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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per Motor HAT 

用户手册 
 

产品概述  

Stepper Motor HAT 是专为树莓派而设计步进电机驱动板，可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最高支持

32 细分步 

特 点  

⚫ 基于树莓派接口设计，适用于 Raspberry Pi Zero/Zero W/Zero WH/2B/3B/3B+ 

⚫ 板载两路 DRV8825 电机驱动芯片，内置转换器，方便控制，可以驱动两个步进电机， 

⚫ 可通过拨码开关选择六种不同的步进分辨率：全步，半步，1/4 步，1/8 步，1/16 步和

1/32 步 

⚫ 并可通过电位器调节输出电流, 最大支持 2.5A 电流输出。 

⚫ 板载 5V 稳压芯片，输出可达 3A 电流，可直接给树莓派供电 

⚫ 板载多种步进电机接口，方便规格步进电机接入 

⚫ 提供完善的配套资料手册(提供 BCM2835、wiringPi 与 python 例程/使用手册) 

产 品 参数  

⚫ 电机驱动电压：8.2V~28V 

⚫ 电机驱动芯片：DRV8825 

⚫ 最大电流：2.5A 

⚫ 产品尺寸：65mm × 56mm 

⚫ 过孔直径：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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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资源  

 

接 口 说明  

. 

标识 描述 

VIN 8.2~28V 电源输入 

5 5V 电源 

GND 电源地 

A1 双极步进电机 M1 绕组 A 输出 1 端 

A2 双极步进电机 M1 绕组 A 输出 2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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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双极步进电机 M1 绕组 B 输出 1 端 

B2 双极步进电机 M1 绕组 B 输出 2 端 

A3 双极步进电机 M2 绕组 A 输出 3 端 

A4 双极步进电机 M2 绕组 A 输出 4 端 

B3 双极步进电机 M2 绕组 B 输出 3 端 

B4 双极步进电机 M2 绕组 B 输出 4 端 

A1、A2、B1、B2：步进电机 M1 控制端口 

A3、A4、B3、B4：步进电机 M2 控制端口. 

电源开关可以控制模块是否给树莓派供电 

拨码开关 D0-D5 可以控制细分格式； 

D0-D2 控制步进电机 1； 

D3-D5 控制步进电机 2； 

板载的两个电位器，可以控制输出电流 

电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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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部分采用 MP1584 稳压芯片，该芯片支持 4.5V 到 28V 的宽电压输入，输出电流达

3A。虽然芯片支持最低 4.5V 的输入，但是由于给电机驱动芯片的工作电压也由 VM 供给，最

少需要 8.2V 才能工作，因此实际上输入电压最好保持在 8.2-28V。 

电 机 驱动  

DRV8825 是一款双 H 桥电机驱动芯片，支持 32 细分，还集成了短路、过热、欠压及交

叉传导保护电路，能够检测故障状况并迅速切断 H 桥，从而为电机和驱动芯片提供保护。 

VM 为输入电压，输入范围为：8.2V 到 45V，综合稳压芯片的输入范围，输入 8.2V 到

28V。 

nSLEEP 需要保持高电平，否则芯片将直接进入睡眠模式，器件的 H 桥被禁止，电荷

泵电路停止工作，V3P3 输出被禁止，同时内部所有时钟停止工作，所有的逻辑输入

都被忽略。  



Stepper Motor HAT 用户手册   

版本：V1.0， 2018 年 10 月 16 日  7 

nENBL 管脚为使能管脚，输入低电平，H 桥输出使能，STEP 上的上升沿被识别。输入

高电平， H 桥被禁止，输出是高阻状态，STEP 输入被忽略。在不工作的情况下一定要

失能，否则芯片将一直保持在使能状态，芯片与电机将一直处于高温状态！ 

STEP 为步进时钟输入，DIR 为方向控制输入，MODE0、MODE1、MODE2 为细分

输入。 

12 与 13 管脚为调节输出电流的大小，R13 与 R16 为采样电阻 0.2 欧姆，根据数据手

册上的公式(数据手册：page11)：

 

Ichop = V(xREF)/(5*R(ISENSE)) 

把 R(ISENSE) = 0.2 代入公式 

那么输出电流与电位器上的电压成正比： 

I = Vref 

若电机的扭力不够，可以通过调节板载的电位器来增加输出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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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原理  

