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物联网学习套件升级版（ESP32）

智慧课堂 智能交通 智能家居 智慧农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套件简介

    物联网学习套件升级版（ESP32），是物联网学习套件中
的升级学习版本，以ESP32 IOT&Robot Board 物联网机器人
控制器为核心，搭配各种类型的传感器、执行器、显示器等，
内容覆盖常用的传感器原理、编程、电路搭建、结构组装等
知识点，支持Arduino IDE文本代码编程以及Mixly图形化编
程，标配不少于20节课程，包含基础知识篇、智慧课堂篇、
智能交通篇、智能家居篇、智慧农场篇五大内容版块，学习
物联网电路搭建、程序编写、智能控制等知识内容。

模块种类：17 模块数量：20  标准课时：20
软件平台：Arduino IDE 或者Mixly1.0
扫描右侧二维码，获取最新的课程资料~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套件展示

1pcs × ESP8266 IOT Board 物联网开发板
1pcs ×闪灯模块（红）
1pcs ×闪灯模块（黄）
1pcs ×闪灯模块（绿）
1pcs ×烟雾传感器（MQ-2）
1pcs ×光敏传感器
1pcs ×土壤湿度传感器
1pcs ×DHT11温湿度传感器
1pcs ×HC-SR04超声波传感器转接板 系列通用
1pcs ×HC-SR04+超声波传感器 3.3/5V 宽电压版本
1pcs ×马达风扇模块
1pcs ×浊度传感器(TSW-20) 含探头以及接线
1pcs ×按钮传感器
1pcs ×数字智能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1pcs ×MP3模块（U盘模式）
1pcs ×I2C 0.96寸OLED模块
1pcs ×彩灯模块(WS2812)
1pcs ×USB电源控制模块
1pcs ×舵机-9g 180°塑胶齿轮舵机
1pcs ×USB产品-USB小夜灯
1pcs ×继电器模块
1pcs ×声音传感器
1pcs ×传感器线-XH2.54-JR母 3PIN 15CM
8pcs ×传感器线-双头XH2.54 3Pin 15cm
2pcs ×传感器线-双头XH2.54 4Pin 15cm
1pcs ×USB线-Micro USB线（黑色）
1pcs ×电池盒-无盖3节AA电池盒 带XH2.54-2P端子
1pcs ×G360元件盒 3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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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基础知识篇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1.认识物联网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认识物联网

简单的说，物联网是物与物的互联网。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认识物联网

智能插座 智能扫地机器人 自动驾驶汽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认识物联网-说说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典型体系架构分为3层，自下而上分别

是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感知层实现物联网

全面感知的核心能力，是物联网中关键技术、标

准化、产业化方面亟需突破的部分，关键在于具

备更精确、更全面的感知能力，并解决低功耗、

小型化和低成本问题。网络层主要以广泛覆盖的

移动通信网络作为基础设施，是物联网中标准化

程度最高、产业化能力最强、最成熟的部分，关

键在于为物联网应用特征进行优化改造，形成系

统感知的网络。应用层提供丰富的应用，将物联

网技术与行业信息化需求相结合，实现广泛智能

化的应用解决方案，关键在于行业融合、信息资

源的开发利用、低成本高质量的解决方案、信息

安全的保障及有效商业模式的开发。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认识物联网-我们要学的物联网开发

1 创建组件 2 编写程序 3 搭建硬件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认识物联网-Blynk平台介绍

手机App 开发库 Blynk云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认识物联网-Blynk能做什么

冰箱食物监控器

四轴遥控器

花草伴侣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认识物联网-学习本课程需要准备什么

英语基础硬件设备 编程经验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2.搭建开发环境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搭建开发环境-Mixly 1.0开发软件

• 以Mixly作为基础，采用图形化编程。
• 适合初学者学习。
• 拖拽程序块即可完成编程，轻松快捷，
快速上手。

• 适合编写较简单的项目。
• 软件下载地址：
• https://mixly.readthedocs.io/zh_CN/latest/

basic/02Installation-update.html
• CH340驱动下载地址：
• http://www.wch.cn/product/CH340.html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搭建开发环境-查看开发板端口号

• 端口号可以理解为开发板与电脑之间联系的一个通道，第一次使用时，
需要查看并记住该端口号。

• 将物联网开发板用USB线连接到电脑。

• 按照以下方式查看端口号“USB-SERIAL CH340(COMx)”。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搭建开发环境-安装blynk App

