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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針對108課綱中，強調整合與動手實作
的 STEM 教育，設計並實作一系列支援 micro:bit 微
型電腦的智慧輪型機器人(BitRacer、BitRacer Pro)，
以及相關的單元學習教材。除了有趣外，也能深入
學習數學、感測器校正、賽道位置估測、數位回授
控制、路徑規劃、迷宮演算法，甚至還有精準的位
置與速度控制等智慧輪型機器人的實作技術。
關鍵詞：micro:bit、自走車、線迷宮

代變遷的過程中，針對環境與科技發展的適應與競
爭力。
本論文因此希望針對 108 課綱中，關於程式寫
作與機器人技術的學習上，將 STEM 教育的概念，
藉由成本控制在新台幣 1880 元的專屬機器人教具
[6]與課程教材，一步一步引導同學們深入學習智慧
輪型機器人相關的實作技術，並符合 108 年課綱中
「做」、
「用」、
「想」的精神。

Abstract

本論文設計製作支援 micro:bit 與 MakeCode 環

A series of intelligent mobile robots (BitRacer and
BitRaer Pro) is devised in this paper to support robotic
education in 108 syllabus recently releas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5], for both element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se robots uses micro:bit[7] and MakeCode
as the main controller and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o basic I/O controller
experiments, students could also learn with fun in
STEM activities about 1) sensor calibration, 2) line
position estimation, 3) line following with digital
feedback controllers, 4) maze solving algorithms, 5)
shortest path planning, and even 6) precise digital
position and speed control techniques.

境[1]的智慧輪型機器人系列一共有兩款，1)以循線

Keywords：micro:bit、Robotrace、Line Maze

器的特性校正、2) 權重平均法的概念來預測賽道軌

1. 動機與現況
108 課綱[5]的修正，是近年來 12 年國教的大

為主的基本款 BitRacer，以及 2) 在前者的基礎上加
入慣性感測器與編碼器電路的進階版 BitRacer Pro 輪
型機器人。其中的進階版 BitRacer Pro 提供精確的
位置與速度控制，以及軌跡規劃與執行的運動能
力。
本論文所設計的課程單元，除了能夠支援基本
的聲音與燈光的互動之外，也能夠結合數學工具，
例如將 1) 正規化(Normalize)的概念用在周邊感測

跡的位置、也有 3) 數位回授的控制概念，以及 4)
線迷宮演算法等技術，與 STEM 教育的配合，能夠
更加深入智慧輪型機器人相關的實作技術。

事，也是臺灣第一次將 12 年國民教育的連貫發展。
除了國小階段重視的資訊教育外，國中的科技領域
更包括「資訊科技」及「生活科技」兩項，希望可
以培養學生擁有創造性思考、批判性思考、邏輯與
運算思維，以及問題解決等深層思考的科技素養。
高中階段的加深加廣階段，也引進了機器人的相關
課程。這與流行於美國包含電腦科學、科學
(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
學(Mathematics)等重要領域知識的跨學科 STEM 教
育[8]有著相同的目標，都是希望能提高下一代在時

2. 電路、機構設計與發展環境
2.1. 設計理念
本論文主要是使用 micro:bit 作為主控制器，基
本款的 BitRacer 搭配新唐 N76E003AT20 的單晶片
微控制器提供紅外線感測以及馬達的延伸控制功
能，而進階版的 BitRacer Pro 則改由意法半導體公
司的 STM32F030CCT6 單晶片微控制器來提供更多
功能，如此一來，本論文所做出來(如圖 1)的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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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機器人教育的學習平台，就可以使用網路上
許多開放以及免費的眾多資源。

圖 4 車體離地高度示意圖

2.4. 電路板設計
圖 1 中小學 STEM 機器人教育的學習平台

2.2. 硬體系統方塊圖
鋰電池充電IC
(TP4057)

之印刷電路板與車體(如圖 5 BitRacer 電路圖) (圖
6 電路板布局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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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BitRacer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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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BitRace 硬體方塊圖

2.3. 機構設計
本論文以 EduMouse[3]的機構(如圖 3)為原型，
將機構翻轉 180 度安裝，使自走車的車體電路板架
高約 1.8 公分(如圖 4)，方便安裝紅外線感測器
(TCRT5000)，並且電路板使用 1.6 毫米厚度，使其
更加堅固耐用。