H 桥  

DRV8825 一款双 H 桥电机驱动芯片， H 桥是经典的控制电机电路，由于形状像字母”H”而

得名。由四个三极管或者 mosfet 组成四竖，中间的一横接电机，要使电机转动，则需要对角

线的一组导通。 

当 Q1、Q4 导通时，电流就从电源正极经 Q1 从左至右穿过电机，然后再经 Q4 回到电源负

极,电机正转，如上左图； 

当 Q2、Q3 导通时，电流就从电源正极经 Q3 从左至右穿过电机，然后再经 Q2 回到电源负

极,电机正转，如上右图； 

如果是双桥的话，那么就有了两组输出线，刚刚对应步进电机的四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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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机 的转 动原 理  

对于两项四线电机而言，其运动如下图所示： 

 

根据安培定则可以知道，A 组线圈电流左进右出时，那么定子将会产生磁场，靠内部的一

侧为磁场北极，那么就会吸引电机上的转子，当四组线圈的电流按照一定关系时，产生一个旋

转磁场，那么转子也就同步转动。假设一个电机只有四个定子，那么就对应下面的四个状态： 

第一个状态：A 组线圈电流左进右出，C 组选区电流右进左出，此时为 0 度； 

第二个状态：B 组线圈电流上进下出，D 组选区电流下进上出，转子从第一个状态旋转 90

度； 

第三个状态：A 组线圈电流右进左出，C 组选区电流左进右出，转子从第二个状态旋转 90

度； 

第四个状态：B 组线圈电流下进上出，D 组选区电流上进下出，转子从第三个状态旋转 90

度； 

当从前一个状态变换到后一个状态称之为一步，当完成了四步的时候：这个电机就转了一圈

了，这个电机的步距角就为 90 度。 

但是现实中的电机，可能不止有 4 个定子，常见的 42 电机，57 电机等都是 50 个定子（实际

上只有 48 个定子，还有两个移除以此使每组定子形成一定的间距），它们的步距角为 1.8

度。 

28BYJ-48 是永磁式减速四相八拍步进电机，减速比为 64，步距角为：5.625/64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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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步 细分  

电机转动是因为线圈的有规律的通电，那么将会合成一个均匀分布的圆形旋转磁场，从而吸引

转子转动。 

根据这一原理，通过控制各相绕组中的电流,使它们按一定的规律上升或下降，即在零电流到最

大电流之间形成多个稳定的中间电流状态，相应的合成磁场矢量的方向也将存在多个稳定的中

间状态，只改变这个矢量方向，这样可以使电机能转的角度更小，转动的更加平滑。 

以上面的四个定子的电机为例，如果细分一半，那么从第一个状态转到第二个状态急需要两步

才能完成，因为第一个状态之后的那么状态，A 线圈 50%电流，B 线圈 50%的电流，将会产生

一个 45 度的夹角的矢量磁场，从而吸引电机转子旋转 45 度，运行 8 步的时候，电机转完一

圈。 

DRV8825 驱动 电机  

DRV8825 只需要给脉冲数量就可以实现步进电机的旋转，按照前面的分析，并且不使用细分

的情况下： 

驱动 42 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 

360 / 1.8 = 200 

通过实验发现，42 电机确实是转了一周 

驱动 28BYJ-48 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 

360 / 5.625 * 64 = 4096 

那么确定是这样的吗？通过实验发现 28BYJ-48 转了两周。 

28BYJ-48 是四相电机，它支持单四拍、双四拍以及八拍三种工作方式，八拍的工作方式的步

距角是单四拍与双四拍的一半，而使用 DRV8825 驱动时，是使用的单四拍的工作方式，因此

驱动 28BYJ-48 转一圈需要 2048 个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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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程序  

准 备 工作  

下 载 例程  

在微雪官网上找到对应产品，在产品资料打开下载路径，在 wiki 中下载示例程序： 

 

得到解压包，解压并将程序复制到树莓派中。 

 

安 装 必要 的函 数库  

1.  安装 wiringPi 函数库。 

1.1 ctrl+t 打开树莓派终端，输入下面的指令获取函数库 

git clone git://git.drogon.net/wiringPi 

1.2 进入 wiringpi 目录，并安装 

cd wiringPi 

./build 

2. 安装 BCM2835 函数库 

2.1 到 bcm2835 网站下载最新的函数库 

http://www.airspayce.com/mikem/bcm2835/index.html 

http://www.airspayce.com/mikem/bcm283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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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将下载下来的文件（不要解压）复制到 SD 卡（装了树莓派系统）根目录下 

