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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适用于以下机型

 AI 智能车

重要提示

 本公司保留在事先不通知用户的情况下，根据产品的改进修改本手册内容的权利。

 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本手册中与实际产品有任何不符或疑问，请与本公司文档信息部

联系。

 在使用本控制器前请先详细阅读此手册，阅后请谨慎收藏，以便日后查询，图片仅供参

考，产品以实物为准。

 文中有 图标处是请您特别注意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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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安全使用指南

防止静电

静电可能会对本产品内部造成不可恢复损伤。

正确使用电源

本产品工作电压为 DC24V，请确保电源正确。

防潮

请确保设备放置在干燥的环境中。

轻放

本产品内有精密器件，请确保轻拿轻放。

防水防异物

禁止液体、金属碎片或其它不相关物质进入设备。

远离易爆危险物品

禁止放在易燃易爆环境，以免引起火灾、爆炸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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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设备功能介绍

本章内容包括：

 设备概况介绍

 设备独家特点

2.1设备概况介绍

AI 智能车是一款多合一智能车平台。主要功能有麦克纳姆轮控制全向运动、自动循迹、超

声波测距、高精度 1 自由度舵机云台、蜂鸣器报警、丰富外部接口。可以应用于各种智能车比

赛以及工业机器人的开发。 产品外观如下图所示：

图 2.1 产品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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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产品爆炸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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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设备独家特点

本公司 AI 智能车具有如下独家特点：

1、STM32 CORTEX-M4 内核，功能强大、稳定可靠。

主控芯片采用 STM32F429IGT6型号单片机，RAM-256K，ROM-1M，主频达到

180MHz。

2、外部传感器接口丰富

主板上集成了丰富的传感器接口。包含：9 路红外循迹模块、SR-04 超声波测距模

块、4 路电机控制模块、4 路舵机控制模块、电量检测模块、1 路 CAN 总线、2 路通信

模块。

3、灵活的接口设计，方便二次开发、尽享创意。

输出多通道通信接口，额外提供多种电源输出，可供多种设备连接。

4、高精度伺服电机，控制更加精准。

采用高精度三相无刷伺服电机，精度达到 0.05°，并且有效的解决了普通电机低转

速扭矩过低导致的精度不准。

5、大容量电池，续航无忧。

采用24V/5000mAh 优质锂电池组，正常运行时间大于5小时。

6、优质舵机

采用 SR-3505MG 舵机，全金属齿轮，速度快，扭力大，精确度高。

7、教程丰富

本产品出厂均配套整车教程、单个模块教程、通信等图文和视频教程，简单易懂，用户

能快速上手、节省开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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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设备硬件连接

本章内容包括：

 主板接口示意图及说明

 转接板接口示意图及说明

 外围模块实物图及连接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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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板接口示意图及说明

图 3.1 主板接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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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转接板接口示意图及说明

图 3.2 转接板实物正面图

图 3.3 转接板实物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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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转接板正面接口定义图

接口说明：

转接板正面所有接口开放给用户。具体接口定义参考图 3.4.

转接板背面接口用于与主板连接。

3.3 外围模块实物图及连接排线

图 3.5 循迹板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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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循迹板连接排线

图 3.7 电机连接排线

图 3.8 三相伺服电机实物图 图 3.9 超声波测距模块实物 图 3.10 超声波排线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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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原理图及说明

4.1 电源电路

智能车产品内部使用电源有：24V；7.4V；5V；3.3V。具体电源电路参考如图 4.1：

图 4.1 电路部分电路图

4.2 电机电路

电机采用三相无刷伺服电机。输入输出接口均采用芯片进行隔离，如图 4.2。输入脉冲

设计有 LED。亮度越大，频率越大，转速越快。另外还有 LED 显示电机状态，正常情况 LED

亮，电机故障时 LED 灭。

图 4.3 电机接口电路

图 4.2 电机控制隔离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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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AN总线电路

