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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接上電源吧。要做到這件事，你得用到 USB用戶端接頭。請依下列步驟操作：

Step 01  將 USB傳輸線的 micro 接頭那一端接上電路板。

Step 02  將另一端USB標準連頭接上個人電腦或是具備USB接頭的相容直流電源。

在標準型 USB連接器端使用直流電源時，請務必確認你選用的元件能夠承受一

定程度的電流。你需要是能在 5伏特下提供至少 1000 mA以上的電源。

當你為電路板接上電源後，板子上的 PWR電源指示 LED燈應該會亮起紅燈。

下方的圖片是 LED位置特寫，這樣你便知道要注意哪一個燈：

電源

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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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輸入剛剛在啟動 vncserver所建立的密碼，你應該會看到 Raspberry Pi

的圖形化介面了，如下圖所示：

你現在可以使用系統的所有功能了，不過當你在做高圖形運算的資料傳輸

時，運作速度會較慢。記住一件事：有很多方式能讓 vncserver在系統開機

時自動啟動。我並沒有這麼做；當我想要執行它時，我選擇從 SSH裝置輸入

vncserver指令。這會讓你正在執行的應用程式總數保持最少，另外更重要的

是，安全性風險也會降低不少。如果你想要在每次系統開機時也自動啟動它的

話，有一些網站會教你如何設定組態。例如：http://www.havetheknowhow.

com/Configure-the-server/Run-VNC-on-boo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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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你的系統已經開啟並成功運作了，接下來要讓 Raspberry Pi上

工了。大部分的狀況下，你得自行設計程式，或是修改他人已編

寫好的。本章將介紹檔案編輯與程式設計的入門知識。

即使製作硬體樂趣無窮（而且會花上大把時間設計與製作你的機器人），

沒有經過程式設計的機器人很難有所作為。本章會帶你認識有關檔案編

輯和程式設計的概念，讓你能夠輕鬆應付本書接下來要介紹的簡易小程

式。你也會學到如何修改現有程式，讓你的機器人做到更酷的事情。

本章包含下列主題：

 f 基本的 Linux指令以及瀏覽 Raspberry Pi的檔案系統。

 f 在 Raspberry Pi中新增、編輯與儲存檔案。

 f 在 Raspberry Pi中新增並執行 Python程式。

 f 一些 Raspberry Pi的基本程式設計結構。

 f 了解 C程式語言和 Python之間的相同與相異之處，這樣你便知道何

時應該轉換為 C語言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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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音與機器人互動遠比手動輸入指令來得有趣，且它讓你可以在沒有鍵盤與

滑鼠的情況下依然能與它溝通良好。另外，哪一個有自尊心的機器人會想要揹

著鍵盤到處走呢？當然不。你想要與你的機器人用自然的方式溝通，本章內容

便會教你怎麼做。語音介面也會讓你熟悉電路板的操作，學習如何使用免費的

功能，並且將自己融入開源開發者社群裡。本章內容包含了你在擁有視覺與移

動物品能力之前的一切所需功能。

本章將介紹以下內容：

 f 接上可以產生並輸出聲響的硬體設備
 f 用 Espeak讓你的作品可以用機器人語音做回應

 f 使用 PocketSphinx解讀指令

 f 提供指令解讀能力，並讓機器人能夠採取行動

在開始執行這項計畫之前，你需要一台有連接電源和 LAN連線的 Raspberry Pi

（可以參考第一章「Raspberry Pi 初次上手」）另外，本專題需要一個 USB麥

克風或是揚聲器轉接器。電路板本身有音源輸出但是沒有音源輸入。HDMI輸

出的確能支援音頻，但是大部在製作的機器人時，都不會連接有揚聲器功能的

HDMI螢幕。

你需要準備以下三種硬體設備：

 f 可以支援麥克風輸入與揚聲器輸出的 USB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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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輸入 sudo /sbin/ldconfig，系統就會注意到你的 PocketSphinx函式庫了。