安卓版 IOS用户在app store中搜索下载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搭建开发环境-App注册账号

• 点击Create new Account创建新账号
• 注册成功后，输入邮箱和密码登录
• 设置服务器参数，点击“Sign Up”登录
• 国内服务器IP:116.62.49.166:9443

注意：默认国外BLYNK官方服务器，由于
国情，使用时很不方便，建议直接使用
国内服务器测试使用，时延和体验更好。

注册账号

登录账号

选择国内服务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3.认识核心板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3.认识核心板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3.认识核心板-Arduino UNO 与ESP32 ~对比

类别 核心 主频
串口
芯片

充电
芯片

电机
芯片

加速度
芯片

蓝牙
wifi

GPIO
通道

TOUC
H通道

ADC
通道

DAC
通道

UNO ATMEGA328 16M ATMEGA16 TP4054 HR8833 ADXL345 -- 20 -- 6 --

ESP32
ESP-

WROOM-32D
240M CH340C -- -- -- √ 24 10 16 2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3.认识核心板-规格参数

• 主控芯片：ESP-WROOM-32D
• 主芯片采用低功耗双核32位CPU，主频高达240MHz，运算能力高达600DMIPS
• USB转串口芯片：CH340C
• USB充电芯片：TP4054
• USB接口：TypeC
• 电源要求：+3.7V（锂电池）
• GPIO通道:24(0\2\4\5\12\13\14\15\16\17\18\19\21\22\23\25\26\27\32\33\34\35\36\39)
• TOUCH通道：10(0\2\4\12\13\14\15\27\32\33)
• ADC通道：16(0\2\4\12\13\14\15\25\26\27\32\33\34\35\36\39)
• DAC通道：2(25\26)
• VSPI通道：1(5-SS\18-SCK\19-MISO\23-MOSI)
• HSPI通道：1(15-SS\14-SCK\12-MISO\13-MOSI)
• I2C通道：1(21-SDA\22-SCL)
• 电机控制管脚：16\17\18\19 （电机供电电源为3.7V直接供电，使用电机时务必外接锂电池）
• 板载加速度计：ADXL345（(21-SDA\22-SCL)）
• SRAM：520KB
• SPI Flash： 32Mbit
• 串口速率：300~4608000 bps 默认：115200 bps
• 支持802.11b/g/n Wi-Fi + BT/BLE SoC模块
• 天线形式：PCB天线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4. Hello,World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4.Hello,World-什么是Hello,World

• 在编程领域，学习一门
新语言时，编写的第一
个程序往往是
hello,world。

• 通过hello,world向这个
世界打个招呼，也通过
这个打招呼的程序来了
解新语言的一些特点。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4.Hello,World-Mixly程序分析

编写程序->确认开发板和端口号->上传程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4.Hello,World

实验现象

通过串口监视器打印输出“hello world”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5. 基础功能说明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5. 基础功能说明-硬件

数字输出

• 通道：
0\2\4\5\12\13\14\15\16\17\18
\19\21\22\23\25\26\27\32\33

• 功能：数字IO高低电平切换，
数值范围0或1

触摸输入

• 通道：
0\2\4\12\13\14\15\27\32\3

• 功能：检测触摸通道的触摸
数值，数值范围0-255

数字输入

• 通道：
0\2\4\5\12\13\14\15\16\17\18
\19\21\22\23\25\26\27\32\33\
34\35\36\39

• 功能：检测数字IO电平状态，
数值范围0或1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5. 基础功能说明-硬件

PWM

• 通道：
0\2\4\5\12\13\14\15\16\17\18
\19\21\22\23\25\26\27\32\33

• 功能：模拟PWM输出，数值
范围0-255

DAC

• 通道：25\26
• 功能：模拟电压输出，非

PWM脉冲，数值范围0-255

ADC

• 通道：
0\2\4\12\13\14\15\25\26\27\3
2\33\34\35\36\39

• 功能：检测模拟电压输入，
数值范围0-4095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5. 基础功能说明-Mixly软件

Blynk物联网
WIFI模式配网，
需要IP、WiFi、
密码、授权码

BLE模式配网，需要
授权码即可，同时

指定名称

Bluetooth模式配网，
需要授权码即可，
同时指定名称

WIFI模式配网，需要IP、
授权码，通过安信可微
信公众号操作配置获取联网状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5. 基础功能说明-Mixly软件

