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atch传感互动套件（升级版）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Scratch传感器互动套件（升级版），是专门为

教育工作者和初学者创建与各种传感器交互而开发

的课程，通过Scratch和Picoboard+进行传感器互动

教学，板载光线传感器、声音传感器、按钮和滑杆，

同时可以通过标准的XH2.54防呆3pin传感器线连接

外接传感器，扩展多个实验案例，灵活多变。

套件简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软件支持：Scratch1.4/2.0、mblock、盛思2.0、S4A
注：本套件以官方版本Scratch2.0讲解说明。



套件展示

l 1pcs × Picoboard+主板
l 1pcs × USB Micro
l 1pcs × 单向倾角传感器
l 1pcs × 温度传感器
l 1pcs × 水滴传感器
l 1pcs × 旋钮传感器
l 4pcs × 按钮传感器
l 1pcs × 自锁按钮传感器
l 1pcs × 气体传感器(酒精)
l 1pcs × 红外测障传感器
l 1pcs × 摇杆模块
l 1pcs × 电阻侦测传感器
l 1pcs × 数字智能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l 1pcs × 多功能元件盒R675
l 4pcs × 双头XH2.54 3Pin 15cm传感器线
l 1pcs × Picoboard+亚克力外壳
l 10pcs × 电阻100Ω 1/4W
l 10pcs × 电阻1KΩ 1/4W
l 10pcs × 电阻10KΩ 1/4W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认识PICOBOARD+测控板

安装示意图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认识PICOBOARD+测控板

光线传感器

按钮传感器

声音传感器

滑竿传感器

XH2.54-3Pin传感器接口



Scratch2.0

软件下载地址：

https://scratch.mit.edu/scra

tch2download/

Labplus

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labplus.cn/index.php

/product/software/59-labplus

mBLOCK

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mblock.cc/zh-home

PICOBOARD+现支持以下软件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测控板连接-官方版本Scratch2.0

1.AdobeAIR环境软件安装：
由于Scratch在AdobeAIR环境上运行，所以首先安装 AdobeAIR
下载地址：https://get.adobe.com/cn/air/
2.Scratch2.0软件安装：
软件下载地址：https://scratch.mit.edu/scratch2download/
3.测控板驱动程序安装：
驱动程序下载地址：http://www.wch.cn/download/CH341SER_EXE.html
4.安装picoboard连接驱动：
http://cdn.scratch.mit.edu/scratchr2/static/__34f16bc63e8ada7dfd7ec1
2c715d0c94__/ext/ScratchDevicePlugin.msi

准备工作

注：所有程序安装包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下载或者找我们的客服索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测控板连接-官方版本Scratch2.0

软件连接

通过设备管理器查看测控板的端
口号，确定驱动是否正常工作。

打开软件，选择“更多模块” 选择“添加扩展”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测控板连接-官方版本Scratch2.0

选择“PicoBoard”
指示灯变绿，同时板子上的绿色指示
灯闪烁，表示PicoBoard联机成功

注意事项：其他兼容版本的连接
方式类似，可以参考官方版本的
连接方法，当指示灯变绿，同时
板子上的绿色指示灯闪烁，表示
PicoBoard联机成功，若使用有
困难可以联系我们：
E-mail：info@ruilongmaker.cc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测控板连接-官方版本Scratch2.0

指令简介

启动指令，数字
开关量触发，当
按钮按下或者端
口为ture时成立
触发程序。

启动指令，模拟
量与右边的阈值
比较触发，数值
和阈值比较关系
成立时触发程序。

开关（数字）量
返回值，有ture和
false两种状态。

模拟量返回值，
数值范围0-100。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测控板连接-官方版本Scratch2.0

使用技巧

        为方便查看传感器返回值，只需将对应积木块拖出，然后
鼠标左键单击，稍等片刻即可看到传感器实时的返回值



Scratch传感互动初级课程（升级版）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录

板载传感器

1.小猫动起来（按键）

2.怕光的小猫（光线）

3.声控小猫（声音）

4.移动的小猫（滑竿）

5.电子直尺（滑竿）

6.背景切换（按键）

7.噪声记录仪（声音）

8.声光控虚拟电灯（声音+光线）

扩展传感器

9.跷跷板（倾角）10.小猫被熏醉了（气体传感器（酒精））

11.体温计（温度）12.小猫被雨浇了（水滴）

13.旋钮乒乓球（旋钮）14.小猫计数器（测障）

15.小猫全方位行走（摇杆）16.室内入侵检测（热释电）

17.双模式路灯（声音+光线+热释电+自锁）

18.谁是抢答高手？（按键）19.选谁当班长？（按键）

20.归纳总结了解传感器原理（欧姆定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小猫动起来（按键）

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通过对Scratch软件的基本操作，我们可以轻松地让一只小猫动起来，但是如果我们想脱离鼠
标，利用我们手上的硬件PicoBoard来让小猫动起来该怎么做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让小猫
动起来吧。