所有東西都安裝完成之後，就可以開始測試語音辨識功能了。在 /home/pi/

pocketsphinx-0.8/src/programs目錄中輸入 cd來進行一個示範程序；接著輸入

pocketsphinx_continuous。這個程序會從麥克風輸入並轉換成為句子。在執行

指令之後，你會收到許多不相關的資訊，並看見如下圖所示的視窗畫面：

你看見的 INFO和Warning敘述來自 C或 C++程式碼，目的是用來除錯。

一開始我們會發出找不到 Mic和 Capture元件的警告，但當系統發現之後，則

會打出 READY....如果你已按照上述步驟設定完畢，你應該便準備好發出指令

了。請對麥克風說「哈囉」。當它感應到你的聲音已結束時，便會開始處理你的

語句，並再度給出許多不相關的資訊，但最後會給你如下圖所示的指令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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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設定是解析度 Resolution。如果你看見的是黑色畫面，請調降解析

度；這樣通常就能解決問題。這個視窗會告訴你現在使用的攝影機支援何種解

析度。同時，你也可以在 Frame Rate設定欄右邊的小框打勾來選擇顯示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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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請注意，如果你是使用 vncviewer，更新速率 (影像視窗的更新速率 )會比

直接使用 Raspberry Pi和顯示器來的慢很多。

成功安裝攝影機並設定好解析度之後，就可以開始下載和安裝 OpenCV了。

你可以在系統上接上多個網路攝影機。步驟都一樣，將攝影機插上 USB

集線器即可。在 /dev目錄中列出所有裝置。請用 guvcview來檢視不同

畫面。然而有個難題是如果連接太多攝影機的話，可能會造成 USB埠頻

寬無法負荷的狀況。

安裝一套全功能視覺程式庫：OpenCV
現在攝影機已經接好了，你可以開始執行一些開放原始碼函式庫提供的酷炫功

能。其中最受歡迎、可用於電腦畫面的就是 OpenCV。開始之前，你得先安裝

它。有幾個可能途徑；我會為你介紹我採用的方法。開啟系統和一個終端機視

窗後，請按順序輸入以下指令：

• sudo apt-get update－如果你很久沒有更新的話，在開始之前進行建議先進

行更新。系統更新有助於你之後下載軟體套件

•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我們在前一章已經做過此步驟。如果你

跳過了這個步驟，請現在執行，因為之後要用到它。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avformat－這個函式庫提供聲音與影像串流的編碼與

解碼的方法

• sudo apt-get install ffmpeg－這個函式庫提供聲音與影像串流的轉碼方法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cv2.3 libcvaux2.3 libhighgui2.3－這個指令顯示基本

OpenCV函式庫。請注意指令中的數字。此數字幾乎都會跟著新版本變動。

如果 2.3無法運作，請嘗試 2.4或上網查詢最新版本

•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opencv －這是 OpenCV所需的 Python開發套

件，因為你使用的是 Python因此會用到它。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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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增添一些硬體設備，尤其是一裝有輪胎或履帶的平臺來使機器人移動。

你需要一平臺用差動的方式來推進和駕駛機器人。簡單來說，你不是使用滾動

輪胎的方式，而是依靠變動兩顆馬達的速率和方向來控制輪胎或履帶。你有很

多選擇：有些已組裝完成，有些還需要組裝；或者，你可以選購零組件來組裝

自己的行動平臺。

在這本書裡，我假設你沒有打算自行焊接或進行其他機械加工，故可以考慮已

經組裝好或只要用簡單工具 (螺絲起子、老虎鉗等 )就能組裝的熱門選擇。最

簡單的行動平臺有著兩個分別控制輪子的直流馬達，並於車體前或後方有一個

小型滾珠輪。直流馬達非常容易操控；你只要調整直流電壓，馬達速度會跟著

變動。以下是由 SparkFun於 www.sparkfun.com販售的產品示意圖：

我的確需要自行組裝這個平臺，但步驟十分直接易懂。如果要找更多兩輪平

臺， 你 可 至 http://www.robotshop.com/2-wheeled-development-platforms-1.

