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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组项目进度安排表 

项目 工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1、规则、方案讨论 3 2016、7、25 2016、7、28 

2、方案初步设计 7 2016、7、27 2016、8、3 

机械：确定机械方案，验证可行性，方案设计及加工 5 2016、7、26 2016、7、30 

嵌入式软件：熟悉 RM战车编程及 M100附加机构编程 4 2016、7、26 2016、7、30 

嵌入式硬件;熟悉 TX1；准备硬件必备模块，搭建硬件环

境 

4 2016、7、26 2016、7、30 

算法：熟悉 Onboard SDK，进行初步视觉算法测试 5 2016、7、26 2016、7、31 

机械：装配及测试 2 2016、7、30 2016、8、1 

算法:迭代出第一版方案 2 2016、7、30 2016、8、1 

第一次方案联调验证 1 2016、8、1 2016、8、2 

2、方案优化及迭代 7 2016、8、2 2016、8、9 

机械:改进机构，结构优化 3 2016、8、2 2016、8、5 

嵌入式软件：实现战车全场定位及机构控制，M100 控制

算法完成 

3 2016、8、2 2016、8、5 

嵌入式硬件：画板，绘制 pcb，制板 2 2016、8、2 2016、8、4 

嵌入式：进行第一次调试 4 2016、8、4 2016、8、8 

算法：形成第一套算法方案 4 2016、8、1 2016、8、5 

嵌入式软件：调试战车，机械结构，M100 附加机构 4 2016、8、4 2016、8、8 

机械：出图加工，等待零件 2 2016、8、4 2016、8、6 

机械：第二次加工件拿到 7 2016、8、5 2016、8、12 

3、飞行测试 5 2016、8、8 2016、8、13 

嵌入式：调试优化，进行第一次调试 4 2016、8、8 2016、8、12 

硬件：优化电路 4 2016、8、8 2016、8、12 

算法：飞行调试，优化方案 4 2016、8、8 2016、8、12 

联调一 2 2016、8、12 2016、8、14 

3、飞行测试及程序优化 5 2016、8、13 2016、8、18 

机械：总装完成，调试 4 2016、8、13 2016、8、17 

嵌入式：调试优化，进行第二次调试 3 2016、8、14 2016、8、17 

算法：飞行调试，优化方案 3 2016、8、14 2016、8、17 

硬件：优化电路 2 2016、8、15 2016、8、17 

3、联调 3 2016、8、17 2016、8、20 

比赛 1 2016、8、21 2016、8、22 

 

二、项目概扩 

   本次项目共历时 4 周，每组 11 人，用 4 个星期的时间制作一部飞行器和一个地面机器

人，飞行器和地面机器人合作从指定区域拿取公仔或高尔夫球，投入目标区域的四种篮筐中，

在 10分钟的比赛时间内，通过组合不同的策略尽量获得最高的分数。 

 



三、各方向技术方案 

（1）机械方向 

RM summer camp 第十组机械方案技术报告 

1、 任务分析 

此次夏令营给出任务是空中 M100 与地面机器人配合完成抓取球和抓

取公仔，然后根据规则要求将球和公仔投入相应的区域来获得分数。根据

投入框内的分数计算最佳策略，然后进行总体方案设计，最后进行机械结

构的设计与后期的优化完善。 

2、 方案设计 

1) 任务划分 

根据投入不同区域会获得不同分数，我们通过难度分析与计算，最后

决定将公仔都投入四号区域，同时做图像检测。这样收益是较高的，而且

M100 不容易跑丢。 

基于上述理由，将 M100 和地面机器人各自的任务区分明确，在进行

相应的设计。具体任务，M100 将出发去小公仔抓取并投放，地面机器人

的任务是为 M100 抓取大公仔，并交给 M100，再由 M100 来完成投放的任

务。 

2) M100 抓取机构的设计 

因为 M100 要完成第一次抓取 6 个小公仔、重启是第二次抓取三个小

公仔，其余时间要跟地面机器人进行大公仔的交接。同时通过测量每个小

公子径向尺寸为 85-90mm，而四号区域框的大小为 300mm，所以在某个方

向上对六个小公仔的容错是很小的，而且 M100 在降落到 M100 上时不能

与地面机器人的装置干涉。考虑到以上要求设计 M100 的机械结构如图所

示。 

 



 

框下前后的横梁作用就是用来改变小公仔下落的速度方向，使其能够有最大的几率落入

四号区域的框内。 

手爪上有锯齿状的牙齿，这些牙齿是用来增大压强，保证抓取的牢固。 

1) 地面机器人的设计 

地面机器人要担任抓取大公仔的任务，需要在 8*8m 的场地跑动，所以需要一套定位的

系统，于是采用了正交码盘定位系统来保证地面机器人的位置，为了保证角度，我们网购了

一个已经做过数据融合的陀螺仪来保证角度的正确。在此基础上，有了位置和姿态的保证，

我们好需要的就是搭建一个停机坪，采用简单的框架结构，利用原始地面车的安装孔，加以

固定安装，搭建的停机坪如下图。 



 