准备工作

     通过轻触PicoBoard+板载按键，让小猫从坐标(X=0，Y=0)跳跃到坐标(X=0，Y=100)。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小猫动起来（按键）

程序编写

1.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2.确定按键按下坐标
位置以及默认位置

3.让整个过程重复循环 4.点击小绿旗运行程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小猫动起来（按键）

实验现象

1.按键按下 2.按键抬起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2.怕光的小猫（光线）

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在scratch中让小猫随着光线的改变而做出不一样的动作，该是多么
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让我们一起来动手完成吧。

准备工作

     通过改变PicoBoard+板载光线传感器感光亮度，让小猫根据光线强弱造成逃跑动画效果。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2.怕光的小猫（光线）

问题分析

        通过鼠标在舞台屏幕上移动可以观察右下
角的坐标位置变化情况，也就是小猫可以活动
的坐标范围X轴-240~240，Y轴-180~180。根据
任务要求，需要让小猫根据光线强弱造成逃跑
动画效果，假定坐标小猫初始坐标(X=0，Y=0)，
需要让X坐标值和光线数值进行相关联系。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2.怕光的小猫（光线）

程序编写

1.观察光线值的变化，由于Scratch2.0不带传感器数值显示窗口，所以需要通过新建一个变
量并赋值才能观察数值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2.怕光的小猫（光线）

实验现象

通过用手遮挡光线传感器观察
传感器数值变化，可以发现传
感器数值变化的规律是当光线
强时，数值变大，用手遮挡光
线时，数值变小，数值变化的
范围0-100。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2.怕光的小猫（光线）

程序编写

我们需要控制小猫从中心坐标（X=0，Y=0）处
移动到边缘外面（即X坐标大于240），而可以
光线传感器的值范围是0-100，所以通过一个公
式简单的换算，光线值*2.4的倍数，就可以实
现，光线增强  小猫往边上跑的效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3.声控小猫（声音）

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通过前面的几节课，我们学会了按键以及光线传感器的使用，今天我们能够在scratch中让小
猫根据我们掌声来让小猫来个瞬间移动，该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让我们一起来动手完
成吧。

准备工作

     通过改变PicoBoard+板载声音传感器检测是否拍手，让小猫按照击掌的次数在画面中来回跳动
效果。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3.声控小猫（声音）

程序编写

1.观察声音值的变化，由于Scratch2.0不带传感器数值显示窗口，所以需要通过新建一个变
量并赋值才能观察数值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3.声控小猫（声音）

实验现象

通过击掌，声音传感器检测数
值变化，可以发现传感器数值
变化的规律是当声音强时，数
值变大，声音弱时，数值变小，
数值变化的范围0-100。

注意：声音强度变化是瞬间的
现象，需要注意左上角声音变
量的数值变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3.声控小猫（声音）

程序编写

2.观察声音值的变化，假定数
值大于30为掌声触发阈值，设
定对应坐标。

实验现象

通过实验，发现声音值大于30时
小猫会移动到指定的坐标位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3.声控小猫（声音）

拓展训练

        通过实验，发现声音值大于30时小猫会移动，但是无法锁定位置，下面的拓展任务就需要击
掌之后锁定位置。

思路分析

        可以通过设置一个变量“声音变量”来标志小猫的状态，然后根据“声音变量”的状态来确定小
猫移动的坐标位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3.声控小猫（声音）

程序编写 实验现象

通过实验不难看出，变量增加的数
值会不太稳定，有的击掌会增加计
数1，有的击掌会增加多次，所以需
要对程序进行优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3.声控小猫（声音）

程序编写 实验现象

通过程序优化，可以看到变量“声音标
志”的计数变化比较稳定，可以通过该
变量，映射几个不同的位置，来实现
小猫在舞台走动的效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3.声控小猫（声音）

程序编写 实验现象

通过击掌，可以看到小猫在对应
的5个位置运动的效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4.移动的小猫（滑竿）

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通过前面的几节课，我们学会了按键\光线\声音传感器的使用，今天的课程来来学习用一个新
的物理变化——直线滑动距离，来实现对小猫的脚本控制。

