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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体现智能家居的理念ꎬ同时给居住在高密度住宅区的居民提供更便利舒适的居住

环境ꎬ设计了一种可移动智能垃圾桶ꎬ由移动机器人平台搭载垃圾桶对楼层内的不同住户产生

的生活垃圾进行收集ꎬ并提出了垃圾桶定位以及满溢的检测方法ꎮ 采用基于 ＳＴＭ３２ 的硬件架

构搭建移动机器人控制系统平台ꎬ采用 ＷｉＦｉ 模块实现移动平台的室内定位ꎬ同时利用智能手

机与智能垃圾桶间的 ＷｉＦｉ 通信系统实现对垃圾桶行走的控制ꎬ通过红外检测系统实现垃圾桶

盖的智能开合以及判断桶内垃圾是否满溢ꎮ 样机试用表明ꎬ该设计功能性强ꎬ定位准确ꎬ垃圾

满溢检测的实时性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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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ꎬ机器人的应用在各行各

业迅速展开ꎬ生活中机器人的应用也正在悄然兴起ꎬ如自

动清洁机器人等ꎬ但其应用还不成熟多见[１] ꎮ 目前ꎬ移动

机器人的技术以及室内定位技术发展较快并相对成熟ꎬ广
泛应用于各种领域ꎮ 随着手机的普及ꎬ智能时代正在到

来ꎬ用手机 ＡＰＰ 来进行控制也非常方便和简单ꎮ 据文献

及专利调查ꎬ目前国内市面上的智能垃圾桶大多只有简单

的自动开合盖子、自动套袋等功能ꎬ具有可移动及垃圾满

溢检测的智能垃圾桶并不常见ꎮ
本文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ꎬ提供一种智能

垃圾桶定位及检测技术ꎮ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１)移动平

台的室内定位ꎮ 室内定位技术是机器人控制技术研究方

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ꎬ到目前为止ꎬ室内定位技术主

要有相对定位以及无线定位两大类ꎮ 相对定位技术主要

原理是在测量移动平台相对于初始位置的方位及距离后ꎬ
再由初始位置以及测量信息确定机器人的当前位置ꎮ 常

用的传感器包括光电编码器、里程计及惯导系统(如速度

陀螺、加速度计等)ꎮ 无线定位技术目前主要有 ３ 种定位

技术:ＺｉｇＢｅｅ 定位技术、ＷｉＦｉ 定位技术、 ＵＷＢ 定位技

术[２－３] ꎮ 考虑到与手机的通信ꎬ本文的设计优选 ＷｉＦｉ 定
位技术ꎮ ２)路径规划ꎮ 依托于 ＣＣＤ 相机ꎬ激光测距传感

器等ꎬ基于 ＳＬＡＭ 算法构建室内地图可较好地实现路径规

划[４] ꎮ ３)垃圾桶满溢检测ꎮ 市面上智能垃圾桶仅具有自

动开合的功能ꎬ结构单一ꎬ普及率不高ꎮ 本文设计的智能

垃圾桶在涵盖传统垃圾桶所具备功能的同时ꎬ采用红外检

测技术实现垃圾桶满溢检测的功能ꎮ

１　 总体设计方案

本文机器人移动平台以一台三轮式双排全向轮底为

基础ꎬ系统利用陀螺仪以及直流电机的差速转动实现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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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ꎮ 采用三轮速度的不同组合方式完成二维平面内任一

