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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应用于仓库的智能灭火

小车及灭火方法，本发明通过无线网络与配套的

烟雾、火焰传感器相连，从而快速定位起火点；光

电管阵列和超声波传感器让灭火小车快速直接

到达目的地并避开障碍物；直线滑台和二维转向

以使灭火器喷嘴的方向任意调整；灭火器根据使

用场所需要更换不同的类型。本发明可以自动循

迹、避障、火情传送、定位火源并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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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于仓库的智能灭火小车，其特征在于：包括步进电机、滚珠丝杆、直线导轨、

LM滑块、二维转向台、第一转向舵机、第二转向舵机、UVC摄像头、红外传感器、灭火器喷嘴、

灭火器、角行程执行器、灭火器连接软管、不锈钢底板、第一超声波距离传感器、第二超声波

距离传感器、锂电池组、中心控制器、无线通信模块、光电管阵列、第一直流驱动电机、第二

直流驱动电机、第三直流驱动电机、第四直流驱动电机、第一履带、第二履带、第三履带、第

四履带、第一主动轮、第二主动轮、第三主动轮、第四主动轮、第一前置从动轮组、第二前置

从动轮组、第一后置从动轮组、第二后置从动轮组、第一前置侧板、第二前置侧板、第一后置

侧板、第二后置侧板和固定板；

所述的第一前置侧板、第二前置侧板、第一后置侧板、第二后置侧板通过螺丝固定于不

锈钢底板上；第一直流驱动电机固定于第一前置侧板上，其轴承与第一主动轮相连；第一前

置从动轮组安装于第一前置侧板上；第一履带环绕于第一主动轮和第一前置从动轮组，第

一主动轮与第一履带咬合；第二直流驱动电机固定于第二前置侧板上，其轴承与第二主动

轮相连；第二前置从动轮组安装于第二前置侧板上；第二履带环绕于第二主动轮和第二前

置从动轮组，第二主动轮与第二履带咬合；第三直流驱动电机固定于第一后置侧板上，其轴

承与第三主动轮相连；第一后置从动轮组安装于第一后置侧板上；第三履带环绕于第三主

动轮和第一后置从动轮组，第三主动轮与第三履带咬合；第四直流驱动电机固定于第二后

置侧板上，其轴承与第四主动轮相连；第二后置从动轮组安装于第二后置侧板上；第四履带

环绕于第四主动轮和第二后置从动轮组，第四主动轮与第四履带咬合；

所述的步进电机、滚珠丝杆、直线导轨、LM滑块构成的垂直升降模块通过固定板与不锈

钢底板固定；当步进电机转动时，通过联轴器带动滚珠丝杆转动，LM滑块在直线导轨上实现

升降；第一转向舵机、第二转向舵机安装在二维转向台中，共同构成了转向模块；二维转向

台通过螺丝固定于LM滑块上；第一转向舵机角度发生变化时，二维转向台在水平面上转动，

第二转向舵机角度发生变化时，二维转向台在竖直平面转动；UVC摄像头固定于二维转向台

上，通过USB线缆与无线通信模块连接；红外传感器固定于二维转向台上，通过线缆与中心

控制器相连；

所述的第一超声波距离传感器安装于不锈钢底板前端，第二超声波距离传感器安装于

不锈钢底板后端；第一超声波距离传感器、第二超声波距离传感器通过线缆与中心控制器

相连，计算出小车前后距离障碍物的距离从而调整行车路线；光电管阵列悬挂安装于不锈

钢底板前端，通过扫描地面上的循迹标志确定前进方向和所在方位；

所述的灭火器可拆卸固定于不锈钢底板上，角行程执行器安装于灭火器的阀门上，与

中心控制器相连，中心控制器发出控制信号使得角行程执行器的悬臂转动压下灭火器手

柄，开启灭火器；

所述的锂电池组安装不锈钢底板上为全车提供电力来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仓库的智能灭火小车的灭火方法,其特征在于，该

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一种基于STM32F429平台的自动智能灭火小车的无线通信模块接收到含坐标位置的火