准备工作

     通过拨动PicoBoard+板载滑竿传感器，控制小猫来回移动。

    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4.移动的小猫（滑竿）

程序编写

        可以重复之前课程的步骤，看到滑
竿移动时变量范围也是0-100，而整个
舞台的坐标范围X轴-240~240，根据比
例换算，作为X轴坐标。

实验现象

通过实验，滑竿滑动时小猫能在整
个舞台中移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5.电子直尺（滑竿）

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通过前几次的课程，我们学习了按键和滑竿的使用方法，在今天的课程中要做一个结合按键
和滑竿的互动项目。

准备工作

     通过拨动PicoBoard+板载滑竿传感器，当用按键按下确定起始位置，当再次按下终止位置，然
后小猫说出当前长度。

     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5.电子直尺（滑竿）

思路分析

程序编写

    首先，需要对滑竿的长度和返回的传感器的值建立联系，板载滑竿行程2cm，而返回值的范围
是0-100，那么通过简单公式换出，长度=返回值*20/100（mm）,然后按键按下记录绝对位置1，
当再次按下时记录绝对位置2，二者做差，并取绝对值后，由小猫说出

实验现象

实验现可以看到当滑竿
移动到中间位置时，长
度变量显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5.电子直尺（滑竿）

程序编写 实验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6.背景切换（按键）

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通过前几次的课程，我们学习了按键简单使用，今天我们需要用按键结合场景，进行切换，
学习按键锁存以及计数实验。

准备工作

     通过按下PicoBoard+板载按钮传感器，可以对当前场景切换。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6.背景切换（按键）

程序编写

1.新建背景-海滩 2.选择背景-海滩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6.背景切换（按键）

程序编写

3.同样的方法可以添
加背景-海底

4.编写按键触发以及背景切换的指令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6.背景切换（按键）

实验现象

通过按键触发，可以使得小猫所处的舞台背景来回切换。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6.背景切换（按键）

拓展训练

通过按键触发，使得小猫所处的舞台背景在多个背景间来回切换。

程序编写

1.根据前面的方法，可以添加多个背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6.背景切换（按键）

程序编写

2.根据前面的方法，按键标志计
数，根据计数值来实现背景切换

实验现象

小猫可以在4个舞台场景之间切换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7.噪声记录仪（声音）

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通过之前的课程，我们学习了声音传感器的简单使用，今天我们要结合声音传感器制作可以
记录噪声强度并且记录下来的互动程序。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板载声音传感器，可以实现对声音强度的实时强度曲线绘制。

    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7.噪声记录仪（声音）

思路分析

    在今天案例中要学习一个画笔的指令，画笔使用时 首先要设定画笔的颜色，然后设定画笔的
粗细，在画笔绘图之前要求清空，抬笔，移动坐标位置后落笔

程序编写 实验现象

通过上述实验可
以简单的使用画
笔了，为我们下
一步噪声图像绘
制做好准备

重复四次移动
100步然后右
转90°，可以
绘制出一个边
长为100的正
方形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7.噪声记录仪（声音）

思路分析

    噪声记录仪，可以以时间为X轴，在Y轴上用画笔绘制实时的声音强度值，做成如此的波形图。

程序编写 实验现象

哈哈，小猫充当
噪声记录的任务
圆满完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8.声光控虚拟电灯（声音+光线）

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通过之前的课程，我们学习了声音和光线传感器的简单使用，今天我们要结合二者做出声光
控的电灯。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板载声音传感器和光线传感器，可以实现在黑暗的情况下声控点亮舞台，
并延时10S后变黑。

    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8.声光控虚拟电灯（声音+光线）

思路分析

程序编写

    今天的案例需要满足，在黑暗情况下通过声音触发电灯点亮舞台，而在光线充足时不会通过
声控点亮。

实验现象

正常光线 用手遮挡光线

用手遮挡光线，并击掌
后亮显10S后变暗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9.跷跷板（倾角）

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之前的课程，我们学习的传感器都是在PICOBOARD+板子上的，接下来的课程要扩展多个传感
器，做出更多互动的作品，今天的课程内容是学习使用单向倾角传感器。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扩展的倾角传感器状态，模拟小猫跷跷板运动的状态。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2.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单向倾角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相连。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9.跷跷板（倾角）

认识器件

         单向倾角传感器，是基于SW-
200D钢球开关的数字模块，利用钢
球的特性，通过重力作用使钢球向
低处滚动，从而使开关闭合或断开，
因此也可以作为简单的倾角传感器
使用，输出数字开关量。