html 或 是 dx.com/es/p/diy-disc-type-2-wheel-smart-car-model-body-black-

yellow-184395查詢。你也可以選擇裝有履帶的平臺。履帶平臺的摩擦力更

joanna_chiang
刪劃線

joanna_chiang
插入號
你需要添購一些硬體設備，尤其是一個輪型或履帶型平台來對你的專案賦予機動性。你所要使用的是那種藉由差速驅動方式讓車子推進與轉彎的那種平臺。這種方式是藉由你是調整兩個馬達的轉速與方向來帶動輪子或履帶，而不是擺動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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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幾章介紹了輪式和履帶式的機器

人行動方式，這樣就已經很酷

了，但如果你希望機器人能行走在不

平坦的路面上呢？現在，你要為機器

人加上腿部的行動能力。本章，將帶

你認識伺服馬達的基本原理，以及如

何使用 Raspberry Pi來控制足式移動

平臺的速率與方向。下圖是一完成品：

雖然你已學會如何利用輪胎與履帶讓

機器人動起來，這兩種方式只適用於

平坦、光滑的路面。機器人沒有辦法

行走在不平的地面，或者走上樓梯或

繞過突起的路緣。本章，你會學到如

何用機械與電力學的方式，將機器人

的腿連接到平臺上，使機器人能在更

多樣的環境中移動。能夠行走的機器

人耶！還有什麼比這更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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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特性是電池在任何時間可放出的電流大小。大多數電池都是以 C來做

為額定值，將額定 mAh數除以這個值的話，你就能算出可獲得的瞬間電流大

小。這個數值相當重要，因為我們需要用它來估算你的電子裝置所需的電力。

舉例來說，Raspberry Pi可能需要高達 500 mA，這時你就得確保所使用的電

池能夠提供這種強度的電流。

有了螢幕之後，就能在機器人平臺上顯示出各種成果。不需要額外寫程式，

Raspbian會自動發送訊號給 LCD螢幕，並讓它做為顯示器來開機。系統啟動

之後，它看起來會像下圖這樣：

現在你可以把 Raspberry Pi內部發生的事情秀出來了，在此之前必須選擇你想

要使用的無線網路連線。如果你只需要對裝置發送基本的控制訊號，並且你經

常都會離裝置很近的話，2.4GHz的無線鍵盤是最佳選擇。

下圖為一支標準的 2.4GHz無線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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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程式，並讓你得以存取它，這步驟可能需要一些時間。為了確保裝置安裝完

成，請檢查裝置與印表機的開始選項（如果你是用Windows 7）。你應該會看

到以下畫面：

Step 03  裝置安裝好之後，你就能執行 CD中的應用程式。在啟動時，你應會

看到下方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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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連接 ArduPilot至該軟體，並點擊右上角的 CONNECT按鈕。你應會看

到以下畫面：

我們不會詳細介紹如何用這套軟體來規劃自動飛航路線，www.ardupilot.com

網站上以經有許多相關文件。但注意在現在的設定中，你還沒有在 ArduPilot

裝上 GPS。

你要做的是將 Raspberry Pi連上四軸飛行器上的 ArduPilot，讓它可以控制四軸

飛行器的飛行狀況，它的作用如同 Mission Planner，不過更加低階，卻也更加

精準。如同使用 Mission Planner，你也是使用 USB來連接 ArduPilot。

要連接這兩個裝置，你需要修改 Arduino程式碼，再寫一些 Raspberry Pi程

式碼，然後只要將 Raspberry Pi的 USB介面接上 ArduPilot即可。你可以對

Arduino發出偏擺、俯仰與翻滾等指令來引導你的四軸飛行器飛至任何想要的

位置。Arduino會負責保持四軸飛行器的穩定。你可在下面連結中找到非常棒

的教學：

http://oweng.myweb.port.ac.uk/build-your-own-quadcopter-autopil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