图 4.4 CAN 总线接口电路

4.4 舵机控制电路

图 4.5 云台舵机接口电路

4.5 超声波测距电路

设计兼容目前市面上 2 种常用超声波测距模块。根据模块可自行选择电阻阻值。（默

认配置触发模式）

图 4.6 超声波测距接口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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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循迹模块电路

采用通用红外检测 RT5000 传感器,传感器根据当前地面数据通过比较器对比参考电压

输出高低电平开关量，单片机读取开关量从而获取地面数据信息。参考电压通过可调电阻来

适应不同场地。

图 4.7 红外循迹输出电路 图 4.8 红外循迹接口电路

4.7 电量检测电路

单片机通过 AD 读取电池电量信息。当电池电量低于设定阈值时控制蜂鸣器报警。

图 4.8 电量检测电路

详细电路可参考配套文档。



AI 智能车

产品说明书

13

第 5章 软件使用和说明

5.1 测试程序下载和现象

1） 打开实验源码工程

图 5.1 工程路径图

2）编译工程、没有错误后如下图所示：

图 5.2 编程成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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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载程序，观察现象。

将 J/link 或 ST/link 排线连接至车体下载口。

图 5.3 编译器连接车体图

4）打开电源开关。

5）在 KEIL 软件点击如图所示按钮下载程序。

图 5.4 下载界面

现象：

将车体放在空旷地，会实现 前进》》后退》》左移》》右移》》左旋》》右旋》》前进循

环上述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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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程序说明

测试代码工程文件说明见表 5.2；

表 5.2

文件夹 文件 说明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 库文件
Application/User gpio.c GPIO 初始化、配置

Stm32f4xx_it.c 中断入口
Main.c 主函数
Stm32f4xx_hal_timebase_TIM.c 时基定时器配置
Stm32f4xx_hal_msp.c mcu support packages
Freertos.c Freertos 初始化
Tim.c 定时器初始化、配置
Spi.c SPI 初始化、配置
Usart.c Usart 初始化、配置
Adc.c ADC 初始化、配置
Dma.c DMA 初始化、配置
Can.c CAN 初始化、配置
Driver_uart.c Usart IDEL DMA 配置

Application/MDK-ARM startup_stm32f429xx.s 启动代码
Drivers/CMSIS system_stm32f4xx.c system
Middlewares/FreeRTOS Event_groups.c 事件标志组

Port.c 基于 cpu 的硬件接口
Heap_4.c FreeRTOS 内存管理方案
Timers.c 软件定时器
Tasks.c 所有任务相关函数
Crotine.c 协线程（协程）文件
Queue.c 队列处理
List.c 列表结构描述
Cmsis_os.c Cmsis 封装库

NRF NRF24l01.c NRF24l01 驱动
NRF_Handle.c NRF24l01 任务处理

Motor Pid.c 电机 PID 调节
nidec_motor.c 电机任务处理

Doc 操作说明.txt 操作说明
Utrasonic Utrasonic.c 超声波任务
Lamp Api_lamp.c 车灯任务
Battery Api_battery.c 电池电量任务
Tracking Api_adc.c 循迹任务
Beep Api_beep.c 蜂鸣器任务
Hmi Api_hmi.c HMI 驱动

Task_Hmi.c HMI 交互任务
Servo Servo.c 舵机
Can_Communication Can_Communication.c CAN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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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通信协议

本产品提供通信协议是基于 CAN 现场总线通信协议。此协议适用于测试程序、用户可根据

自己需求自行修改。

表 6.1 CAN 通信基本参数

表 6.2 通信协议基本格式

字节数 0 1 2 3 4 5 6 7

功能 功能 模式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字节 0

0x10 命令模式，作为控制功能

0x11 查询模式，作为查询功能

0x12 反馈模式，反馈给你

0x13 错误，错误帧(保留)