方向的移动ꎬ利用激光测距传感器进行测距ꎬ实时处理分

析已收集到的数据信息ꎬ进而实现避障功能ꎬ很好地解决

了机器人的路径规划问题[５－６] ꎮ 针对机器人定位问题ꎬ本
文采用 ＷｉＦｉ 定位技术ꎮ 由于周围环境对机器人定位算法

有一定的影响ꎬ通过分析几种常见的距离判断算法ꎬ经过

实验ꎬ为机器人规划出一块确定的运动与识别区域ꎬ实现

了机器人的定位功能ꎮ 针对垃圾桶满溢检测及桶盖智能

开合问题ꎬ本文采用红外检测技术ꎬ在内桶顶部搭载一对

射式红外传感器ꎬ若检测到垃圾满溢则通过 ＷｉＦｉ 通信向

用户发出信号ꎮ 在外桶盖顶部搭载一反射式红外传感器ꎬ
当有物体经过垃圾桶ꎬ垃圾桶盖打开ꎬ经一段时间的延时ꎬ
自动闭合ꎮ 具体方案以及主要机械结构和实物如图 １、图
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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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整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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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智能垃圾桶主要结构

２　 移动底盘的定位及控制

２.１　 移动底盘的定位

本设计中移动底盘的定位采用 ＷｉＦｉ 室内定位技术ꎮ
该技术根据定位过程中采用不同的硬件方法分为 ＡＯＡ、
ＴＯＡ、ＴＤＯＡ、ＲＳＳＩ 定位ꎮ 本文采用最常用的 ＲＳＳＩ(基于信

号强度的)定位技术ꎬ测得定位环境中无线 ＡＰ 节点的信

号场强度值后ꎬ根据该信号强度值ꎬ再基于已有的理论和

经验建立距离与信号强度值的关系方程ꎬ由此根据信号强

度值计算发射端和接收端之间距离ꎬ从而得到定位端的具

体坐标值ꎮ 因为 ＷｉＦｉ 信号收发两端存在一定误差ꎬ所以

通过引入随机变量 ｘεꎬ将随机误差的影响尽量降到最

低[７] ꎮ 基于路径损耗的对数衰减模型如下式所示:

ＲＳＳＩ＝ＲＳＳＩ０－１０γｌｇ
ｄ
ｄ０

( ) ＋ｘε

ＲＳＳＩ 是接收端在距离 ｄ 处获取到的无线 ＡＰ 节点的

信号强度ꎬ单位是 ｄＢｍꎻＲＳＳＩ０是常值ꎬ其大小取决于在参

考距离 ｄ０处测量得到的无线 ＡＰ 点的信号强度ꎻｄ 为参考

距离ꎬ一般选取为 １ｍꎻ γ 是路径损耗指数ꎻｘε是一个随机

数ꎬ主要受信道噪声和阴影的影响ꎮ
假设定位端可以接收到 Ａ、Ｂ、Ｃ ３ 个无线 ＡＰ 节点的

信号ꎬ且 ３ 个圆两两相交ꎬ即可通过三角质心算法确定定

位端的坐标值[８] ꎮ 三角质心算法模型如图 ３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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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三角质心算法模型

图 ３ 中圆 Ａ、圆 Ｂ 交点 Ｐ１的求解过程如下:
(ｘｐ１－ｘ１) ２＋(ｙｐ１－ｙ１) ２ ＝ｄ２

１

(ｘｐ２－ｘ２) ２＋(ｙｐ２－ｙ２) ２ ＝ｄ２
２

(ｘｐ３－ｘ３) ２＋(ｙｐ３－ｙ３) ２≤ｄ２
３

ì

î

í

ïï

ïï

上述方程组的解即为 Ｐ１的坐标ꎬ同理可求 Ｐ２、Ｐ３ꎻ定
位端坐标即为:

