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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简要地介绍了智能车系统的基本构成，并对智能车控制系统进行建模，得

出一般的控制模型。然后，引入了基本的 PID 控制算法并进行改进，提出了积分分离式 PID
算法，给出了具体的代码实现和参数的整定方法。最后，在智能车的自动控制模型基础上，

分别对智能车的舵机和电机进行 PD 和 PID 控制，给出了具体的控制框图和代码实现，实现

了智能车的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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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智能车又叫视觉引导移动机器人，也是一种典型的高新技术综合体，具有重要的军用及

民用价值。智能车在野外、道路、现代物流业及柔性制造系统中都有广泛的运用，该研究已

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热点[1][2]。对于智能车系统来说，其自动控制算法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它直接决定了系统的性能。目前，人们所采用的自动控制方法大致分为三种：经典控制、现

代控制和智能控制。 
经典控制：为人们常用的控制方法，但是这种控制方法只能解决线性定常系统的控制问

题。经典控制方法是以传递函数为基础实现的。一般的工业生产过程较多属于线性定常系统，

故可以用经典控制方法来控制。经典控制方法最典型的就是 PID 控制方法。其调节品质取

决于 PID 控制器各个参数的整定。现代控制：可以解决时变系统的控制问题[3]。在时变系统

中，输入量和输出量的关系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故而现代控制理论在航空航天和军事上有

很大的作用。现代控制方法是以状态方程为基础实现。智能控制：为自动控制发展的高级阶

段，是人工智能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多种学科的高度综合与集成，是一门新的交叉前

沿学科。智能控制是一种无需人的干预就能够独立驱动智能机器实现其目标的智能控制。目

前，智能控制技术（如神经网络技术、模糊控制技术、遗传算法优化技术、专家控制系统和

基于规则的仿人智能控制技术等）已进入工程化和实用化的时代。 
由于 PID 控制算法在所有的控制算法中计算复杂度最低，不需要进行复杂的系统建模，

控制效果良好，简单实用，因此在控制领域运用得最为广泛。本文介绍了 PID 控制算法的

基本原理，并做了一些改进，得到积分分离式 PID。然后，对智能车控制系统进行建模，然

后运用上述算法分别对舵机和电机进行控制，实现了智能车的自动控制。 

2. 系统介绍 
智能车系统的总框图如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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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能车系统结构框图 
 

硬件电路至少应包括以下四部分： 
1）电源电路，为各个电路模块提供电源。 
2) 单片机。 
3) 传感器检测电路。 
4) 舵机以及后轮电机驱动电路。对智能车上的舵机和后轮电机进行驱动，控制智能车的方

向与速度。 
此外，还可以包括有车速、电池电压和舵机位置检测等电路，增加智能车运行参数检测

提高智能车控制性能，增加调试电路方便现场调试。 

3. PID 控制算法设计 

3.1 常规 PID 控制算法原理 
PID 控制器本身是一种基于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信息进行估计的简单控制

算法。 
常规 PID 控制器系统原理框图如图-2 所示： 
 
 
 
 
 
 

 
 

图-2 常规 PID 控制器系统原理框图 
 

系统主要由 PID 控制器和被控对象组成。PID 控制器是一种线性控制器，它根据给定值

r(t)与实际输出值 y(t)构成控制偏差，将偏差按比例、积分和微分通过线性组合构成控制量，

对被控对象进行控制，故称为 PID 控制器。其控制规律如下： 
 

         
 
式中，e(t)=r(t)—y(t)；Kp 为比例系数；TI 为积分时间常数；TD 为微分时间常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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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图中所示的三种校正环节对应的控制参数。 
设 P=Kp，I=TI，D=TD，PID 是比例、积分、微分的缩写。 
比例调节（P）的作用：是按比例反应系统的偏差，系统一旦出现了偏差，比例调节立

即产生调节作用用以减少偏差。比例作用大，可以加快调节，减少误差，但是过大的比例，

会使系统的稳定性下降，甚至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积分调节（I）的作用：是使系统消除稳态误差，提高无差度。因为有误差，积分调节

