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推出的百变积木工作坊套件包含了木板结

构件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配合RuilongMaker全系电子积木使

用，标准孔距孔径可以随意拼装搭建，多达40多个木板结构

件实现不少于10个课程案例，标配实物、电气接线图、程序

图以及现象演示视频，让你轻松进入完成创意小制作。

套件简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软件支持：Mixly、Arduino IDE
硬件支持：ESP32物联网机器人控制器
注：本套件以Mixly软件和Blynk物联网平台讲解说明，
关于blynk的基础知识不再赘述，请参考以下课程学习：
物联网学习套件基础版（ESP8266）
物联网学习套件升级版（ESP32）



木板结构展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矩形01xx *2pcs

矩形0808 *1pcs 矩形0408 *1pcs 矩形0406 *1pcs

马达转轴矩形0303 *1pcs 直角侧板*4pcs侧板*4pcs 舵机板 *1pcs

直角0202/0303 /0404*2pcs

其余未注明配件：
• 1pcs x G180多功能元件盒
• 1pcs x 迷你小十字套筒 扳手
• 1pcs x 带磁性带水晶柄十字
• 20pcs x 六角铜柱-双通M3*12
• 100pcs x 螺钉-圆头M3*8
• 20pcs x 螺钉-圆头M3*20
• 100pcs x 螺母-M3
• 2pcs x 支架-马达支架 TT
• 4pcs x 螺钉-圆头M3*28
• 2pcs x TT马达 直流减速马达 
• 2pcs x 橡胶车轮 五纹黄色
• 1pcs x W420钢珠万向轮 
• 2pcs x 六角铜柱-双通M3*25

小车矩形0608 *1pcs 矩形0408 *1pcs

马达水管板 *1pcs



开源硬件展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其余未注明配件： 
1PCS X G360多功能元件盒
1PCS X 五金零件包-OLED屏上下连接
专用
1PCS X 锂电池-3.7V 103450 2000mAh 
聚合物锂电池 XH2.54端子
1PCS X USB线-高品质TYPE-C线（黑色）
1PCS X USB产品-128M优盘
1PCS X M 卧式小潜水泵喷泉泵
（WH120）
6PCS X 传感器线-XH2.54 3PIN 20CM
2PCS X 传感器线-XH2.54 4PIN 30CM



案例展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炫彩霓虹灯 风光日历风车 音乐播放器 公园人数计数器 自动接水器

气压监测仪 心率测试仪 分光测色仪 遥控测距机器人 超级寻迹机器人



炫彩霓虹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案例说明

    炫彩霓虹灯，12灯环形彩灯模块通过Blynk APP
来模拟控制道路上的七彩霓虹灯，设计一个可以手
机遥控控制七彩颜色变幻的环形LED灯。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zeRGBa”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12灯环形彩灯模组（WS2812）的学习；



炫彩霓虹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硬件连线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环形彩灯模块 23

环形彩灯模块，可以通过程序
单线控制12颗LED颜色变换，可

以实现彩虹色变换等效果



炫彩霓虹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创建项目 项目信息 设备信息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炫彩霓虹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添加zeRGB 整体布局



炫彩霓虹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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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炫彩霓虹灯BLYNK端设置



炫彩霓虹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设置RGB灯的颜色

对设置生效

初始化RGB
灯数、类型、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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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炫彩霓虹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视频连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0MDE0MjA4MA==.html?spm=a2hzp.8253869.0.0



日历风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案例说明

    日历风车，通过Blynk APP控制电机转动以
及转动的速度，同时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取时间
信息，定时更新日历时间信息。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Real-time clock”、

“Vertical Slider”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TT马达、板载电机驱动器、OLED显示器

的学习；



日历风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硬件连线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TT马达电机 16/1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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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历风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创建项目 项目信息 设备信息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日历风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添加滑块V0 整体布局添加RTC组件



日历风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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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历风车BLYNK端设置



日历风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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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OLED和电机

每隔1S发送年月日、
时分秒信息

RTC每10分钟校准

设定电机速度



日历风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视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0MDE0MTY5Ng==.html?spm=a2hzp.8253869.0.0



音乐播放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案例说明

    音乐播放器，通过Blynk APP控制MP3音乐
播放模块播放、暂停、上一曲、下一曲以及音
量调节设置，同时伴随OLED显示指令信息。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Music Player”、“Slider”

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GD5800 MP3音乐模块（含U盘）、OLED

显示器的学习；



音乐播放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硬件连线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MP3模块
T-25
R-26 主控交叉

2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GD5800 MP3音乐模
块，采用以GD5801 
为核心的MP3音乐
播放模块，完美的
集成了MP3、WMV
的硬解码，板载扬
声器功放，可以直
接播放音乐，通过
简单的串口指令即
可完成播放等操作。