字节 1

0x10 速度模式，单独控制每个车轮的速度

0x11 运行模式，根据速度及方向和自旋速度自动计算车轮速度并控制

0x12 里程模式，根据给定的距离按照相应的速度和方向运转，达到设定距离则停止

0x13 循迹模式，小车根据循迹板回馈按照给定速度控制车轮转速来循迹

0x14 舵机控制模式，控制底层驱动板的舵机角度

0x15 清空码盘，

0x16 车灯控制

字节 2-7：数据

波特率 500K

帧类型 数据帧

数据帧格式 标准格式

数据流 8 位

默认 ID 0x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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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控制功能下速度模式（0x10,0x10,x,x,x,x,x,x）

表 6.3 通信协议数据流定义

位 7 6 5 4 3 2 1 0

2 字节 1 号轮速

度方向

1：负值

2：正值

2 号轮速

度方向

1：负值

2：正值

3 号轮

速度方

向

1：负值

2：正值

4 号轮

速度方

向

1：负值

2：正值

保留

3 字节 保留

4 字节 1 号车轮的速度绝对值（0--200）

5 字节 2 号车轮的速度绝对值（0--2000）

6 字节 3 号车轮的速度绝对值（0--2000）

7 字节 4 号车轮的速度绝对值（0--2000）

示例程序 1：

#define CAN_Mode_CMD 0x10

#define CTR_Mode_Motor_SPE 0x10

u8 canbuf[8];

canbuf[0] = CAN_Mode_CMD;

canbuf[1] = CTR_Mode_Motor_SPE;

canbuf[2] = 0; //车轮转速方向 这里都为正。

canbuf[3] = 0;

canbuf[4] = 100; //1 号车轮的速度绝对值 这里是 100。

canbuf[5] = 100; //1 号车轮的速度绝对值 这里是 100。

canbuf[6] = 100; //1 号车轮的速度绝对值 这里是 100。

canbuf[7] = 100; //1 号车轮的速度绝对值 这里是 100。

CAN1_Send_Msg((u8 * )canbuf,strlen(canbuf));//控制 1,2,3,4 轮速度为正向 100。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对通信协议中的一条指令给出详细解析，分解了其使用的过程。

其他指令请参阅配套资料《通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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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设备规格、配置参数

下表为其他文件、资料明细，如您需要请与我司文档信息部联系。

表 7.1

物理参数

车壳外型 370X300X120mm

整体外型 370X300X142mm

离地高度 22mm

轴距（前后） 243mm

轮距（左右） 260mm

轮径 76mm

迎接角 16°

离去角 21°

整备质量 7.5Kg

最大速度 60m/min

材质 钣金

最大载重 10Kg

控制模式 无线/CAN 总线/串口

控制板参数

CPU STM32F429IGT6

运行频率 180MHz

运行内存（RAM）容量 256KB

内部存储（ROM）容量 1MB

操作系统 Free_RTOS

电机接口 4 路（带保护）

舵机接口 4 路（其中 1 路控制云台）

超声波测距 1 路

用户 LED 3 路

用户按键 2 路

复位按键 1 路

巡线接口 1 路

用户串口 2 路

CAN 总线 1 路

外部 IO 4 路

HMI 接口 1 路

下载口 JLINK/STLINK

驱动系统

轮胎 麦克纳姆轮

驱动 全时四驱

运动模式 全向四驱

悬挂形式 四轮独立悬挂

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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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 三相无刷伺服驱动

减速比 1:16

额定电压 24V

最大功率 10W

最大扭矩 10Kg.cm

电池参数

电池类型 锂电池

最大电压 25.2V

最小电压 22.2V

额定电压 24V

电池电量 5000mAh

续航时间 >4 小时

充电电压 25.2V

充电电流 2000mA

充电时间 4 小时

循环次数 >1000 次

电气特性

待机电流 0.12A

额定电流 1.87A

满载电流 2.54A

额定功率 50W

云台参数

自由度 1

舵机型号 SR-3505MG

最大扭矩 15kgcm（6V）

工作电压 6-7.4V

反应速度 0.14sec/60 度

理论精度 0.09°

其他配置

超声波测距 前置 30-3000mm

车灯 /

显示屏 /

巡线装置 前置 9 通道红外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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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常见故障现象