就进行，直至无差，一旦停止，积分调节输出一常值。积分作用的强弱取决于积分时间常数

TI，TI 越小，积分作用越强。反之 TI 大则积分作用弱，加入积分调节可使系统稳定性下降，

动态响应慢。积分作用常与另两种调节规律组合，组成 PI 调节器或 PID 调节器。 
微分调节（D）的作用：微分作用反映系统偏差信号的变化率，具有预见性，能预见偏

差变化的趋势，因此能产生超前的控制作用，在偏差还没有形成之前，已被微分调节作用消

除。因此，可以改善系统的动态特性。在微分时间选择合适的情况下，可以减少超调，减少

调节时间。微分作用对噪声干扰有放大作用，因此过强的加微分调节，对系统抗干扰不利。

此外，微分反应的是变化率，而当输入没有变化时，微分作用输出为零。微分作用不能单独

使用，需要与另外两种调节规律相结合，组成 PD 或 PID 控制器[4]。 

3.2 积分分离式 PID 算法 

PID 控制规律中，引入积分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静差，提高控制精度，但积分作用强了，

又会产生过大的超调，引起系统振荡，这是某些控制过程绝不允许的。改进后算法的基本思

想是：当被控量与设定值偏差大时，取消积分控制，以避免超调量过大；当被控量接近给定

值时，才将积分作用投入，以消除静差，提高控制精度。 
具体做法是：针对被控对象的参量，设定一个偏差的门限 e0，当过程控制中偏差 e(n)

的绝对值大于 e0 时，系统不投入积分控制，只用 PD 控制；当过程控制中偏差 e(n)的绝对

值小于 e0 时，系统投入积分控制，即采用 PID 控制。 

3.3 PID 算法在单片机中的实现 

设目标速度为 Pv;实际速度为 Sv。Ki=T/Ti;Kd=Td/T;(T 为采样速度中断时间，主要是确

定 Kp，Ti，Td) 
则：error=Pv-Sv 
    先设：error（k-1）=0；error（k-2）=0；P（k-1）=0. 
          Kp=Kp；KI=Kp*Ki；KD=Kp*Kd； 
    然后： 
         If (abs(error)>E0) 
{ 
P(k)=Kp*(error-error(k-1))+KD*(error-2*error(k-1)+error(k-2))+ 
P(k-1)； 
          else 
P(k)=Kp*(error-error(k-1))+KI*error+KD*(error-2*error(k-1)+ 
error(k-2))+P(k-1)；} 
error (k-2)=error(k-1)； 
      error (k-1)=error； 
           P(k-1)=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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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P(k)； 
通过 P(k)来调节 PWM 高电平的宽度。P（k-1）一开始不设成 0，应根据期望速度和测

量速度相等算出高电平宽度（即为 p（k-1）或者可以小一点）。 

3.4 Kp，Ti，Td 参数的整定方法 

 参数的整定方法很多，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5]： 
1）理论计算整定法。它主要是依据系统的数学模型，采用控制理论中的根轨迹法，频

率特性法等，经过理论计算确定调节器参数的数值。这种方法不仅计算频繁，而且过分依赖

数学模型，所得的计算数据未必可直接用，还必须通过工程实际进行调整和修改。因此，理

论计算整定法除了有理论指导意义外，工程实际中较少使用。 
2）工程整定法。它主要依靠工程经验，直接在控制系统中进行实验，且方法简单、易

于掌握，相当实用，从而在工程实际中被广泛采用。 
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方法，主要有临界比例度法、反应曲线法和衰减曲线法。 
下面介绍临界比例度法： 
这是一种闭环整定方法。由于该方法直接在闭环系统中运行，不需要测试过程的动态特

性，因而方法简单，使用方便，获得广泛的应用。具体步骤如下： 
1）先将控制器的积分时间 Ti 置于最大（对于本系统设计，即不加积分环节），微分时

间 Td 置零（即不加微分环节），比例带 Kp 置为较大的数值，使系统投入闭环运行。 
2）待系统运行稳定后，对设定值市价一个阶跃扰动，并减小 Kp，直到系统出现如图所

示的等幅振荡，即临界振荡过程。记下此时的 Kp（临界比例带，记为 Kp1）和等幅振荡周

期 Tk。 
 
 
 
 
 
 
 
 
 

 
 

图-3 系统的临界振荡 
 

  3）根据所记录的 Kp1 和 Tk，按下表给出的经验公式计算出调节器的 Kp、Ti 及 Td
参数。 

表-1 Kp、Ti 及 Td 参数 
 
 
 