圖 6 電路板布局完成圖
本論文使用一節 14500 鋰電池(3.7V~4.2V)作為
主要電源，分別供應給 RGB 燈、蜂鳴器、超音波測
距、馬達驅動電路，電池電源透過兩顆 LDO 將電壓
降為 3.3V，單顆可提供 250mA，分別供應紅外線感
測器與微控制器周邊電路。馬達驅動電路使用
(TB6612FNG)晶片來驅動馬達(如圖 7)，單一晶片能
夠控制兩組馬達正反轉，而且內部已有飛輪二極體，

圖 3 機構爆炸圖

防止電晶體被馬達的反電動勢擊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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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JavaScript 程式寫作環境
圖 11 為本論文製作的 BitRacer 擴展積木[2]，
圖 7 馬達驅動電路
考慮到使用者不能方便的取得鋰電池充電器，

使用者透過此積木可以快速的與微控制器進行通
訊來達到控制馬達、讀取紅外線、線位置等功能。

車體整合鋰電池充電電路，透過 Micro USB 即可幫
鋰電池充電，並且使用一顆 N-MOSFET 防止使用
者安裝電池裝反(如圖 8)，另外裝有四顆 RGB 燈
(WS2812B)與二顆 LED 提供給使用者控制。紅外線
感測元件採用五顆(TCRT5000)，為解決 micro:bit I/O
不夠的問題，馬達與紅外線感測元件是透過
N76E003AT20 利 用 I2C 介 面 來 控 制 。 而 進 階 版
BitRacer Pro 則是將微控制器換成 STM32F030CCT6
再 透過 I2C 介面來控制，並且加入慣性感測器與編碼
器電路，來達到更精密的控制。

圖 11 BitRacer 擴展積木

3. STEM 的學習單元設計
在接下來的學習單元中，將以基本款 BitRacer
與進階版 BitRacer Pro 兩者皆能使用為前提說明。

3.1. 感測器控制與讀值正規化
這一個單元課程的目標是讓學生們了解「如何
圖 8 充電與防反接電路

2.5. 發展環境

校正不同紅外線感測器間的輸出值」。假設場地上
的灰階值相同，感測器讀取到的數值也應該一致，

本論文所發展之「中小學 STEM 機器人教育的

實際上並不是如此，因為感測器受到電子元件製成

學習平台(如圖 1)」為了能用於中小學的課程，因此

的限制，即使型號相同，也無法確保每個特性都相

程式寫作環境將使用積木式(如圖 9 MakeCode[1])

同 ( 如 圖 12 正 規 化 前 數 值 ) ， 因 此 使 用 正 規 化

和文字式發展環境 (如圖 10)。

(Normalize)方式，
𝑦𝒊 = 𝑦𝑚𝑖𝑛 +

𝑦𝑚𝑎𝑥 −𝑦𝑚𝑖𝑛
𝐴𝐷𝑖,𝑚𝑎𝑥 −𝐴𝐷𝑖,𝑚𝑖𝑛

(𝐴𝐷𝑖 − 𝐴𝐷𝑖,𝑚𝑖𝑛 )

(1)

使特性不一致的感測器在相同情況時讀取到的數
值放大或縮小，使數值一致(如圖 13 正規化後數
值)。

圖 9 MakeCode 積木式程式寫作環境

2021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研討會，台北南港展覽中心，台灣台北，2021 年 8 月 17 日至 8 月 20 日。
2021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Robotics, August 17 – 20, 2021, Taipei Nangang Exhibition Center, Taipei, Taiwan, R.O.C.