音乐播放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创建项目 项目信息 设备信息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音乐播放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添加MP3组件 整体布局添加滑块



音乐播放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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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播放器BLYNK端设置



音乐播放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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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音量

接收APP操作指令，
设定MP3执行指令



音乐播放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视频连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0MDE0MTY5Ng==.html?spm=a2hzp.8253869.0.0



公园人数计数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案例说明
    公园人数计数器，通过Blynk APP读取模
拟公园出入口状态，并对公园人数进行双向计
数,显示在OLED显示器上和手机终端。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Value Displayer”、“LED”

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红外测障传感器模块、OLED显示器的学

习；



公园人数计数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硬件连线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红外测障传感器 26 入口

2 红外测障传感器 25 出口

3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红外测障传感器，上电后
静置1-2S，用手挡传感器
探头前方，可以看见红色
指示灯变亮，同时可以通
过调节电位计来实现检测

距离的调节。



公园人数计数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创建项目 项目信息 设备信息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公园人数计数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添加MP3组件 添加出口LED添加入口LED 整体布局



公园人数计数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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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人数计数器BLYNK端设置



公园人数计数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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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隔1S刷新人数

根据传感器数值刷
新出入口状态

将出入口状态合二为一考虑，
并记录当前值和上次值

当数值变化为2，
则为入口有人，
数值变化为1，则
为出口有人，然
后通过标志位标
记，只发送变化
时刻的数据



公园人数计数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视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0MDE0MTcwMA==.html?spm=a2hzp.8253869.0.0



自动接水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案例说明

    自动接水器，通过Blynk APP读取水杯是
否进入，然后自动加水，水位到预设位置，预
设水位可以通过APP手动调整，在加水时伴随
蜂鸣器响。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slider”、“LED”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蜂鸣器模块、超声波传感器、水泵电机

的学习；



自动接水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硬件连线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蜂鸣器模块 23

2 水泵电机 13

3 超声波传感器
T-32
E-33

蜂鸣器模块，高电
平蜂鸣，低电平停。

超声波传感器，数
字协议读取距离值。

水泵电机，高电
平抽水运行



自动接水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创建项目 项目信息 设备信息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自动接水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添加滑块 添加入口LED 添加数值添加数值



自动接水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整体布局



自动接水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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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接水器BLYNK端设置



自动接水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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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隔1S检测超声波下方是否有障
碍物，当存在障碍物时，认定水
杯进入，启动加水程序，加水时

间根据APP设定，加水只限定1次，
当杯子离开后，及恢复初始状态。

设定超声波距离桌面高
度，用于标定测试

获取加水时间数值



自动接水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视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0NDY1MzA1Mg==.html?spm=a2hcb.playlsit.page.6



气压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案例说明

    气压监测仪，通过Blynk APP读取BMP280气
压温度传感器，通过仪表以及超级表格显示。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Gauge”、“Labeled Value”、

“SuperChart”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OLED显示器、BMP280气压传感器的学习；



气压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硬件连线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气压传感器
SDA-21
SCL-22 BMP280

2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BMP280气压传感器，通过

数字I2C协议读取温度和大
气压强的传感器



气压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创建项目 项目信息 设备信息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气压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添加温度数值 添加高度显示添加大气压数值 添加横坐标气压



气压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设置纵坐标 整体布局



气压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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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压监测仪BLYNK端设置



气压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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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隔1S发送当前大气压
以及温度、高度等数值

OLED显示相关数值



气压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视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0MDE0MjAxNg==.html?spm=a2hzp.8253869.0.0



心率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案例说明

    心率监测仪，通过Blynk APP读取MAX30102
心率传感器的数值，并通过数值窗口以及超级表
格显示。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Labeled Value”、

“SuperChart”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OLED显示器、MAX30102心率传感器的学习；



心率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硬件连线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心率传感器
SDA-21
SCL-22

MAX3010
2

2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MAX30102心率传感器，通

过数字I2C协议读取光体积
变化数值，换算得到心率

数值



心率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创建项目 项目信息 设备信息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心率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添加心率数值 设置纵坐标设置横坐标 整体布局



心率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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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率监测仪BLYNK端设置



心率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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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隔1S发送
当前心率数值

获取心率数值



心率监测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视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0MDE0MjAxNg==.html?spm=a2hzp.8253869.0.0



分光测色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案例说明

    分光测色仪，通过Blynk APP读取TCS34725颜
色传感器的数值，并通过数值窗口显示RGB数值。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Labeled Value”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OLED显示器、TCS34725颜色传感器的学习；