Blynk虚拟管脚

从APP获取数据，注意此处是选
择“Vx”的虚拟管脚，其实质是一
个传递变量类型的数据，可以获
取从APP向主控的各类指令数据。

将主控采集或者运算完
得到的变量信息发送给
APP终端，在终端上显
示具体数据，传送方式

也是虚拟管脚。

注意：Blynk使用硬件管脚（当且仅当数字
管脚）时，Mixly程序无需额外编程，可以
直接控制高低电平，APP终端可以设置点
动模式和锁存模式输出高低电平；而虚拟
管脚的功能更为广泛，可以传送变量以及
数值、字符串等信息，更为灵活。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5. 基础功能说明-Mixly软件

Blynk常用组件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智慧课堂篇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6.电子留言板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6.电子留言板-项目背景

今晚作业是啥？还用老师走到教室
布置？有了电子留言板，老师可以
在办公室向学生布告当天的作业内
容以及各类提示内容。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学习全流程，

“title”模块字符输入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OLED显示器学习；

项目背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6.电子留言板-思路分析

ssid
password

授权码授权码

思路分析

HELLO WORLD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6.电子留言板-操作流程

硬件连接
App端

创建项目
编写程序

操作流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6.电子留言板-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6.电子留言板-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输入名称 邮件获取授权码 准备添加组件

设置

添加
组件

运行
退出
项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6.电子留言板-Blynk APP端设置

添加“Text Input” 调整输入框尺寸 设置V0管脚，以及设
置输入限制为20

测试案例发送
“hello world”

选择虚拟管脚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6.电子留言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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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留言板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6.电子留言板-App端功能介绍

项目设置

添加组件

项目运行 项目名称

项目共享

添加桌面图标

开发板型号

邮箱接收授权码 复制授权码

背景主题设置

保持屏幕常亮

设备上线提醒

不显示下线提醒

运行模式不显示背景

复制项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6.电子留言板-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设置IP(国内统一使
用)，WIFI名称/密码

以及授权码

设置从APP获取数据
的虚拟管脚V0，注
意参数要为字符串

设置OLED为1.3寸
SH1106型号的屏幕，

管脚为默认即可

设置字库以及显示定
位坐标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6.电子留言板-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发送“今天作业习题
册P21-23”发送“hello world”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7.电子计时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7.电子计时器-项目背景

        电子计时器，可以使用手机端直接设
置1-60MIN倒计时，实现开始、停止以及
时间设置。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terminal”、”slider”、

“button”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OLED显示器学习；

项目背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7.电子计时器-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7.电子计时器-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输入名称 邮件获取授权码 准备添加组件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7.电子计时器-Blynk APP端设置

添加终端显示器 添加滑块 添加按钮 整体布局

选择虚拟管脚选择虚拟管脚
选择硬件管脚，
mixly程序无需增
加，可以直接按
照逻辑操控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7.电子计时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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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计时器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7.电子计时器-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设置IP(国内统一使
用)，WIFI名称/密码

以及授权码

设置从APP获取数据
的虚拟管脚V0，即
滑块的设置时间

设置OLED为1.3
寸SH1106型号
的屏幕，管脚为

默认即可

设置硬件定制
器中断，计时
更加精准

显示时间min:s

手机显示时间min:s

判断Button是否按下，
按下标识开始计时，
电平置低，LED亮

反之，标识停
止计时，电平
置高，LED灭

时间逻辑换算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7.电子计时器-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当按钮处于“开始”时，
设置倒计时分钟值，
设置范围1-60min

触发按钮，处于“停
止”状态时，开始倒
计时，在屏幕以及
终端同步显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8.水平测量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水平测量仪-项目背景

当在挂相框时，经常会遇到是否水平，需
要两个人协作，而水平尺也不是一般家庭
必备，今天的案例利用开发板来测量是否
水平！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gauge”、”ble”模块

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ble模式联网；
• 硬件OLED显示器、加速度计学习使用；

项目背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水平测量仪-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水平测量仪-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输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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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水平测量仪-Blynk APP端设置

添加计量显示器 设备配对 添加BLE并连接 整体布局

配对Blynk
连接Blynk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水平测量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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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测量仪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水平测量仪-思路分析