警信息后，发送警报消息给中心控制器，中心控制器启动第一直流驱动电机、第二直流驱动

电机、第三直流驱动电机、第四直流驱动电机带动小车行进；光电管阵列读取地面粘贴的黑

色轨迹信息并反馈给中央控制器来计算行进方向和小车所处坐标；第一超声波距离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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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超声波距离传感器发射超声波并接受反射波，由中心控制器计算前后障碍物和小车

的距离，如果发现前方有障碍物，由中心控制器根据存储在SD卡中的地图进行计算，切换另

外的路线；小车距离起火点5米以内时，中心控制器对步进电机发出控制信号使其顺时针、

逆时针交替旋转，使得LM滑块上下移动；中心控制器同时控制第一转向舵机、第二转向舵机

进行90度角摆动；在步进电机、第一转向舵机、第二转向舵机的三维控制下，安装在二维转

向台上的红外传感器对周围环境进行大范围的扫描，当红外强度达到极大值时说明小车距

离火焰最近，此时中心控制器控制角行程执行器压下灭火器的手柄，灭火介质通过灭火器

连接软管到达灭火器喷嘴喷向火焰；全过程中UVC摄像头拍下现场视频，通过USB线缆将画

面传输到无线通信模块；无线通信模块通过WiFi将火场视频传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应用于仓库的智能灭火小车的灭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光电管阵列工作过程：

光电管阵列由24组光电对管组成，每组光电对管含有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管；当地

面具有发射特性时，发射管发射的红外线被接收管接收，当地面贴有黑色标记时，接收管收

到的反射光弱，通过单片机的ADC采集判断某光电管下方是否有黑色标记；24个管子的组合

判断出黑色标记的位置和宽度；供循迹的黑色标记分为三条轨道；定位轨为小车提供准确

的行进方向，当定位轨道偏离小车中心位置过多时，中心控制器控制小车两边电机的转速

从而修正方向；时钟轨是等间距的断续交替的黑色标记，数据轨用于传送二进制信息；当光

电管阵列检测到时钟轨有黑色标记时，会监测并判断数据轨的信息；如果此时数据轨有黑

色标记，记为1，否则记为0；当没有检测到时钟轨有标记时，中心控制器不会去采集数据轨

的标记；当小车行进时，小车采集轨道上的二进制信息。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7042006 B

3



一种应用于仓库的智能灭火小车及灭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设计一种自动智能灭火小车，应用于仓库、图书馆等场所，具体涉及一种自

动循迹、避障、定位火源并灭火、火情传送的灭火小车。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物流业的发展，仓储仓库的面积也在与日俱增，每年仓库火灾的数量也在增

加。由于仓库面积大、存放货物密集，一旦发生火灾将发生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传统的

喷淋系统，最低需要68度(红色玻璃球喷淋头)才能启动，此时火焰已经比较明显，难以控

制，而且大范围的喷淋也会造成二次损失，损坏仓库内的货物。对于不能用于水灭火的情况

(如化学品仓库)，喷淋系统不适用，一般采用气体喷淋系统。而气体喷淋系统存在着人员危

害性(二氧化碳、七氟丙烷、烟烙尽造成窒息)、环境危害性(哈龙1221、1301灭火剂破坏臭氧

层)等问题，在释放气体前需要留出时间让人员撤离。所以需要一种发现火源快、能够针对

起火点灭火、二次损失小、适应性强的灭火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应用于仓库的智能灭火小车及灭火方法。

[0004] 本发明装置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应用于仓库的智能灭火小车，包括步进电机、滚珠丝杆、直线导轨、LM滑块、二