3.3. 數位 PD 回授控制
這一個單元課程的目標是 1) 了解回授控制的
概念， 2) 在韌體程式中，實現一階數位比例-微分
(PD) 回授控制器，還有 3) 調整韌體程式中對應數
位比例-微分回授控制器的比例(P)與微分(D)增益
參數，達成讓 BitRacer 穩定而快速循線的目標。
在這一個單元課程中，關於數位 PD 循線控制

圖 12 正規化前數值

程式，可以用方程式(3)來進行說明，
𝑑𝑉[𝑛] = 𝐾𝑝 𝑒[𝑛] + 𝐾𝑑 (𝑒[𝑛] − 𝑒[𝑛 − 1])

(3)

其中𝑒[𝑛]代表賽道軌跡位置與循線中心命令的誤差
值，𝑒[𝑛 − 1]則為過去一次取樣時間的誤差數值，𝐾𝑝
和𝐾𝑑 分別為比例增益和微分增益，最後計算出的
𝑑𝑉[𝑛]為自走車左右輪的速度調整值。實際在使用
時還會加上前進 PWM 值(如圖 15)，讓自走車能夠
前進的同時並且循在賽道上。最後在積木程式當中

圖 13 正規化後數值

實現(如圖 16)。

3.2. 賽道位置估測

+

前進PWM

+

右邊馬達

這一個單元課程的目標是讓學生們了解「如何
利用紅外線數值計算出賽道位置」。在這裡使用了
五顆紅外線感測器透過權重平均法，來取得賽道上

循線中心命令

+

-

PD控制器

賽道軌跡位置

+

-

左邊馬達

圖 15 PD 循線控制迴路

軌跡的位置。
在方程式(2)中，𝐴𝐷 代表的是紅外線數值，
𝑝1 , 𝑝2 , 𝑝3 , 𝑝4 , 𝑝5 為我們給每一個紅外線感測器的所
在位置設一個座標數值，最後計算出的𝐿𝑝 也就是賽
道軌跡的位置(如圖 14 賽道軌跡位置示意圖)。
𝐿𝑝 =

𝐴𝐷1 𝑝1 +𝐴𝐷2 𝑝2 +𝐴𝐷3 𝑝3 +𝐴𝐷4 𝑝4 +𝐴𝐷5 𝑝5
𝐴𝐷1 +𝐴𝐷2 +𝐴𝐷3 +𝐴𝐷4 +𝐴𝐷5

(2)

最後在微控制器當中實現，使用者可以透過 I2C 通
訊取得計算後的軌跡位置。
圖 16 BitRacer 數位 PD 控制實作

3.4. 線迷宮與最短路徑
這一個單元課程的目標是 1) 了解搜尋「樹狀」
迷宮終點的方法，並且 2) 學會並寫出起點到終點
「最短路徑」的演算法。
線迷宮，顧名思義指的就是由線組合而成的迷
宮，是專為考驗循線自走車是否具備搜尋迷宮終
圖 14 賽道軌跡位置示意圖

點，並找出由起點到終點最短路徑的智慧。當然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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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在迷宮中直線以及叉路的辨識以及運動控制
能力。圖 17 就是一個樹狀線迷宮的實際例子。樹
狀是指迷宮中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繞回原點的「迴

4. 編碼器設計與精確的運動控制
4.1. 編碼器設計

路」，所以能夠以沿著一邊牆的方式找到終點，圖

在進階版 BitRacer Pro 的電路中使用的編碼器

18 就是一個具有迴路的迷宮，無法以沿著一邊牆

電路版，是將原先使用的光學式編碼器[3]，修改成

的方式找到終點，也是迷宮中的進階題目。

了使用霍爾效應感測器的磁式編碼器(如圖 20)，磁
式編碼器與光學式編碼器相比擁有更好的準確性，
且不易受到環境光以及紅外線感測器特性不同所
影響，穩定性也比較好，安裝時將電路板對折，分
別安裝在左右兩顆馬達機構上，圖 21 為磁式編碼

器機構爆炸圖。

圖 17 一個樹狀的線迷宮實例
圖 20 磁式編碼器電路板

圖 18 一個具備迴路的線迷宮實例
在這一個單元課程中，學生們必須先學會 1)
如何辨識路口的樣態、2) 依序記錄 BitRacer 在線

圖 21 使用磁式編碼器的機構爆炸圖

迷宮中利用左手優先法則，搜尋線迷宮的終點，在

霍爾效應感測器採用了兩顆(DRV5013)，配合

各路口所採取的「左轉(L)」
、
「右轉(R)」
、
「直行(S)」
，

軸向 16 極磁環，將兩顆霍爾效應感測器擺放角度

還有「迴轉(B)」的動作，以及 3) 根據記錄下來的

偏移 56.25 度(如圖 22)，讓旋轉時編碼器輸出之相

動作，利用規則找出起點到終點的最短路徑。圖 19

位波形能夠有 90 度的相位差(如圖 23)，根據時間

就是線迷宮可能遇到的幾種路口樣態。

單位的旋轉量可以計算出車子的速度與移動的距
離，來達到更精密的控制。

圖 19 八種線迷宮路口樣態

圖 22 霍爾效應感測器擺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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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磁式編碼器輸出之相位波型
圖 25 實際速度命令與速度回授

