传感器测量范围是 10 到 800 mm。本算法能够测量的最小值

为 50 mm，但请注意这个距离是从机器人中心点而不是传感器本身开始计算的。 

 

您需要开发一个算法，使您的机器人能够在迷宫中进行探索，并进行必要的场景分

辨。假设您会将机器人上的三个传感器所测量到的距离值作为输入，并把以上所有

可能场景中最接近的一个作为返回值。  

 

这个算法一共可能有 16个不同的输出。为了提高程序可读性，我们定义一个枚举

数据类型来表示返回值。在本例中，我们为每一种可能性分配一个整型数值。这将

允许我们将 1、2、4结合起来以表示 7 种不同的危险情况。例如，5 表示左传感器

和中间传感器的距离值都太近了。另外如果输入值小于 50 或大于 800，都应返回

一个 Error。具体而言，我们进行以下定义 

 
 
 
 
 
 

 

enum scenario { 

  Error = 0, 

  LeftTooClose = 1, 

  RightTooClose = 2, 

  CenterTooClose = 4, 

  Straight = 8, 

  LeftTurn = 9, 

  RightTurn = 10, 

  TeeJoint = 11, 

  LeftJoint = 12, 

  RightJoint = 13, 

  CrossRoad = 14, 

  Blocked = 15 

}; 

typedef enum scenario scenario_t; 

 

我们将使用 #define 语句来定义边界值，使算法更加容易理解。  

 

#define SIDEMAX 354   // 两侧传感器距离墙壁最大值，单位 mm 

#define SIDEMIN 212   //两侧传感器距离墙壁最小值，单位 mm 

#define CENTEROPEN 600  // open/blocked 情况下中间传感器距离值 

#define CENTERMIN 150   // 中间传感器距离墙壁最小值 

 

您的场景归类算法原型为 

 
scenario_t Classify(int32_t Left, int32_t Center, int32_t Right);  
 
 

4.3 实验准备 
 

本实验将使用 LaunchPad，但不包含板上任何输入输出设备。  

 

4.4 实验步骤 
 

4.4.1函数和调试 

编译并调试 SineFunction 例程。在主函数中使用调试器进行单步调试，同时观察

输入和输出参数的变化。运行程序并观察数组中的结果。解释 fsin 开头处两个

while循环所起到的作用。解释 fsin 中 if-else语句所起到的作用。证明 fsin 函数

能够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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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并调试 ProfileSqrt 工程。使用调试器在 sqrt 函数的循环中设置一个断点，每

执行 sqrt 函数一次，t 的值将会更新，这时观察 n, s, t 这几个值的变化。判断多

少次迭代之后函数会收敛。想想看有哪些方法可以让程序执行的更快。 

4.4.2 距离转换 

使用 TI LaunchPad 开发板，编写一个 C 语言函数将 ADC 采样得到的 14 位数据

转换成单位为 mm 的距离值。请注意每个 GP2Y0A21YK0F 传感器以及 MSP432

都会有轻微的差别，在程序中我们使用 #define 语句来封装校准参数。  

注：真实的 GP2Y0A21YK0F 距离传感器的使用和校准将会在模块 15 中介绍。 

#define IRSlope 1195172 
#define IROffset  -1058 
#define IRMax 2552 

传感器能测量的最大距离是 800 mm，因此如果 ADC 采样值小于 2552（IRMax），

您的函数应当返回 800。您可以使用 Program4_1 来测试您的 Convert 函数。您

可以在本实验的起步工程中找到 Program4。这种方法叫做功能测试。这个测试程

序包含 16种测试情况（输入和期望输出）。理想的结果如图 4 所示。 

  

 
 

图 4. GP2Y0A21YK0F 传感器的理想转换结果 

// Program 4_1 used to test the Convert function  
int32_t const ADCBuffer[16]={2000,2733,3466,4199,4932,  