内部构造图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9.跷跷板（倾角）

硬件连接

使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单向倾角传感
器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相连。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9.跷跷板（倾角）

思路分析

         本案例需求是要用倾角传感器来模拟
小猫跷跷板转动，涉及多个角色脚本的控
制，分别是跷跷板一端的小猫、另一端的
小猴、跷跷板支撑点以及跷跷板。
        当倾角传感器在一侧时，小猫小猴以
及跷跷板转动到一个位置，当倾角传感器
在另一侧时，小猫小猴及跷跷板转动到另
一个位置。下面分别讲解每个脚本的程序
编辑。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9.跷跷板（倾角）

程序编写

1.新建角色“小猴”,从角色库中选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9.跷跷板（倾角）

程序编写

1.绘制角色“跷跷板” 2.绘制角色“跷跷板”，并设置好中心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9.跷跷板（倾角）

程序编写

1.新建角色“跷跷板支点” 2.绘制角色“跷跷板支点”，并设置好中心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9.跷跷板（倾角）

程序编写

1.编辑脚本“跷跷板支点”程序 2.点击小绿旗，可以观察到“跷跷
板支点”，移动到图示位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9.跷跷板（倾角）

程序编写

1.编辑脚本“跷跷板”程序 2.点击小绿旗，可以观察到“跷跷板”，随
着传感器模块倾斜实现跷左跷右的动画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9.跷跷板（倾角）

程序编写

1.编辑脚本“小猫”程序 2.点击小绿旗，可以观察到“小猫”，随着
传感器模块倾斜实现跷左跷右的动画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9.跷跷板（倾角）

程序编写

1.编辑脚本“小猴”程序 2.点击小绿旗，可以观察到“小猴”，随着
传感器模块倾斜实现跷左跷右的动画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0.小猫被熏醉了（气体传感器（酒精））

程序编写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今天的课程内容是学习使用气体传感器（酒精），可以让小猫获得灵敏的嗅觉能力，下面的
课程可以让我们做一只醉熏的小猫。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扩展的气体传感器（酒精）状态，模拟小猫醉熏原地旋转的状态。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2.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气体传感器（酒精）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0.小猫被熏醉了（气体传感器（酒精））

认识器件

         气体传感器（酒精），是基于
MQ-3气敏元件的模拟模块，利用
气敏元件对酒精蒸气敏感的特性，
当传感器探头部分感受酒精蒸气而
会导致气敏元件电阻值变化，从而
引起输出电压信号变化，当酒精蒸
气越浓，输出值越小。

注意：传感器工作时，会有稍许发热
现象，可以提高气体敏感活性，属于
正常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0.小猫被熏醉了（气体传感器（酒精））

硬件连接

使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气体传感器
（酒精）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
相连。

]]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0.小猫被熏醉了（气体传感器（酒精））

程序编写

         本案例需求是要用酒精气体传感器，
检测酒精蒸气的浓度，当酒精浓度超过
阈值，模拟小猫醉熏原地旋转的状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1.体温计（温度）

程序编写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今天的课程内容是学习使用温度传感器，可以让小猫获得实时播报温度的能力，下面的课程
可以让我们做能感受温度的小猫。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扩展的温度传感器状态，由小猫播报温度值并根据温度情况作出相应的反
应或者报警。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2.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温度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1.体温计（温度）

认识器件

         温度传感器，采用模拟信号输
出，采用LM35半导体检测温度，
可以用来对环境温度进行定性的检
测。灵敏度为10mV/℃，输出电压
与温度成正比。

端口测量值
℃

温度 A
100

mv10
mv5000




以下是换算公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1.体温计（温度）

硬件连接

使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温度传感器
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相连。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1.体温计（温度）

程序编写

         本案例温度换算公式根据之前公式，
按照A端口测量值*5，即为当前温度值，
当温度处于15.0℃之下时，小猫播报声音
以及说“有点冷哦~求抱抱~”并设定颜色特
效，当温度处于15.0℃~20.0℃之间时，
说“我很健康~”，而大于等于20.0℃时，
说“我发烧了~”并设定颜色特效。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1.体温计（温度）

实验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2.小猫被雨浇了（水滴）

程序编写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小猫在草地上滑行，突如其然的雨水打破了小猫的平静，今天我们学习水滴传感器，用水滴
检测环境中是否有水滴，模拟小猫下雨被浇了的过程。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扩展的水滴传感器状态，用水滴传感器检测环境中是否有水滴，模拟下雨
的过程。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2.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水滴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2.小猫被雨浇了（水滴）

