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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21.日照时间分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1.日照时间分析-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

本项目采集光线传感器检测农场
大棚中每一天的光照情况。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学习全流
程，“Super chart”、
“Level H”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
式联网；

• 硬件光线传感器的学习；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1.日照时间分析-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光线传感器 36

2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1.日照时间分析-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创建设备 获取授权码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1.日照时间分析-Blynk APP端设置

设置水平进度条 设置超级图表1 设置超级图表2 整体布局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1.日照时间分析-Blynk APP端设置

一键克隆

扫一扫，一键克隆案例
项目，直接复制APP所有
设置项目，只需刷新授
权码，按需上传程序即
可实现物联网连接。

日照时间分析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1.日照时间分析-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每隔1S发送一次光
照数值

设置IP(国内统一使用)，WIFI
名称/密码以及授权码（只支
持2.4频段信号，不支持5G）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1.日照时间分析-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点击运行后，可以看到进度条显示的
光线强度占比以及实时的光线强度变
化曲线图，有条件的话可以添加多个

传感器进行比较显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22.水位检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2.水位检测仪-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

    本项目利用超声波传感器检测
水位，将超声波传感器安装在距离
河床底面500cm，通过简单换算，将
水位发送到手机上。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学习全流程，
“Level”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
网；

• 硬件超声波传感器学习；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2.水位检测仪-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超声波传感器
T-25
E-26

2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超声波传感器，用于检测距
离，可以提供2-450cm的非接

触式距离感测功能。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2.水位检测仪-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创建设备 获取授权码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2.水位检测仪-Blynk APP端设置

设置竖直进度条 整体布局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2.水位检测仪-Blynk APP端设置

一键克隆

扫一扫，一键克隆案例
项目，直接复制APP所有
设置项目，只需刷新授
权码，按需上传程序即
可实现物联网连接。

水位检测仪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2.水位检测仪-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每隔1S发送一次光
照数值，当且仅当
数值在规定标高范
围内有效，案例所
示传感器安装距离
河床底面500cm

设置IP(国内统一使用)，WIFI
名称/密码以及授权码（只支
持2.4频段信号，不支持5G）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2.水位检测仪-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点击运行后，可以看到水位线随着超
声波遮挡距离即水平面的变化而变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23.温湿度检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3.温湿度检测仪-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

    本项目利用DHT11温湿度传感器检测室
内温湿度，上传到Blynk App端，用仪表界
面显示当前环境的温度以及湿度数值。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学习全流程，
“Gauge”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温湿度传感器(DHT11)学习；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3.温湿度检测仪-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温湿度传感器 23

2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温湿度传感器，用于检测空
气温度以及湿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3.温湿度检测仪-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创建设备 获取授权码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3.温湿度检测仪-Blynk APP端设置

设置温度仪表 整体布局设置湿度仪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3.温湿度检测仪-Blynk APP端设置

一键克隆

扫一扫，一键克隆案例
项目，直接复制APP所有
设置项目，只需刷新授
权码，按需上传程序即
可实现物联网连接。

温湿度检测仪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3.温湿度检测仪-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每隔1S发送一次光
照数值，DHT11温

湿度数据

设置IP(国内统一使
用)，WIFI名称/密码
以及授权码（只支
持2.4频段信号，不

支持5G）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3.温湿度检测仪-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点击运行后，可以看到当前的温度以
及湿度数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24.植物伴侣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4.植物伴侣-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

    本项目可以通过土壤湿度传感器实
时检测土壤的湿度数据，并在OLED显示
器上用3个状态的表情分别展示，同时
可以远程控制水泵对植物浇水。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学习全流程，

“Gauge”、“Button”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水泵模块、OLED显示器、土壤湿

度传感器学习；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4.植物伴侣-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mini水泵模块 23

2 土壤湿度传感器 36

3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土壤湿度传感器，

用于土壤湿度

水泵模块，用于泵
送水，高电平启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4.植物伴侣-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创建设备 获取授权码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4.植物伴侣-Blynk APP端设置

设置水泵开关 整体布局设置湿度仪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4.植物伴侣-Blynk APP端设置

一键克隆

扫一扫，一键克隆案例
项目，直接复制APP所有
设置项目，只需刷新授
权码，按需上传程序即
可实现物联网连接。

植物伴侣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4.植物伴侣-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刷新OLED，当土壤
湿度分为3个阶段，
分别是“干渴”、“舒
适”、“过涝”，土壤
湿度分界线建议可

以按实际调整

把湿度换算成0-1000
的当量

每隔1S，发送土壤湿
度当量值至APP终端

上的仪表

设置IP(国内统一使
用)，WIFI名称/密码
以及授权码（只支
持2.4频段信号，不

支持5G）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4.植物伴侣-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点击运行后，
可以看到土壤
湿度，按动开
关可以开关水

泵。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25.温室调控系统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5.温室调控系统-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

    本项目是模拟温室调控，当大棚温
度升高，通过电机转动控制大棚膜，进
行散热，温度低时，及时覆膜保温，当
室内湿度增大，及时打开风扇进行通风。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学习全流程，

“Button”、“Gauge”、“LED”模
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OLED显示器、DHT11温湿度传感

器、马达风扇模块、电机驱动学习；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5.温室调控系统-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130风扇模块 5

2 温湿度传感器 23

3 TT马达电机 16/17

4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电机属于大电
流模块，建议
使用时务必连

接电池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5.温室调控系统-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创建设备 获取授权码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5.温室调控系统-Blynk APP端设置

设置温度计仪表 温度指示LED设置湿度计仪表 正转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5.温室调控系统-Blynk APP端设置

反转 整体布局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5.温室调控系统-Blynk APP端设置

一键克隆

扫一扫，一键克隆案例
项目，直接复制APP所有
设置项目，只需刷新授
权码，按需上传程序即
可实现物联网连接。

温室调控系统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5.温室调控系统-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刷新OLED，当土壤
湿度分为3个阶段，
分别是“干渴”、“舒
适”、“过涝”，土壤
湿度分界线建议可

以按实际调整

把湿度换算成0-1000
的当量

每隔1S，发送土壤湿
度当量值至APP终端

上的仪表

设置IP(国内统一使
用)，WIFI名称/密码
以及授权码（只支
持2.4频段信号，不

支持5G）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5.温室调控系统-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点击运行后，可以室内的温度和湿度数值，当
温度大于30℃时，亮绿灯，提示此时按动电机
反转以实现需要掀开大棚膜实现降温；当温度
小于10℃时，亮红灯，提示此时按动电机正转
以实现需要覆盖大棚膜实现保温；当湿度大于
50%，则需要通过开启风扇进行通风处理。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物联网学习套件升级版（ESP32）

淘宝:ruilongmaker.taobao.com
邮箱:info@ruilongmaker.cc
电话:+86-138 5811 4512（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