手爪也是地面车设计的关键，手爪有抓取、反转、回退的动作。通过上述过程将两个大

公仔收入机器人体内，最后在 M100 落到停机坪上后，将大公仔交给飞机。为了保证稳定的

落到停机坪上，后期经过完善给地面车加上了漏斗，辅助 M100 降落，同时可以降低算法的

压力。 

 

（2）嵌入式硬件 

针对本次比赛，在车上和飞机上各有一块电路板，根据机械的需求，和嵌入的需求，爪

子采用尽量简单的方案，画了一块基于 Atmega328p单片机，可以使用 arduino 的 IDE开发

的具有两组限位开关接口和两个舵机，以及两个串口接口的电路板，车采用 stm32f103VET6

为主控，stm32f103c8t6 为辅助处理器的方案，使用 stm32f103c8t6 连接两个 AB 相的编码

器，同时使用软件 I2C连接 9DOF 的 IMU传感器模块 GY86，进行全场定位系统的开发，通过

SPI 总线返回全场定位坐标给主控。主控接口预留了 4 个舵机，1 个步进电机，5 个红外测

距模块，3 个限位开关，4 个串口，1 个 CAN 总线接口用来连接车的梯形板来驱动车底盘。

为了在单片机中跑 freeRTOS 操作系统，选择了大容量的 V系列单片机。 

 

一、飞机端爪子的电路板设计 

 



 

            单片机最小系统 

 

 

                                电源模块 

 

                      下载电路 

 

                       舵机接口，第二串口 



 

最终使用时，电源出了问题，2596在电路设计时，没有充分的考虑到舵机的堵转电流，

后舍弃了 2596 电源部分，买了成品的 24V转 5V，6A最大电流的隔离电源模块，单独为舵机

供电，实现了最初的设计功能。 

实物图如下： 

 



二、车的电路设计 

为了提高车的硬件可靠性，整车采用模块化硬件实现，采用双处理器的全排针引出的核

心板，电源采用两个 24V 转 5V 隔离电源成品模块，为主控板和舵机进行分别供电，手工绘

制了外设的底板，引出各个管脚，同时将电源模块插到底板上，步进电机采用 makeblock 配

套的驱动器，12V供电从梯形板引出。主控核心板如图: 

 



扩展板中引出了很多 IO 口，留作扩展备用， 

 

 

 

 

最终电机等接口用洞洞板焊接了一块接口板，从底板排针引出，直接插在底板上，尽量



减少了连线。 

 

 
 

（3）嵌入式软件 

今年夏令营其实更多的是怎么让飞机能在全场不丢，能时刻知道自己下一步干什么，现在处

于什么地方。在夏令营分好组后，我们组内进行了一次为期 2天的方案讨论。根据前期的规

则，我们制定了大体的方案是：车载航母的方案。在这个方案的前提下，移动机器人主要承

担的任务：按照一定的路径移动到对应的目标位置；抓取娃娃等待飞机降落在移动机器人上

面抓取公仔。 

嵌入式软件这块主要是负责移动机器人和飞机爪子任务。我们一开始选定的就是陀螺仪

+码盘的全场定位系统。分下来任务很简单主要是： 

1、 移动机器人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全局定位） 

2、 我要去哪里？ 

3、 怎么去？（路径规划） 

4、 我要做哪些事？ 

针对这些任务，我们画出了一个简单的流程图 





 

根据这些流程，和嵌入式硬件一起合作进行了简单的调试。第一大问题是：怎么去处理定位

数据，我们采用的是以块 mpu6050 的芯片作为角度矫正的传感器，一个正交的码盘作为全场

移动机器人的里程计。我们首先做的是把 mpu6050 和磁力进行了融合加上卡尔曼滤波做了

简单的融合，最后成功的输出我们需要的 Z轴角度。由于融合算法做的不是特别好，陀螺仪

在十分钟的时间里面漂移量特别大，为了能校准陀螺仪的角度偏差，我们加入了多个接触开

关与距离传感器进行校准。 

第二大问题是：怎么移动到目的地。我们的路径主要是有一段一段的直线路径主成，直线算

法主要是：陀螺仪角度进行角度 PID闭环控制，码盘的坐标值和陀螺仪的数据融合出来车的

姿态与目标点的坐标值进行距离闭环。由于底层电机运动特性差异特别大，在速度的控制上

加入了一个简单的速度滤波算法。 

第三大问题：程序是挂了 freertos 系统的，由于舵机和步进电机机械的延迟性，把程序分

成了 2 块：底盘移动，机械臂。分别开了一个线程，但是这个系统移植的时候有 bug，导致

系统就只能使用简单的任务切换，只要是基于队列实现的操作系统功能都不能使用。感觉蛋

疼，只有自己写操作系统线程之间数据的交互，使用了一个简单的软件锁来实现数据的发送

与接收。 

     飞机上面的嵌入式软件就比较简单了，只是控制 2个舵机和一个接触开关写成 ros 包

的接口，飞机和移动机器人通过蓝牙进行通信，并且移动机器人上加上了一个接触开关，能

实现保证通信的成功。 

 