2.3 解压并安装 

#下载最新的函数库 bcm2835-1.xx.tar.gz 

tar zxvf /boot/bcm2835-1.xx.tar.gz 

cd bcm2835-1.xx 

./configure 

make 

sudo make check 

sudo make install 

3. 安装 python 函数库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rpi.gpio 

设 置  

细 分 设置  

该模块支持最高 32 细分，可使用软件或者使用硬件控制。 

软件细分控制： 

在 BCM2835 与 WiringPI 程序中可以通过 SOFTWARD 来选择 

在 python 中可以通过'softward'来选择 

且需要将拨码开关全部拨至 1，软件控制才能生效。 

硬件细分控制： 

在 BCM2835 与 WiringPI 程序中可以通过 HARDWARD 来选择 

在 python 中可以通过'hardward'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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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0、D1、D2 对应控制 M1 驱动器的的 M0DE0、MODE1、MODE2，D3、D4、D5 对

应控制 M2 驱动器的 M0DE0、MODE1、MODE2。具体的对应关系如下 

 

详见 datasheet page13 

注：示例程序需要将 D0-D5 全部拨至 0，对应全步。 

电 流 设置  

DRV8825 的最大输出电流有 2.5A.，可以通过调节下图的电位器来调节电流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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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datasheet page12

 

板载的 Risense = 200mR,那么我们可以简化公式：Ichop = Vxref 

因此 Ichop 与 Vxref 成正比，Vxref 是电位器的电压，Ichop 是输出电流。 

电位器顺势针旋转电压变小，电位器逆时针旋转电压变大。若需要测量，则可以给模

块插上电源，使用万用表，红表笔接触下面，黑表笔接触上面的矩形焊盘。 

 

常规的步进电机一般没有 2.5A，因此需要调节对应的电位器调节相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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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设置的电位器处于正中间，是可以驱动大部分的电机的。 

如果电机的最小相电流比这个大的，可能达不到理想状态，长时间工作可能会导致芯

片烧毁。 

请勿顺逆时针旋转到底，长时间工作可能会导致芯片烧毁。 

运 行 示例 程序  

BCM2835: 

cd bcm2835 

sudo ./motor 

WIRINGPI: 

cd wiringpi 

sudo ./motor 

 

 

PYTHON:  

cd python 

sudo python test.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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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分析  

本产品提供树莓派 BCM2835 库、wiringPi 库和 python 程序。 

BCM2835 库  

目录及文件的作用  

其中： 

⚫ /bin： 

makefile 生成的目标文件.o，不需要理会 

⚫ Makefile:  为工程的编译规则，执行 make，工程将会自动编译并生成可执行文件。 

⚫ motor:  可执行文件，执行：sudo ./motor 运行程序。 

⚫ Obj/：为工作目录，其下定义了多个函数 

Debug.h：  此函数为调试头文件，把其中 USE_DEBUG 定义为 1,即可使用 DEBUG()

来打印调试信息，与 printf()的作用是一样的; 

DEV_Config.c(.h):  定义了树莓派的管脚及通信方式，根据 BCM2835 与 WiringPi 的

不同而不同; 

DRV8825.c(.h):  为 DRV8825 芯片的驱动程序,控制步进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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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c：主函数， 

README.txt:添加使用说明， 

程序  

1. 初始化 BCM2835 库,并设置相应的管脚输出 

if(DEV_ModuleInit()) 

exit(0); 

2. 选择电机 

DRV8825_SelectMotor(MOTOR1); 

参数可以选择：MOTOR1 或者 MOTOR2  

当控制另一个电机时候，需要调用此函数来切换驱动管脚。 

3. 设置微步 

DRV8825_SetMicroStep(HARDWARD, "fullstep"); 

第一个参数：设置控制方式，可以选择硬件和软件控制，分别对应：HARDWARD 和 

SOFTWARD 

第二个参数：设置细分，只有焊接板载背部的六个电阻，且使用软件控制时才有效， 

可设置，全步模式，半步模式，1/4 模式，1/8 模式，1/16 模式，1/32 模式，对应的    

"fullstep", "halfstep", "1/4step", "1/8step", "1/16step", "1/32step"； 

4. 转动步数 

DRV8825_TurnStep(BACKWARD, 200, 2); 