维转向台、第一转向舵机、第二转向舵机、UVC摄像头、红外传感器、灭火器喷嘴、灭火器、角

行程执行器、灭火器连接软管、不锈钢底板、第一超声波距离传感器、第二超声波距离传感

器、锂电池组、中心控制器、无线通信模块、光电管阵列、第一直流驱动电机、第二直流驱动

电机、第三直流驱动电机、第四直流驱动电机、第一履带、第二履带、第三履带、第四履带、第

一主动轮、第二主动轮、第三主动轮、第四主动轮、第一前置从动轮组、第二前置从动轮组、

第一后置从动轮组、第二后置从动轮组、第一前置侧板、第二前置侧板、第一后置侧板、第二

后置侧板和固定板；

[0006] 所述的第一前置侧板、第二前置侧板、第一后置侧板、第二后置侧板通过螺丝固定

于不锈钢底板上；第一直流驱动电机固定于第一前置侧板上，其轴承与第一主动轮相连；第

一前置从动轮组安装于第一前置侧板上；第一履带环绕于第一主动轮和第一前置从动轮

组，第一主动轮与第一履带咬合；第二直流驱动电机固定于第二前置侧板上，其轴承与第二

主动轮相连；第二前置从动轮组安装于第二前置侧板上；第二履带环绕于第二主动轮和第

二前置从动轮组，第二主动轮与第二履带咬合；第三直流驱动电机固定于第一后置侧板上，

其轴承与第三主动轮相连；第一后置从动轮组安装于第一后置侧板上；第三履带环绕于第

三主动轮和第一后置从动轮组，第三主动轮与第三履带咬合；第四直流驱动电机固定于第

二后置侧板上，其轴承与第四主动轮相连；第二后置从动轮组安装于第二后置侧板上；第四

履带环绕于第四主动轮和第二后置从动轮组，第四主动轮与第四履带咬合；

[0007] 所述的步进电机、滚珠丝杆、直线导轨、LM滑块构成的垂直升降模块通过固定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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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底板固定；当步进电机转动时，通过联轴器带动滚珠丝杆转动，LM滑块在直线导轨上

实现升降；第一转向舵机、第二转向舵机安装在二维转向台中，共同构成的转向模块；二维

转向台通过螺丝固定于LM滑块上；第一转向舵机角度发生变化时，二维转向台在水平面上

转动，第二转向舵机角度发生变化时，二维转向台在竖直平面转动；UVC摄像头固定于二维

转向台上，通过USB线缆与无线通信模块连接；红外传感器固定于二维转向台上，通过线缆

与中心控制器相连；

[0008] 所述的第一超声波距离传感器安装于不锈钢底板前端，第二超声波距离传感器安

装于不锈钢底板后端；第一超声波距离传感器、第二超声波距离传感器通过线缆与中心控

制器相连，计算出小车前后距离障碍物的距离从而调整行车路线；光电管阵列悬挂安装于

不锈钢底板前端，通过扫描地面上的循迹标志确定前进方向和所在方位；

[0009] 所述的灭火器可拆卸固定于不锈钢底板上，角行程执行器安装于灭火器的阀门

上，与中心控制器相连，中心控制器发出控制信号使得角行程执行器的悬臂转动压下灭火

器手柄，开启灭火器；

[0010] 所述的锂电池组安装不锈钢底板上为全车提供电力来源。

[0011] 一种应用于仓库的智能灭火小车的灭火方法,该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2] 一种基于STM32F429平台的自动智能灭火小车的无线通信模块接收到含坐标位置

的火警信息后，发送警报消息给中心控制器，中心控制器启动第一直流驱动电机、第二直流

驱动电机、第三直流驱动电机、第四直流驱动电机带动小车行进；光电管阵列读取地面粘贴

的黑色轨迹信息并反馈给中央控制器来计算行进方向和小车所处坐标；第一超声波距离传

感器和第二超声波距离传感器发射超声波并接受反射波，由中心控制器计算前后障碍物和

小车的距离，如果发现前方有障碍物，由中心控制器根据存储在SD卡中的地图进行计算，切

换另外的路线；小车距离起火点5米以内时，中心控制器对步进电机发出控制信号使其顺时

针、逆时针交替旋转，使得LM滑块上下移动；中心控制器同时控制第一转向舵机、第二转向

舵机进行90度角摆动；在步进电机、第一转向舵机、第二转向舵机的三维控制下，安装在二

维转向台上的红外传感器对周围环境进行大范围的扫描，当红外强度达到极大值时说明小

车距离火焰最近，此时中心控制器控制角行程执行器下灭火器的手柄，灭火介质通过灭火

器连接软管到达灭火器喷嘴喷向火焰；全过程中UVC摄像头拍下现场视频，通过USB线缆将

画面传输到无线通信模块；无线通信模块19通过WiFi将火场视频传出。

[0013] 所述的光电管阵列工作过程：

[0014] 光电管阵列由24组光电对管组成，每组光电对管含有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管；