 
 
 

 

整定参数 
 

调节规律 

 
Kp 
 

 
Ti 
 

 
Td 
 

P 2Kp1   
PI 2.2Kp1 0.85Tk  
PID 1.7Kp1 0.5Tk 0.125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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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临界比例度法的整定参数 
单片机 PID 控制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 Kp、Ti 及 Td 参数的计算。用理论计算 Kp、Ti、

Td 的值，需要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而智能车的数学模型是很难建立出来的，用工程整定

法获得参数的值也得需要一定的技术和时间。 
智能控制的一个重要分支—模糊控制算法，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它不需要被控对象具

体的数学模型，只依靠专家经验就能对被控对象进行很好的控制。 
而一些单片机上也有模糊指令，本身就可以处理一些模糊信息（得益于单片机技术和模

糊技术的发展），现在单片机的模糊控制也越来越普遍，所以本智能车的控制也可以通过选

取有模糊指令的单片机进行模糊控制。 

4. 智能车控制系统的具体实现 

4.1 智能车系统控制模型 
为了便于设计控制算法，可以将智能车与控制电路看作一个控制系统，道路为外部给定

控制量，控制电路通过控制智能车的转向和速度，使其能够跟随道路变化来运行。 
智能车控制系统一方面可以看作一个随动系统，使得智能车跟随道路变化而运行，另一

方面，智能车在直线或者 S 形线时，也可看作一个恒值调节系统，能够避免道路曲变而更加

平稳快速地运行。控制算法设计中，需要既能够满足跟随系统的动态特性，同时又能够满足

恒值调节的稳定性。 
控制智能车运行的参数主要包括前轮方向转角与后轮电机速度。 
1)驱动前轮转向的舵机转角是通过周期方波的高电平的时间参数控制的，该角度通过机

械杠杆传动改变智能车前轮转向。定义舵机转向传动比为 C，则 C 的计算公式为： 
 
 
 
 
2)后轮驱动电机的电压，该电压近似正比于智能车运行速度。 

4.2 舵机 PD 控制 

在智能车高速运行的时候，舵机的延迟环节可以等效成一个积分环节。该环节可以对道

路中的 S 形线以及路径检测中的干扰及量化噪声进行平均，保证了智能车运行的稳定性。因

此基于位置偏差反馈控制一般采用 PD 控制策略，而将误差积分环节去掉了。如图-4 所示： 
 
 
 
 
 
 
 

图-4 舵机位置控制模块 
 

在智能车建模中，智能车的水平偏移量范围为[-14 14]， 
所以在位置控制模块中，红外传感器检测出来的量在单片机中的表示是[-14 14]之间的

整数（也是水平偏移量），目标位置就是 0，但它们不是角度，也不可以直接用于舵机脉宽

目标位置 PD控制器 实际位置舵机K

红外传感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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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 
假设车轮所转的最大角度为 40°,则舵机输出的最大角度为 40/C°。那么当红外传感器

检测回来的值为 14 时，则舵机输出的转角应为 40/C°，由舵机的设计知，设置级联 PWM
周期常数为 60000，对应 PWM 周期为 20ms，PWM 占空比为 4500 对应输出为 1.5ms。0°
对应脉宽为 1.5ms，45°对应脉宽为 1.9ms，PWM 占空比为 5700。则 40/C°对应的 PWM
占空比为（16/45*C +1.5）*3000 

因为传感器间隔距离相等，所以度数平均分配。假设传回来的位置为 X，则 X 对应的

PWM 占空比为 16*3000*X/(45*C*14) +4500（无论 X 是正或负，公式都适合）。 
所以，位置控制模块中的 PD 控制器的输出值要乘以一个系数 K（K=16*3000/(45*C*14) 