表 8.1 常见故障

如果您参照上述方法仍然无法消除故障，或者您遇到的故障的情况不在上述之列，请您

与本公司技术支持联系。

现象 原因 采取措施

无法开机

电源线没有插好或开关处于关

闭状态

检查输入电源，电线是否插好，电源开

关是否打开。

电池电量过低 给电池充电。

串口连接失败

RS232 串口连接问题
检测 USB 转串口线缆是否插牢或接口

线序不正确。

USB 驱动问题
检测是否安装 USB 转串口线缆的设备

驱动。

CAN 通信失败
接口线序问题 请检测 CAN 总线线序是否正确。

CAN 通信协议问题 请检查 CAN 通信片协议及配置。

轮子转速异常

电机排线接触问题 请检查电机排线是否接触良好。

电机突然失速
请检查是否超过电机最大转速导致故

障，检查 Ready 指示灯状态。

循迹异常

循迹模块连接排线问题 检查循迹排线是否接触良好。

参考电压阈值问题
调节可调电阻使循迹模块能准确识别

地面信息。

超声波异常

超声波模块连接排线问题
检查超声波模块连接排线是否接触良

好。

超声波模块故障
上述步骤无法解决问题，更换模块再行

测试。

舵机云台异常

舵机连接排线问题 检查舵机排线是否接触良好。

舵机故障
上述步骤无法解决问题，更换模块再行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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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其他参考文档

下表为其他文件、资料明细，如您需要请与我司联系。

表 9.1 CAN 通信基本参数

文件类别 文件名称 文件说明

相关代码

Test01 测试程序 包含所有功能的测试程序，出厂默认配置

Demo01 循迹板程序 循迹模块单个功能演示程序

Demo02 电机控制程序 电机控制单个功能演示程序

Demo03 舵机控制程序 舵机控制单个功能演示程序

Demo04 电量检测程序 电量检测单个功能演示程序

Demo05 超声波测距程序 超声波测距单个功能演示程序

Demo06 CAN 通信程序 CAN 通信单个功能演示程序

相关原理图

S01 主板电路图 主控板原理图

S02 循迹板原理图 循迹模块原理图

S03 转接板原理图 转接板原理图

相关文档

W01 AI 智能车
智能车产品说明书 AI 智能车产品说明书

W02 安装说明 车体安装指导说明

W03 软件、驱动安装说明 相关软件、驱动安装

W04 输出接口说明 车体外部接口定义说明

W05 CAN 通信协议 CAN 通信协议解析

W06 车体参数配置表 车体参数配置表

W07 车体程序说明 车体测试出厂程序解析说明

W08 配件清单 配件清单

相关软件

S01 KEIL MDK 开发包 单片机开发工具

S02 USB 转串口驱动 常见 USB 转串口驱动

S03 串口调试助手 常用串口调试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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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凌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产业园 C1 栋 12 楼

联系方式：0551-65837778

www.flytek.com.cn


	目    录
	第1章 安全使用指南
	第2章设备功能介绍
	2.1设备概况介绍
	2.2设备独家特点

	第3章 设备硬件连接
	3.1 主板接口示意图及说明
	3.2 转接板接口示意图及说明
	3.3 外围模块实物图及连接排线

	第4章原理图及说明
	4.1 电源电路
	4.2 电机电路
	4.3  CAN总线电路
	4.4  舵机控制电路
	4.5 超声波测距电路
	4.6 循迹模块电路
	4.7 电量检测电路

	第5章软件使用和说明
	5.1 测试程序下载和现象
	5.2 程序说明

	第6章通信协议
	第7章设备规格、配置参数
	第8章常见故障现象
	第9章 其他参考文档
	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