4.2. 精確的運動控制
在進行精確的運動控制之前首先要解決一個
問題，由於編碼器解析度低，如果直接拿來進行運
動控制，容易受到訊號解析度低的影響，使控制時
發生震盪現象，所以便採用參考文獻[3]中提出之感
測器融合技術，將編碼器計算出來的距離訊號和慣
性感測器(MPU6500)中的加速度計訊號融合，計算
出更為精確的機器人移動距離與速度估測訊號來
進行運動控制。
有了精確的機器人移動距離訊號，配合陀螺儀

圖 26 實際距離命令與距離回授

提供的機器人旋轉角度，就可以重新設計圖 15，如
圖 24 使用了三組 PD 控制器的循線控制器：

5. 實際運用與結論

1. 第一組 PD 控制器使用循線中心命令與賽道軌跡
位置來計算循線校正數值。

習平台 BitRacer (BitRacer Pro 版本包含編碼器)，

2. 第二組 PD 控制器使用循線校正數值積分後與陀
螺儀 Z 軸角度來控制車身角度。

來的距離來控制前進速度。

前進 20 公分時所記錄下來的數據。
-

積分

+

-

PD控制器

積分

+

-

PD控制器

軌跡估測，3) 數位 PD 回授控制，以及 4) 線

迷宮演算法等。因此非常適合作為中小學的學生
們，動手學習智慧輪型機器人的教材與教具。圖 27

+

+

右邊馬達

與圖 28 是 2020 年在新北市蘆洲國小，還有桃園市
中壢高中所辦理的

陀螺儀Z軸角度

前進速度命令

學習單元，其中包括，1) 感測器控制與讀值正規化，
2)

循線校正控制量

PD控制器
賽道軌跡位置

循線校正控制量

一般市面上同價位同等級的產品，非常適合推廣。
甚至能提供市面上同價格等級產品，所無法完成的

圖 25 與圖 26 為車子以 0.5 公尺每秒的速度，直線

+

整個車體機構與電子零件所需的材料成本，於新台
幣 800 元以內，但速度、穩定性、反應等表現遠超

3. 第三組 PD 控制器使用速度命令積分後與估測出

循線中心命令

本論文中設計之中小學 STEM 機器人教育的學

+

-

估測距離

圖 24 精確 PD 循線控制迴路

BitRacer 研習活動，相當受到

老師們的肯定與支持。
左邊馬達

2021 台灣智慧型機器人研討會，台北南港展覽中心，台灣台北，2021 年 8 月 17 日至 8 月 20 日。
2021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Robotics, August 17 – 20, 2021, Taipei Nangang Exhibition Center, Taipei, Taiwan, R.O.C.

期 2021/3/13。
[6] iMoto BitRacer 競 速 機 器 人 智 慧 車 ，
http://ipoemaker.com/0117031&loc=2.211.1.1,
檢視日期 2021/5/07。
[7] Micro:bit
Educational
Foundation,
https://microbit.org/, accessed on 2021/3/13.
[8] U.S. Department of Educaito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including
Computer Science, https://www.ed.gov/stem,
accessed on 2021/3/13。

圖 27 蘆洲國小研習活動

圖 28 中壢高中研習活動

5.1. 結論
本論文設計並實作兩款支援 108 課綱的 STEM
輪型機器人與相關的單元教材，除了因結合競速型
機器人競賽活動，如競速自走車與線迷宮鼠，而有
趣且具挑戰性外，也能在數學、感測器校正、賽道
位置估測、數位回授控制、路徑規劃、迷宮演算法
以及精確的運動控制等機器人實作技術上，深入地
介紹給有興趣的學生們，並開啟他們持續探索與挑
戰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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