+4500），然后才能直接控制舵机。 
舵机控制程序如下： 
Unsigned Int S; F;//存放传感器的值，从左到右；F 为过滤层。 
void Servo_motor(unsigned int S)  
{unsigned char X; 
 S=S&F; 
Switch(S){ 
 Case 1: X=14; break; 
Case 3: X=13; break; 
Case 2: X=12; break;  
Case 6: X=11; break; 
Case 4: X=10; break; 
Case 12: X=9; break; 
Case 8: X=8 ; break; 
Case 24: X=7 ;break; 
Case 16: X=6 ;break; 
Case 48: X=5; break; 
Case 32: X=4; break; 
Case 96: X=3; break; 
Case 64: X=2; break; 
Case 192: X=1; break; 
Case 128: X=0; break; 
Case 24576: X=-13; break; 
Case 8192: X=-12; break;  
Case 12288: X=-11; break; 
Case 4096: X=-10; break; 
Case 6144: X=-9; break; 
Case 2048: X=-8 ; break; 
Case 3072: X=-7 ;break; 
Case 1024: X=-6 ;break; 
Case 1536: X=-5; break; 
Case 512: X=-4; break; 
Case 768: X=-3; break; 
 Case 256: X=-2; break; 
Case 384: X=-1;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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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384: X=-1; break; 
 default:  X=X; break;} 
{F=S*4+S*2+S+S/2+S/4;}//建立过滤层 
if(X%2==0) 
{F=4*S/3 +S+ S/6 ;}    
PD 控制算法； 
} 

4.2 电机 PID 控制 

电机 PID 控制流程图如图-5 所示： 
 

 

 

 

 

 

图-5 速度控制模块 
 

由于检测的前瞻性，智能车在进入弯道之前就开始往内测偏转，内测偏移量与速度成反

比。则智能车进入弯道前速度越高，由于前瞻性引起的内测偏移量越小。进入弯道后，智能

车速度越小，由于舵机延时引起的过冲量越小，所以如果智能车能够在过弯道的时候，实现

进弯道减速、出弯道加速控制规律，就可以在保证弯道平稳前提下，提高智能车在直线和出

弯时的速度，从而提高整体的平均速度。 
目标速度的确定：由上面路径检测的程序，可以知道路径是直道、弯道还是 S 道，从而

给出一个目标速度，假设目标速度为 MV： 
直道时，MV 恒定，则智能车恒速前进。 
弯道时，MV 降低，可以实现进弯道自然减速。如果直道时目标速度设置的过高，进入

弯道时，为了防止过冲，可以采取刹车措施： 
if(abs(X)< m ) //m 应该由实验确定，取[0 14]之间的整数,假设 m=6。 
速度采取积分分离式 PID 控制； 
If(abs(X)>=6 )              //判断是否进入弯道； 
  { Switch(X){             //速度采取刹车控制，多点递减刹车； 
 Case 6: 
For(i=0;i<10;i++) 
{ 电机反转；}break； 
 Case 7: 
For(i=0;i<8;i++) 
{ 电机反转；}break； 
 Case 8: 
For(i=0;i<6;i++) 
{ 电机反转；}break； 
 Case 9: 

路径形状 目标速度 PID控制器 实际速度电机

霍尔传感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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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i=0;i<4;i++) 
{ 电机反转；}break； 
        Default:break;} 
        } 

出弯时，由于检测到是直道，则出弯时速度自然就提升了。 S 弯时，也可以实现顺利

过弯。通过递减刹车，可以实现直道速度更高，弯道顺利过弯。通过检测路径，改变目标设

定值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弯道时速度设定值过大，则智能车左右来回摆的剧烈（过冲），反

倒更会使车速慢下来（因为要经常刹车）。 

5. 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 PID 算法的基本原理、积分分离式 PID 算法及其在单片机实现中的伪

代码，后对 Kp，Ti，Td 参数的整定方法进行了介绍。然后对智能车系统进行建模得出其控

制模型，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智能车的舵机和电机进行 PD 和 PID 控制。在智能车的实际工作

过程中，改进的 PID 算法能够有效地避免超调，防止了控制系统的震荡，控制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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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consists of intelligent vehicle, and model the 
Intelligent vehicle control systems, come to the general control model. Then, the introduce the basic 
PID control algorithms and proposed the discrete PID integral algorithm, given a specific code and the 
way to adjust parameters. Finally, based on the model of intelligent vehicles control system, 
respectively, control the steering gear in PD and control the electrical motor in PID, given a specific 
realization of the control block diagram and the code to achieve automatic control of intelligent 
vehicles. 
Keywords: Intelligent vehicle ; sensor ; PI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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