当地面具有发射特性时，发射管发射的红外线被接收管接收，当地面贴有黑色标记时，接收

管收到的反射光弱，通过单片机的ADC采集判断某光电管下方是否有黑色标记；24个管子的

组合判断出黑色标记的位置和宽度；供循迹的黑色标记分为三条轨道；定位轨为小车提供

准确的行进方向，当定位轨道偏离小车中心位置过多时，中心控制器控制小车两边电机的

转速从而修正方向；时钟轨是等间距的断续交替的黑色标记，数据轨用于传送二进制信息；

当光电管阵列检测到时钟轨有黑色标记时，会监测并判断数据轨的信息；如果此时数据轨

有黑色标记，记为1，否则记为0；当没有检测到时钟轨有标记时，中心控制器不会去采集数

据轨的标记；当小车行进时，小车采集轨道上的二进制信息。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1)本发明通过无线网络与配套的烟雾、火焰传感器相连，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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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定位起火点。2)光电管阵列和超声波传感器让灭火小车快速直接到达目的地并避开障

碍物。3)直线滑台和二维转向以使灭火器喷嘴的方向任意调整。4)灭火器根据使用场所需

要更换不同的类型。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机械结构正视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机械结构后视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机械结构俯视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所需循迹轨道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尽的描述。

[0021] 如图1、图2、图3所示，本发明一种基于STM32F429平台的自动智能灭火小车，包括

步进电机1、滚珠丝杆2、直线导轨3、LM滑块4、二维转向台5、第一转向舵机6、第二转向舵机

7、UVC摄像头8、红外传感器9、灭火器喷嘴10、灭火器11、角行程执行器12、灭火器连接软管

13、不锈钢底板14、第一超声波距离传感器15、第二超声波距离传感器16、锂电池组17、中心

控制器18、无线通信模块19、光电管阵列20、第一直流驱动电机21、第二直流驱动电机22、第

三直流驱动电机23、第四直流驱动电机24、第一履带25、第二履带26、第三履带27、第四履带

28、第一主动轮29、第二主动轮30、第三主动轮31、第四主动轮32、第一前置从动轮组33、第

二前置从动轮组34、第一后置从动轮组35、第二后置从动轮组36、第一前置侧板37、第二前

置侧板38、第一后置侧板39、第二后置侧板40和固定板41。

[0022] 所述的第一前置侧板37、第二前置侧板38、第一后置侧板39、第二后置侧板40通过

螺丝固定于不锈钢底板14上；第一直流驱动电机21固定于第一前置侧板37上，其轴承与第

一主动轮29相连；第一前置从动轮组33安装于第一前置侧板37上；第一履带25环绕于第一

主动轮29和第一前置从动轮组33，第一主动轮29与第一履带25咬合。第二直流驱动电机22

固定于第二前置侧板38上，其轴承与第二主动轮30相连；第二前置从动轮组34安装于第二

前置侧板38上；第二履带26环绕于第二主动轮30和第二前置从动轮组34，第二主动轮30与

第二履带26咬合。第三直流驱动电机23固定于第一后置侧板39上，其轴承与第三主动轮31

相连；第一后置从动轮组35安装于第一后置侧板39上；第三履带27环绕于第三主动轮31和

第一后置从动轮组35，第三主动轮31与第三履带27咬合。第四直流驱动电机24固定于第二

后置侧板40上，其轴承与第四主动轮32相连；第二后置从动轮组36安装于第二后置侧板40

上；第四履带28环绕于第四主动轮32和第二后置从动轮组36，第四主动轮32与第四履带28

咬合。

[0023] 所述的步进电机1、滚珠丝杆2、直线导轨3、LM滑块4构成的垂直升降模块通过固定

板41与不锈钢底板14固定。当步进电机1转动时，通过联轴器带动滚珠丝杆2转动，LM滑块4

在直线导轨3上实现升降。第一转向舵机6、第二转向舵机7安装在二维转向台5中，共同构成

的转向模块；二维转向台5通过螺丝固定于LM滑块4上。第一转向舵机6角度发生变化时，二

维转向台在水平面上转动，第二转向舵机7角度发生变化时，二维转向台在竖直平面转动；

UVC摄像头8固定于二维转向台5上，通过USB线缆与无线通信模块19连接；红外传感器9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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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二维转向台5上，通过线缆与中心控制器18相连，由中心控制器内部的ADC采集信号判断