（4）算法方向 

一、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全场定位控制系统 

用到的传感器：guidance 视觉里程计、IMU、超声波、摄像头 



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
全场定位控制系统

Guidance 视觉里
程计

Imu 超声波

摄像头

 

 

融合方案： 

Guidance + IMU：对飞机姿态初始位置修正 

Guidance + 超声波 + Imu + 摄像头： 直飞过程的稳定，以 Guidance + 超声波 + Imu 飞

行为主，图像处理的角度数据为辅 

摄像头：任务区悬停悬降的稳定保障降落精度高度 

摄像头 + Imu：用图像数据补偿 imu的 yaw角，保障飞机长时间飞行不会因 yaw 角导致飞

机丢失（飞机按 body坐标系给速度） 

 

主要策略： 

长段距离的飞行以 guidance 为主，视觉为辅 

任务区的精确飞行控制，以图像处理为主。并通过图像处理校准飞机位置，用以下一段长距

离飞行的初始点校准，以此消除 guidance 的累计误差。 

 

二、基于消息机制的状态机 

系统架构： 

由于飞行器的控制频率要求较高，而妙算性能较差，处理速度慢，多个进程同时运行时会严

重影响处理速度，难以做到精准控制。所以采用了基于消息机制的状态机。 

同一时刻只运行两个进程，飞机控制程序和图像处理程序。根据飞机的不同状态发送不同的

消息，使图像处理程序进入不同的状态。保证处理速度 

程序流程图： 



 

 

三、识别方案： 

全场的识别包括了：小车上的二维码，地面二维码，4 区篮筐和 4 区 LED 屏幕。通过魔改

apriltags 的源码实现了场地上所有矩形框的识别。由于 M100自带的 guidance 相机视野比

较广，并且识别方案中没有用到颜色信息，guidance 相机的精确度可以满足识别要求，因

此比赛全程都是通过 guidance相机来实现。 

 

小车二维码的识别： 

在本方案中，将二维码贴在移动小车上方，飞机通过识别二维码来确定飞机当前姿态和目标

姿态之间的相对位姿关系，进而实现飞机在小车上的精确降落，二维码的识别主要是通过

apriltags 的源码来实现。 



 

车上用于辅助降落的二维码 

 

地面二维码的识别 

地面二维码的识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图像预处理：腐蚀膨胀、高斯滤波来降低图像噪声； 

直线检测：检测图像中的所有直线； 

矩形框检测：将检测到的直线进行分类，方向一致的为一类，将分类得到的矩形框两两配对，

将互相垂直的直线配对成一对以组成候选矩形框； 

矩形框筛选：筛选矩形框的大小和边长比，筛掉一些误检测的矩形框； 

黑白比筛选：将矩形框分割成 14*14 个格点，对每个格点的灰度设定阈值，高于该阈值的为

白色，反之则为黑色，将格点进行计数，如果黑白比为 102：42则为最终检测到的地面二维

码。 

 

3）4区篮筐的识别： 

 篮筐的识别与上述二维码的识别步骤基本一致，通过大小与黑白比的筛选可以区分出篮

筐和其他矩形。 

 

 

定位和控制方案： 

全场的定位主要分为全局定位和相对定位： 

全局定位 

通过 guidance + 地面二维码矫正（可以详细说明） 

 

相对定位 



在 4区篮筐的定位主要是基于位置的视觉伺服，由上述的识别方法可以得到 4区篮筐中的 4

个顶点的精确的图像坐标，由于篮筐大小和相机模型已知，基于此可用 PNP算法解算出飞机

相对于篮筐的三维坐标；通过 imu 的 yaw 角作为先验条件，也可以估计出当前飞机的姿态。 

将参考坐标系设定为篮筐坐标系，通过标定得到飞机在目标点（即投公仔的时刻）时飞机相

对于篮筐的位姿，以此作为控制系统的设定值，当前时刻由相机检测到的篮筐计算得到的飞

机相对篮筐的位姿则为当前的系统反馈，通过 PID控制得到系统当前控制输入，即飞机的 x、

y、z方向的速度与角速度。 

用这种方法进行相对定位的优点在于可以得到飞机相对篮筐的精确位姿，即使飞机偏离既定

轨迹，只要篮筐出现在视野内，就可以通过伺服使飞机定位到目标位姿。另外，由于在各个

任务区上空超声波的数据都是不精确的，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到飞机当前竖直方向上的坐

标，基于此进行飞机的高度控制，比用超声波控高要稳定且精确。 

 

      

  Guidance 画面中看到一个完整篮筐和两个完整篮筐时的情况，当视野中出现多个

篮筐时，按照其在图像中的相对位置，返回顶点坐标在图像左侧的方框信息 

 

源码： 

Pubvel.cpp 

Apriltags 里的 example\apriltags_demo.cpp 、example\demo.cpp、src/TagDetection.cc、

src/TagDetector.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