 5665, 6398, 7131, 7864, 8597, 9330, 10063, 10796,  
 11529, 12262, 12995}; 

int32_t const DistanceBuffer[16]={800,713,496,380, 

 308,259,223,196,175,158,144,132,122,114,106,100}; 

void Program4_1(void){int i; 

int32_t adc,distance,errors,diff; 

  errors = 0; 

  for(i=0; i<16; i++){ 

    adc = ADCBuffer[i]; 

    distance = Convert(adc); // call to your function 

    diff = distance-DistanceBuffer[i]; 

    if((diff<-1)||(diff>1)){ 

      errors++; 

    } 

  } 

  whil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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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运行这个测试程序，请将 Program4_1 的函数名重命名为 main，并将原来的

main 函数重命名为 main2。运行 Program4_1 并将运行结果与理想结果做比较。

如果您的结果误差在之内是可以接受的（这个误差可能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4.4.3 场景归类算法 

要解决一个复杂问题，第一步就是将它分解为几个简单的步骤。让我们从创建 11

个不同的归类算法开始，其中每一个算法有 15个场景。使用流程图或伪代码来定

义每一个算法。例如您可以定义  

 CenterTooClose if (Center < CENTERMIN) 

或者 

Blocked if (SIDEMIN ≤  Left < SIDEMAX)  
and (SIDEMIN ≤  Right < SIDEMAX)  
and (CENTERMIN  ≤ Center < CENTEROPEN) 

 

对于 4.2 节中所描述的情况，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先解决 Error 这个情形。接下来，

考虑危险情况，当出现任何危险情况时通过返回 1-7 来表示。  

 

下一步，考虑三个距离传感器可能出现的其他值。如果出现任何输入值的组合不符

合图 2 和图 3所述的 8种情形之一，那么请扩大选择标准来满足最接近的可能情

形。如果有某个输入可能导致同时产生两种不同的输出结果，收紧选择标准来移除

重叠的情况。再强调一遍，我们想要选择的是最合理的可能性。  

  

对 convert 函数我们使用一组包含 16 种测试条件的测试方法，其中包含带有理想

输出的、从 2000 到 12995线性分布的输入值。对 Classify 函数，三个输入值均

可能从 50 到 800 之间变化。因此，一共有 751
3
 (423,564,751) 种可能的输入组合。 

我们可以用穷举测试来评估所有这些输入。然而，基于问题的本身特性，我们可以

利用阈值将输入范围缩小到一个子集中。这种利用系统工作原理来有策略的选择测

试值的方法叫做边界情况。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将被测值的数量从 751 减小到 18，

而基本不影响测试准确度。特别地，我们将只测试位于阈值 ±1 的值，这些阈值包

括 50, 150, 212, 354, 600 和 800。 

 
int32_t const CornerCases[18]={49,50,51,149,150,151,211,212,213,353, 
   354,355,599,600,601,799,800,801}; 
 

使用边界情况可以将需要测试的值从 751
3减小到 18

3
 (5832)。   

对本函数进行测试的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已经能够正常工作的解决方案来进行对比。

本实验中提供了一个已经能够正常运行的归类算法，但不提供源代码，这个算法在

Solution.obj 文件中。不过您可以调用这个函数来观察正常归类算法在某个输入

下的输出。该算法函数的原型为 

 
scenario_t Solution(int32_t Left, int32_t Center, int32_t Right); 
 

您可以使用下方这个 Program4_2 函数来测试您的 Classify 函数。这个函数将测

试所有 5832 种边界情况。理想的输出结果可以通过调用 Solution.obj 来查看。  
 

// Program 4_2 tests the corner cases 

int32_t errors; 

void Program4_2(void){ 

  scenario_t result,truth; 

  int i,j,k;  
  int32_t left, right, center; // sensor readings  

  errors = 0; 

  for(i=0; i<18; i++){ 

    left = CornerCases[i]; 

    for(j=0; j<18; j++){ 

      center = CornerCases[j]; 

      for(k=0; k<18; k++){ 

        right = CornerCases[k]; 

        result = Classify(left,center,right); // yours  

        truth = Solution(left,center,right);  // correct  

        if(result != truth){ 

          errors++; 