第一个参数：控制方向，正向旋转与反向旋转，分别对应 FORWARD、BACKWARD； 

第二个参数：控制步数； 

第三个参数：控制每步的延时，单位为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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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步数与延时可查看上述：控制原理章节。 

5. 停止转动 

DRV8825_Stop(); 

从前面可知道：如果不使用，必须将芯片的使能管脚拉高，失能芯片。 

6. 异常处理机制 

signal(SIGINT, Handler); 

因为 CTRL+C 终止了程序的运行，DRV8825 芯片并没有失能： 

signal 时 linux 系统的信号处理函数，当执行 CTRL+C 会产生信号 SIGINT，那么就

会执行 Handler（）函数； 

Handler()函数实现如下： 

DRV8825_SelectMotor(MOTOR1); 

DRV8825_Stop(); 

DRV8825_SelectMotor(MOTOR2); 

    DRV8825_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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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ingPi 库  

目录及文件的作用  

可以看出与 BCM2835 库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两点： 

DEV_Config.c(.h):中调用函数是不一样。 

Makefile 中编译链接的库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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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目录及文件的作用  

 

DRV8825.py 为 DRV8825 芯片的驱动程序,控制步进电机； 

test.py：为测试程序 

程序  

打开 test.py： 

1. 实例化 DRV8825 库 

Motor1 = DRV8825(dir_pin=13, step_pin=19, enable_pin=12, mode_pins=(16, 

17, 20)) 

设置相应的管脚，驱动 DRV8825 芯片， 

2. 设置微步 

Motor1.SetMicroStep('softward','fullstep') 

第一个参数：设置控制方式，可以选择硬件和软件控制，分别对应：‘software’和 

'hardware' 

第二个参数：设置细分，只有焊接板载背部的六个电阻，且使用软件控制时才有效， 

可设置，全步模式，半步模式，1/4 模式，1/8 模式，1/16 模式，1/32 模式，对应的 

‘fullstep’,’halfstep’, ‘1/4step’, ‘1/8step’, ‘1/16step’,’1/32step’； 

3. 转动步数： 

Motor1.TurnStep(Dir='forward', steps=200, stepdelay = 0.005) 

第一个参数：控制方向，正向旋转与反向旋转，分别对应'forward'、'backward'； 



Stepper Motor HAT 用户手册   

版本：V1.0， 2018 年 10 月 16 日  21 

第二个参数：控制步数； 

第三个参数：控制每步的延时，单位为毫秒； 

关于步数与延时可查看上述：控制原理章节。 

4. 停止转动 

Motor1.Stop() 

从前面可知道：如果不使用，必须将芯片的使能管脚拉高，失能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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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电机和芯片为什么发热严重？ 

步进电机能效很低，只有 20%~30%的有用功，其它都是热能的方式表现，所以

步进电机长时间运行都会严重发热，不过在额定电流下都是可以承受的，不可以

用手触碰！！。 

还有是否执行了 DRV8825_Stop(); 失能芯片 

2. 是否可以驱动 42、57 电机？ 

驱动电机和电机的尺寸关系不大，主要是工作电流，只要电流小于 2.5A 时肯定可

以驱动的,在未接散热片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超过 1.5A。 

3. 电机不能在正常工作，为什么在左右抖动？ 

电机在左右抖动说明电机缺相了，如果使用我们板载的两种标准的接口无法正常

工作，可尝试用杜邦线进行连接，以使电机正常转动。 

4. 电机丢步？ 

相电流的大小跟步进电机的扭力有直接关系，如果步进电机扭力不足、丢步，可

以调节板载的蓝色的电位器，加大输出电流。 

5. 电机停止时，有滋滋的电流声？ 

这是正常现象，对于一个步距角未 1.8 度的步进电机，当 8 细分的时候，这个时

候的步进角度为 1.8/8=0.225 度，这个角度不一定在实际的物理角度上，那么电

机的绕组线圈将会保持通电，以保持在这个角度上，当 DRV8825_Stop()后，声

音也会消失。 

6. 如何切换软件与硬件控制？ 

在 BCM2835 与 WiringPI 程序中可以通过 HARDWARD、SOFTWARD 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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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ython 中可以通过'softward'、'hardward'来控制 

当使用软件控制时，需要焊接板载背部的电阻，且需要将拨码开关全部拨至 1，软

件控制才能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