认识器件

         水滴传感器，采用模拟信号输
出，当传感器检测部分检测到水滴
滴落时，输出电压上升，传感器输
出的模拟电压信号呈现线性变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2.小猫被雨浇了（水滴）

硬件连接

使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水滴传感器
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相连。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2.小猫被雨浇了（水滴）

绘制脚本

         绘制雨滴的脚本 根据需要复制多个雨滴的脚本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2.小猫被雨浇了（水滴）

程序编写

         设置小猫的场景背景，
可以从场景库中选择。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2.小猫被雨浇了（水滴）

程序编写

模拟小猫在草地上散步，同时
当雨量大于1时，说“我被雨浇
了~”2秒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2.小猫被雨浇了（水滴）

程序编辑

1.编辑脚本雨滴1 2.编辑脚本雨滴2 3.编辑脚本雨滴3 4.编辑脚本雨滴4

设置不同的雨量阈值，触发不同的雨滴运动，通过检测雨量大小模拟雨量的数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2.小猫被雨浇了（水滴）

实验现象

         小猫在草地中滑行，当雨量
参数在不同的数值时，会相应触
不同的雨滴下落滑行的效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3.旋钮乒乓球（旋钮）

程序编写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小猫在雨过天晴之后，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叫做旋转乒乓球，通过旋钮来控制滑档反弹
乒乓球。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扩展的旋钮传感器状态，用旋钮的角度值控制控制滑档反弹乒乓球。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2.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旋钮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3.旋钮乒乓球（旋钮）

认识器件

         旋钮传感器，采用模拟信号输
出，可以将单圈旋转的角度转变为
电压变化，测量范围0~300°，电压
输出范围0~电源电压(本案例电源
电压5V)。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3.旋钮乒乓球（旋钮）

硬件连接

使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旋钮传感器
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相连。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3.旋钮乒乓球（旋钮）

绘制背景

绘制背景底下的红色停止
线，当乒乓球碰到红色停
止线时停止运行程序，结
束游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3.旋钮乒乓球（旋钮）

新建脚本 编辑脚本

新建脚本“Paddle”

重复移动“Paddle”脚本的X轴坐标，由于旋钮取值
0-100，根据换算需要在舞台X轴向移动，那个可
以换算坐标=（旋钮取值-50）*（480/100），Y
轴方向坐标由于无需移动，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3.旋钮乒乓球（旋钮）

新建脚本 编辑脚本

新建脚本“Ball”

1.设定初值，遇到底部红色区域结束游戏，这是前提；
2.遇到边缘移动5步；
3.设定分数初值为0，碰到脚本“Paddle”，分数加1，然
后播放声音，设定射出方向为入射角的180°互补角，
移动5步，最后随机旋转±20°角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3.旋钮乒乓球（旋钮）

实验现象

    当用旋钮旋拧是可以控制滑块在舞
台中移动，当乒乓球遇到边缘和滑块时，
反弹乒乓球，此时分数加1，而当乒乓球
遇到底部红色区域时，游戏停止。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4.小猫计数器（测障）

程序编写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小猫在游戏之后，被接收一个任务，让他来数数。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扩展的红外测障传感器状态，用红外测障传感器被挡光的次数，并说出来。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2.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红外测障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4.小猫计数器（测障）

认识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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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输出
低电平，同时可以通过电位计调节
来实现检测距离的调节。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4.小猫计数器（测障）

硬件连接

使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红外测障传
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
相连。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4.小猫计数器（测障）

程序编写

        通过简单的实验，可以看到，当用手挡
光时，传感器指示灯亮起，此时输出低电平，
默认为高电平输出。
        当挡光后0.01秒后再次检测是否挡光，
成立后计数器增加1，同时弹奏鼓声，输出
第几个，为防止人员 一直在传感器前挡住，
计数器数值一直增加，加上重复执行直到恢
复不挡光的状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4.小猫计数器（测障）

程序编写

         当挡光一次计数器增加1，同时弹奏
鼓声，输出第几个，当 一直在传感器前
挡住，计数器数值不会增加。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5.小猫全方位行走（摇杆）

程序编写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通过前面的实验可以看到小猫灵活的控制，今天来学习用摇杆控制小猫各个方位的运动。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扩展的遥控传感器状态，用遥控传感器控制小猫全方位运动。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2.使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摇杆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板C端口和D端口相连。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5.小猫全方位行走（摇杆）