分光测色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硬件连线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颜色传感器
SDA-21
SCL-22 TCS34725

2 环形彩灯模块 23

3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TCS34725颜色传感
器，通过数字I2C协
议读取采集的颜色

RGB数值。



分光测色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创建项目 项目信息 设备信息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分光测色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添加R数值 添加B数值添加G数值 整体布局



分光测色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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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光测色仪BLYNK端设置



分光测色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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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OLED和RGB彩灯

获取RGB色值

环形彩灯显示

RGB色值显示
OLED



分光测色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测试色卡 注意：颜色色卡，请打印或者对着屏幕测色！



分光测色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视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0MDE0MTY4NA==.html?spm=a2hzp.8253869.0.0



遥控测距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案例说明

    遥控测距机器人，通过Blynk APP遥控控
制小车前进、后退、左转弯、右转弯、停止、
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并可以实现对小车前
方障碍物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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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on”、“BLE”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BLE模式（ESP32内置

蓝牙）联网；
• 硬件超声波传感器、TT马达电机的学习；



遥控测距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硬件连线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TT马达（左）
黑线-16
红线-17

2 TT马达（右）
黑线-18
红线-19

3 超声波传感器
T-32
E-33 默认

超声波传感器，数
字协议读取距离值。

电机属于大电流
模块，建议使用
时务必连接电池



遥控测距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创建项目 项目信息 设备信息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遥控测距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添加摇杆 添加按钮添加数值 添加蓝牙



遥控测距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添加按钮 整体布局 配对 连接蓝牙

配对Blynk
连接Blynk



遥控测距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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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控测距机器人BLYNK端设置



遥控测距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程

BLE模式联网，只
需设置授权码以
及名称即可

初始化电机驱动以
及变量

前进

获取摇杆数据

发送距离参数

后退

左转弯

右转弯

顺时针
旋转

逆时针
旋转

停止

获取按钮状态



遥控测距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视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0NDI1MDc0MA==.html?spm=a2hzp.8253869.0.0



超级巡线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案例说明

    超级巡线机器人，通过Blynk APP查看两
个寻迹传感器状态，控制小车的参数并可以实
现对小车寻迹速度的设置。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LED”、“Value Displayer”、

“Slider”、“BLE”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BLE模式（ESP32内置

蓝牙）联网；
• 硬件寻迹传感器、TT马达电机的学习；



超级巡线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硬件连线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TT马达（左）
黑线-16
红线-17

2 TT马达（右）
黑线-18
红线-19

3 双路寻迹传感器
-25
-26

 数字双路红外寻迹传感器，，双路数
字量输出，可以独立调节识别的敏感
度，默认遇到白色区域，亮绿灯，此
时输出低电平，遇到黑色区域，灭绿

灯，此时输出高电平。

电机属于大电流
模块，建议使用
时务必连接电池



超级巡线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创建项目 项目信息 设备信息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超级巡线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添加位置显示 添加按钮 整体布局添加蓝牙



超级巡线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配对 连接蓝牙

配对Blynk 连接Blynk



超级巡线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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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寻线机器人BLYNK端设置



超级巡线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获取位置

将2个传感器合二为
一计算位置关系

按照前后两次位置关系
计算小车位于中间黑线

的位置关系

传感器电位器（灵敏度）
必须调整到 稳定状态，
通过此函数可以按照下
页PPT，读取正确的位置

周期采样，记录上次位
置，为当前位置做参考

周期采样，记录上次位
置，为当前位置做参考



超级巡线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获取位置

双探头于线左侧 2号探头于线上 双探头于线上 1号探头于线上 双探头于线右侧

middle=0
line=1

middle=2
line=2

middle=3
line=3

middle=1
line=4

middle=0
line=5

共计有5种位置关系



超级巡线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测试轨迹

黑线要求
线宽3cm



超级巡线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程

BLE模式联网，只
需设置授权码以
及名称即可

初始化电机驱动以
及变量

每100ms刷新位置并控制

设定电机
输出边界

控制电机
输出

当开关处于OFF，
关闭电机输出

更新位置
函数

位置式PD控制小车转向输出量，kp(比例)：
用于控制转向快慢，kd(微分)：用于控制
转向稳定性；叠加基础速度，求解合计
控制输出，



超级巡线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视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0NDI1MDcyMA==.html?spm=a2hzp.8253869.0.0



百变积木（进阶机构篇）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官网:www.ruilongmaker.cc
淘宝:ruilongmaker.taobao.com
维科:wiki.ruilongmaker.cc
邮箱:info@ruilongmaker.cc
电话:+86-138 5811 4512
     +86-138 3612 38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