思路分析 默认加速度计数
值和重力关系

g

θ

θ

g x cosθ= Z轴测量值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水平测量仪-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根据角度换算出指
针末点，得出指针
末点；中心画圆；
最后分别显示Z轴加
速度、角度、Z轴加

速度当量值

设置OLED为1.3寸
SH1106型号的屏幕，

管脚为默认即可

初始化串口、
数组变量等

移动平均滤波，减少
数值跳动影响

根据限定范围，重力
分量换算与重力角度

LED上电后默认处于
灭，当设置偏移量
（修正至零点）后，

LED点亮

本案例采用内置蓝
牙（BLE）连接APP，
设置只需填写授权
码，蓝牙名称Blynk

移动平均值算法，默
认赋值

区分Y轴正负方向，
添加负号

通过虚拟通道V0发送
角度值

清零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水平测量仪-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平放在桌面上测试 倾斜一定角度测试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9.温度记录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9.温度记录仪-项目背景

在设计一些物理实验时，我们需要连续
测温度变化，传统的方法需要每隔一段
时间进行读取并记录，这样费时费力，
今天目的是让大家自己做一个温度记录
仪，可以记录温度实时变化。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gauge”、”ble”模

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ble模式联网；
• 硬件OLED显示器、温度传感器；

项目背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9.温度记录仪-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连接18B20温度传
感器，从左至右
红(V)-黄(S)-黑(G )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温度传感器 5

2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注意：安装18B20传感器时，要按
照要求颜色连接接线，同时保证
接线可靠，如到时候检测数据有
问题，请第一时间检查连线！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9.温度记录仪-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输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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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温度记录仪-Blynk APP端设置

添加超级表格 横坐标进行设置 设置Y轴范围 整体布局

蓝牙设置同上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9.温度记录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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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记录仪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水平测量仪-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定时发送温度传感
器的数值

设置OLED为1.3寸
SH1106型号的屏幕，

管脚为默认即可

绘制图标，起点位置坐标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本案例选择中文字体

本案例采用内置蓝
牙（BLE）连接APP，
设置只需填写授权
码，蓝牙名称Blynk

区分Y轴正负方向，
添加负号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水平测量仪-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点击运行后，可以查看到实时检测的温
度，我们套件中配套的温度传感器是防
水的，所以也是可以用来测量液体的温
度，可以完成一系列和温度相关的实验。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10.旋转泡泡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0.旋转泡泡机-项目背景

在校园文艺表演时，往往能看到舞台上会
出来一大堆泡泡可以烘托整体气氛，今天
通过我们的套件来自己制作一个旋转泡泡
机，可以远程控制泡泡激发。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LED”、“STEP”、

“Styled Button”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一键配网联网；
• 硬件OLED显示器、电机、马达风扇；

项目背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0.旋转泡泡机-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马达风扇模块 5

2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3 TT马达电机 16/17 注意线序

注意：电机安装线序会影响电机
的转向，二者需要协调处理，当
发现后面程序和转向不一致，可
以通过更改线序或者修改程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0.旋转泡泡机-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输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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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旋转泡泡机-Blynk APP端设置

添加LED重复3次 步进档位设置 设置开关按钮 整体布局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0.旋转泡泡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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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泡泡机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0.旋转泡泡机-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设置OLED为1.3寸
SH1106型号的屏幕，
管脚为默认即可；
初始化电机驱动

判断是否处于开启状态

打开风扇

一键配网只需设置IP
以及授权码，然后
通过微信公众号设
置wifi以及密码即可

当处于1档，点亮
APP对应的LED，启
动电机，并在屏幕
上显示风扇叶片图
标；其他档位设置

相似。

获取步进设置的值

关闭风扇
停止电机
显示图标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0.旋转泡泡机-一键配网

搜索公众号 打开公众号 输入密码 配置成功

确保模块处于同
一个局域网中。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0.旋转泡泡机-一键配网

在配网前可以打开串口调试助
手，然后开始按照刚才所示要
求进行操作配网，当输入密码，
成功配网后，在串口调试助手
查看到相关信息，如左图所示。

一键配网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0.旋转泡泡机-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点击运行后，可以实时控制旋转泡泡机的
风扇和转动电机，打开开关，处于ON，按
动档位切换+/-，可以进行调速切换；关闭
开关，处于OFF，停止电机。在切换以及控

制过程中，屏幕会显示相应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