火焰强度。

[0024] 所述的第一超声波距离传感器15安装于不锈钢底板14前端，第二超声波距离传感

器16安装于不锈钢底板14后端。超声波距离传感器发出一超声波脉冲后，间隔t时间收到反

射波，那么距离l＝v·t/2，v为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输速度。第一超声波距离传感器15、第

二超声波距离传感器16通过线缆与中心控制器18相连，可计算出小车前后距离障碍物的距

离从而调整行车路线。光电管阵列20悬挂安装于不锈钢底板14前端，通过扫描地面上的循

迹标志确定前进方向和所在方位。

[0025] 所述的灭火器11用钢丝箍固定于不锈钢底板14上，保险栓处于拔开状态；角行程

执行器12安装于灭火器11的阀门上，与中心控制器18相连，中心控制器18发出控制信号使

得角行程执行器的悬臂转动压下灭火器手柄，开启灭火器11。

[0026] 所述的锂电池组安装不锈钢底板14上，并通过硅胶导线与中心控制器18相连，为

全车提供电力来源。

[0027] 小车灭火工作过程：

[0028] 自动智能灭火小车的无线通信模块19接收到含坐标位置的火警信息后，发送警报

消息给中心控制器18，中心控制器18启动第一直流驱动电机21、第二直流驱动电机22、第三

直流驱动电机23、第四直流驱动电机24带动小车行进；光电管阵列20读取地面粘贴的黑色

轨迹信息并反馈给中央控制器18来计算行进方向和小车所处坐标。第一超声波距离传感器

15和第二超声波距离传感器16发射超声波并接受反射波，由中心控制器18计算前后障碍物

和小车的距离，如果发现前方有障碍物，由中心控制器18根据存储在SD卡中的地图进行计

算，切换另外的路线。小车距离起火点5米以内时，中心控制器18对步进电机1发出控制信号

使其顺时针、逆时针交替旋转，使得LM滑块4上下移动。中心控制器18同时控制第一转向舵

机6、第二转向舵机7进行90度角摆动。在步进电机1、第一转向舵机6、第二转向舵机7的三维

控制下，安装在二维转向台5上的红外传感器9对周围环境进行大范围的扫描，当红外强度

达到极大值时说明小车距离火焰最近，此时中心控制器18控制角行程执行器12压下灭火器

11的手柄，灭火介质(如二氧化碳气体)通过灭火器连接软管13到达灭火器喷嘴10喷向火

焰。全过程中UVC摄像头拍下现场视频，通过USB线缆将画面传输到无线通信模块19。无线通

信模块19通过WiFi将火场视频传出。

[0029] 如图4所示，光电管阵列工作过程：

[0030] 光电管阵列由24组光电对管组成，每组光电对管含有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管。

当地面具有发射特性时，发射管发射的红外线被接收管接收，当地面贴有黑色标记时，接收

管收到的反射光弱，通过单片机的ADC采集判断某光电管下方是否有黑色标记。24个管子的

组合判断出黑色标记的位置和宽度。供循迹的黑色标记分为三条轨道。定位轨1为小车提供

准确的行进方向，当定位轨道偏离小车中心位置过多时，中心控制器控制小车两边电机的

转速从而修正方向。时钟轨2是等间距的断续交替的黑色标记，数据轨3用于传送二进制信

息。当光电管阵列检测到时钟轨有黑色标记时，会监测并判断数据轨的信息。如果此时数据

轨有黑色标记，记为1，否则记为0。当没有检测到时钟轨有标记时，中心控制器不会去采集

数据轨的标记。当小车行进时，小车便可采集轨道上的二进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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