        } 

      } 

    } 

  } 

  while(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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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疑难解答 

转换（convert）函数不能正常工作： 

• 使用 Program 4_1 找出无法转换的输入，写一个主函数调用您的转换函

数来测试这个输入值，并利用单步调试来比较函数内部的计算结果和理想

输出。 

• 如果仍有问题，我们建议您将计算过程分解成多个步骤（每一行 C 代码

只执行一次四则运算），这样您可以用单步调试来观察每一个计算步骤。 

归类（classify）函数不能正常工作： 

• 使用 Program 4_2 找到无法正常归类的输入，将您的输出与理想输出做

比较。利用图 2 和图 3来思考哪一种情景更符合这个输入。写一个主函

数并在其中调用您的归类函数来计算这个输入，使用单步调试找到您的函

数与理想结果之间的区别。 

• 如果仍有问题，请于您的老师或同学们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您有可能得到

解决问题的其他思路。 

4.6 请思考    

本环节中将列出一些问题，您可以在完成本实验后思考它们。这些问题是为了检验

您对于本实验中所涉及概念的理解。 

• 软件是如何处理图 3 所示的距离传感器的非线性响应的？ 

• 尽管所有距离值都是无符号的，但我们都用有符号数来表示它们。如果您

尝试使用无符号数来实现转换过程，您将看到一个编译器的 warning（代

码仍将正常工作）。为什么编译器会提示这个 warning？ 

• 测试一个程序往往比写程序本身更加困难。请列出本实验中所介绍的测试

方法。 

• 为什么我们允许 Convert 函数出现 ±1 的误差？ 

• 什么极端情况会导致机器人处于情境 7 中？ 

 

4.7 其他挑战 

本环节中将列出一些问题，供您在完成实验之后思考。这些问题是为了检验您对于

本实验中所涉及到的概念的理解。您可以扩展本系统或提出其他完全不同的观点。

例如： 

• 考虑使用 Program 4_3 来进行穷举测试，您可以在起步工程中找到这个

函数。这个测试可能需要花费 16个小时来完成。穷举测试方法有什么好

处？ 

• 使用两个距离传感器和一个前置碰撞开关来重新设计归类算法。  

• 使用四个距离传感器来重新设计归类算法。  

• 如果有五个距离传感器，您还可以计算机器人和左右墙壁之间的角度。 

• 如果没有已经正常工作的解决方案，请思考您可以如何测试 Classify 函

数。例如，假设您没办法看到源代码，有什么方式能够将全班同学的解决

方案结合到仪器？ 

4.8 接下来是哪些模块？ 

我们将利用接下来几个实验来创建控制机器人所需要的其它软件代码。输入/输出

是嵌入式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接下来的模块中我们将学习这个模块： 

模块 5)  开始搭建机器人，包括电池和电压转换   

模块 6)  学习如何控制微控制器的输入输出引脚 

模块 7)  学习利用有限状态机来控制机器人 

模块 8)  使用微控制器与真实开关及 LED 进行交互  

 这将允许更多输入输出设备加入系统，以处理更复杂的问题 

模块 9)  开发一个简单的 PWM输出程序，并调整占空比  

 
  



实验 4：使用 MSP432 进行软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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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您应该已经学会 

本环节中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模块中您应该已经学会的重要概念： 

• 利用函数进行软件抽象  

• 利用 AND 和 OR 来编写逻辑判断函数 

• 利用加减乘除进行四则运算 

• 利用 #define 语句来增强程序可读性 

• 利用 enum 和 typedef 

• 用 if 语句进行判断 

• 如何处理错误情况 

• 使用调试器进行单步调试并查看变量 

• 进行函数测试 

• 利用边界情况来缩短测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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