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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面运动控制系统旨在实现使用按键控制平面上一点上下左右定位移动。实现的方法是以飞思
卡尔 MC9S08JM60 单片机作为核心， 通过 HYQD60-4220 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以丝杠导轨传动的
方式控制滑块移动。目前实现了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等运动方式，而且可以改变传
动速度和通过更改转速比来改变轨迹的倾斜角度。功能选择通过 4*4 矩阵键盘实现，选择的功能会在一块
lcd12864 液晶显示屏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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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lanar motion control system is designed to achieve using the buttons on the control
plane that moves up and down about positioning. MC9S08JM60 implemented method is based on Freescale
microcontroller as the core, through HYQD60-4220 stepper motor driver to drive a stepper motor
to drive the screw guide way control slider movement.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up, down,
left, right, upper left, lower left, upper right, lower right movement, etc., and can change the
transmission speed and the speed ratio is changed by changing the inclination angle of the
trajectory. Function selected by the 4 * 4 matrix keyboard implementation, the selected function
will be displayed on a lcd12864 L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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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丝杠导轨传动的平面运动控制系统。通过按键选择功能可以

实现平面上一点的上下左右定位移动。本产品使用 24v 直流电源供电， LM7805 稳压模块
提供稳压电源，选用飞思卡尔 MC9S08JM60 单片机，矩阵键盘模块、HYQD60-4220 步进电
机驱动器模块、滚珠丝杠导轨、lcd12864 液晶屏。随着各种行业领域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无
论是在工厂还是实验室等场合，对平面运动控制系统的需求都急剧增加，平面运动控制系统
可以对工件或样品的运动轨迹和放置位置进行更精确的控制。在节省人力的同时提高了工作
精度和工作效率。同时，其兼具良好的扩展性，与其他模块相结合后可以实现更加丰富、复
杂的功能。本项目旨在利用 MCU 实现对平面上一点的运动进行精确地控制和定位，并争取
在大学的一些实验室开始实际应用。

一 项目背景

在国外，运动控制已成为一个专门的产业，近年来，随着运动控制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
善，运动控制器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类产品，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产业领域接受，
一大批厂家正在不断开发这方面的技术，研制这方面的新产品，它已经达到一个引人瞩目的
市场规模。
我国在运动控制器产品开发方面相对落后，1999 年固高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成立，是
国内第一家专业开发、生产开放式运动控制器产品的公司。其后，国内又有其他的几家公司
涉足该领域。但实际上，大多是在国内推广国外生产的运动控制器产品，真正进行自主开发
的公司较少。所以，该项目的研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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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原理

本系统的运动核心是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其
主要特点是没有累积误差。纵观驱动电机功率小、控制系统必须非常稳定的二维平面运动控
制系统(见图 1),可采用的控制方式有两种,一类控制器只是驱动器,所有的控制命令由 PC 机
发出,称为微机直接控制方式;另一类控制器采用微控制器,通过微控制器与 PC 机的协调工
作,共同指挥执行机构,称为微控制器控制方式。对于以 PC 机为核心的微机直接控制方式,
可采用 PC 机已有的端口资源,特别是并行端口,实现步进电机的运动控制。对于微控制器控
制方式,可采用在 ISA 或 PCI 扩展槽上扩展运动控制卡的方式;也可以采用外接微控制器如单
片机或 DSP 的方式,通过 PC 机接口如并口、串口或 USB 口来连接 PC 机与微控制器。本作品
选择的是第二种方式，通过 Freescale HCS08JM60 单片机进行控制，使用 24V 直流电源对步
进电机驱动器供电，使用 LM7805 稳压模块输出 5V 电压对其他模块供电。首先，利用矩阵
键盘按键选择运动方式，发出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通过两轴独立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滚
珠丝杠导轨传动滑块，同时将对应的运动方式显示在 lcd12864 屏幕上。
此系统采用的是开环步进电机控制系统。其中，驱动步进电机需要一个驱动电路,驱动
电路接受两路信号:指示电机转向的方向信号和控制电机转动的控制脉冲信号。若方向信号
为高电平时,电机正转;否则为低电平时,电机反转。控制脉冲信号如图所示。

步进电机的驱动脉冲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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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tw 为脉冲周期,th 为高电平保持时间,设电机在脉冲的下降沿动作,为保证驱动电
路正常工作,需满足:th≥ ξ 。ξ 为步进电机正常工作的时间阈值。设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
为δ ,对运动速度 v 有:v= δ /tw。
平面运动控制系统的整个供电系统是由 24v 的开关电源，
带有 LM7805 模块的自制的 24v
转 5v 电路来分别实现步进电机驱动要求的 24v 供电，单片机及液晶屏要求的 5v 供电。

三 应用方向

该系统具有较高的开放性与移植性，根据其原理可应用于多种方向，如通用机床、数控
类机床、物流机械、包装机械、木工机械、汽车生产线、飞机生产线、电子产品生产线、印
刷机械、切割机械、焊接机械、多轴机械手、检测设备、广告喷绘机械以及其他有直线传动
和定位要求的设备。

四 传动系统刚度对定位误差的影响

滚珠丝杠传动系统的刚度 K 主要取决于滚珠丝杠本身的拉压刚度 Ks,丝杠两端支承轴承
的刚度 Kb 以及滚珠与螺纹滚道间的接触刚度 Kc。当移动部件处于不同位置时,刚度 K 是变
化的,刚度最小处为 Kmin,当滚珠丝杠在轴向工作载荷 F 作用下,Kmin 处的弹性变形量为最
大。通常,机械伺服系统的误差在空载下检验,空载时作用在滚珠丝杠上的最大轴向工作载荷
是导轨副中的静摩擦力 Fs(当导轨垂直放置时还应包括导轨移动部件的重力),当移动部件
在 Kmin 处起动和反向时,由于 Fs 方向的变化将产生反向误差 2Fs Kmin,它是影响移动部件
重复定位误差的主要因素,一般约占重复定位误差的 1 2～2 3,所以规定滚珠丝杠副的最大
轴向变形δ m=Fs Kmin=(1 3～1 4)为允许重复定位误差。因此,在设计滚珠丝杠传动系统时,
应合理确定系统的结构参数、丝杠两端支承轴承的型式以及轴承与滚珠丝杠副预紧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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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传动系统具有足够的刚度。

五 结束语

以步进电机、滚珠丝杠副与直线滚动导轨副为主体的二维传动装置,具有传动准确度高、
运动灵活性好、结构简单紧凑等优点,且调整方便。在自动化运动控制系统中,利用滚珠丝杠
与滚动导轨本身的功能,易于实现运动过程的自动循环与多参数综合测量,大大简化了系统
的设计和制造,有利于系统的模块化,并提高其工作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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