ｘ＝
ｘβ１＋ｘβ２＋ｘβ３

３
ꎬｙ＝

ｙβ１＋ｙβ２＋ｙβ３
３

２.２　 移动底盘的控制

底盘运动由 ＳＴ 的 ３２ 位微控制器 ＳＴＭ３２Ｆ４０７ＺＧＴ６ 进

行控制ꎮ 该单片机板搭载 １１２ 个可编程 ＩＯ 口以及大量的

片上外设ꎬ并含有 ＡＴＫ－ＲＭ０４ＷｉＦｉ 模块ꎬ该 ＷｉＦｉ 模块支

持 ＲＳ２３２ 串口、 ＬＶＴＴＬ 串口ꎬ 支持电压工作范围为

ＤＣ６ Ｖ~１６ Ｖꎬ支持串口转以太网、串口转 ＷＩＦＩ ＳＴＡ、串口

转 ＷＩＦＩ ＡＰ 等连接形式ꎮ 同时ꎬ ＡＴＫ－ＲＭ０４ 兼路由器功

能ꎬ完全可以当成一个路由器使用ꎬ因而更方便用户移动

设备与底盘控制系统之间的实时通信ꎮ
移动底盘结构如图 ４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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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移动底盘模型

对底盘的移动进行运动学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公式:
ｖＡ ＝ －ｖｘ＋ωｒ

ｖＢ ＝
１
２
ｖｘ－

　 ３
２
ｖｙ＋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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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Ｃ ＝
１
２
ｖｘ＋

　 ３
２
ｖｙ＋ωｒ

其中:ｖＡ、ｖＢ、ｖＣ分别是 ３ 台电机的转速ꎻｖｘ、ｖｙ分别是以底

盘中心为坐标原点建立的正交坐标系沿 ｘ、ｙ 方向的速度

分量ꎻω 为角速度ꎻｒ 为全向轮半径ꎮ
根据以上原理ꎬ设置入口参数为 ｘ、ｙ、ｚ 轴速度ꎬ通过 Ｃ

语言编程解算求出 ３ 台电机的转速ꎬ传入位置 ＰＩＤ 控制

器ꎬ通过不断与目标点之间的矫正ꎬ最终到达目标点ꎮ

３　 垃圾桶红外检测系统设计

文中设计的垃圾桶内桶与外桶分离ꎬ利用电磁耦合技

术连接上盖座和外桶ꎬ极大地方便了内桶的取出ꎻ上盖座

搭载一桶盖开合检测装置ꎬ当用户距离垃圾桶盖上部 １５~
２０ ｃｍ 时检测装置收到信号ꎬ主控板向 １８０° 舵机发送

１.５ ｍｓ的脉宽ꎬ上盖打开ꎻ ５ ｓ 后自动关闭ꎮ 该检测装置采

用红外发光二极管ꎬ应用红外反射光强法检测桶盖上部是

否有物体靠近ꎮ 具体方式为红外管不断发射调制后的信

号ꎬ光敏管接收调制的红外信号ꎬ原理如图 ５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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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红外发射接收原理

反射光强度的输出信号电压 Ｖｏｕｔ 是反射面与传感器

之间距离的函数ꎬ设定输出电压达到某一阈值时舵机工

作ꎬ带动桶盖打开ꎬ经 ５ ｓ 延时后桶盖自动闭合ꎮ
在内桶顶端置有一对射式红外传感器ꎬ常态下光敏管

可接收到红外信号ꎬ当垃圾满溢时ꎬ红外光被阻断ꎬ光敏管

接收不到信号ꎬ此时通过 ＷｉＦｉ 通信提示用户“垃圾已装

满”ꎮ 红外检测程序框图如图 ６ 所示ꎮ

４　 结语

本文采用的 ＷｉＦｉ 定位、ＷｉＦｉ 通信、红外检测技术ꎬ很
好地解决了智能垃圾桶的遥控定位及检测问题ꎬ提高了垃

圾桶的定位精度以及垃圾桶满溢检测的实时性ꎮ 在智能

家居以及互联网＋的环境下ꎬ本文提出的定位及检测技术

将大大促进智能垃圾桶的发展ꎮ 随着本技术的普及ꎬ智能

垃圾桶将更加深入居民日常生活ꎬ彻底改变人们的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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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红外检测程序框图

护理念ꎬ用户可通过手机等搭载 ＷｉＦｉ 模块的上位机对智

能垃圾桶进行传呼ꎬ随手将手边垃圾丢入垃圾桶ꎬ这将极

大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整洁度、舒适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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