认识器件

         摇杆模块，采用模拟信号输出，
可以将X轴与Y轴的转角量通过模拟
电压的形式输出，二者组合可以获
得二维自由度的转角值。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5.小猫全方位行走（摇杆）

硬件连接

使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摇杆传感器
和PICOBOARD+主控板C端口和D端
口相连。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5.小猫全方位行走（摇杆）

程序编写

        通过简单的实验，可以观察摇杆在默认中
间状态时，(X=51,Y=51)，当X轴右边极限时，Y
轴为中间位置时，(X=100,Y=51)，当X轴为中间
位置时，Y轴为向上极限位置时，(X=51,Y=100)，
由此默认小猫处于(X=0,Y=0)，然后根据摇杆值
大小，可以控制小猫向左移动10步，向右移动
10步，向上移动10步，向下移动10步。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5.小猫全方位行走（摇杆）

实验现象

向左移动10步 向下移动10步向上移动10步向右移动10步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6.室内入侵检测（热释电）

程序编写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小猫今天的任务是看家，然而如果有人拜访时，拜访者会礼貌的按下门铃，当小猫检测到人
进入时，进行播报，但是如果拜访者没有按下门铃，那么将被视作非法入侵，发出报警。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扩展的数字智能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状态，用数字智能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检
测有无人员进入，并作出相应的触发。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2.用专用传感器线数字智能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6.室内入侵检测（热释电）

认识器件

         数字智能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默认是低电平输出，绿色指示灯常
亮，当前方有人体运动时会触发转
为高电平，绿色指示灯熄灭，持续
时间根据板载电位器设置，逆时针
旋转增加延时时间。检测人体以外
的热源，或无热源温度变化及移动
的情况下，可能无法进行检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6.室内入侵检测（热释电）

硬件连接

使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数字智能热
释电红外传感器和PICOBOARD+主
控板A端口相连。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6.室内入侵检测（热释电）

程序编写

        通过简单的实验，可以观察到在
有人进入时，传感器返回值为“false”，
所以当人员入侵时，此时门铃标志
置位，开始计时，在按钮按下也就
是按键按下的时刻，检测计时值，
小于10秒时，说“有客人来了！”2秒，
然后停止计时，回到初始位标志状
态，否则当计时值大于11秒时，说
“有陌生人入侵！”2秒。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6.室内入侵检测（热释电）

实验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7.双模式路灯（声音+光线+热释电+自锁）

程序编写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制作一个双模式的路灯，这个路灯具有声光控模式和人体感应模式，可以
在不同的需求下使用。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扩展的检测自锁按钮状态，用于切换路灯控制模式，实现在黑暗状态下声
控点灯并延时5秒熄灭，或者在黑暗状态人体感应点灯并延时5秒熄灭。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2.用专用传感器线自锁按钮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
    3.用专用传感器线数字智能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板B端口。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7.双模式路灯（声音+光线+热释电+自锁）

认识器件

        自锁按钮传感器，是自锁式轻触开
关的数字开关模块，利用按压按钮，可
以使得开关闭合和断开，输出数字开关
量，开关量，红色指示灯低电平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7.双模式路灯路灯（声音+光线+热释电+自锁）

硬件连接

用专用传感器线自锁按钮传感器和
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相连，数字
智能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B端口相连。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7.双模式路灯（声音+光线+热释电+自锁）

新建脚本 新建背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7.双模式路灯（声音+光线+热释电+自锁）

程序编写

编辑台灯脚本，在
光线值小于10时，
当自锁按钮抬起时，
处于声控模式；当
按下时，处于人体
感应状态，分别在
声控开关灯时发出
“朴”的一声。

编辑背景脚本，在
光线值小于10时，
当自锁按钮抬起时，
处于声控模式；当
按下时，处于人体
感应状态。在声音
触发时改变背景亮
度，延时5秒并回
复黑暗状态；在人
体感应触发时改变
背景亮度，延时5
秒并回复黑暗状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7.双模式路灯（声音+光线+热释电+自锁）

实验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8.谁是抢答高手？（按键）

程序编写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我们在电视节目中或者生活中都见过抢答器，当一个问题给出后，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按下
抢答器，谁就能够获得回答问题的权利，抢答器在竞赛中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你是否也想自己
制作一个抢答器呢？通过本节的学习，我们也可以做出自己的抢答器，快来吧！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扩展的4个按钮传感器状态，判断是那个按钮第一时间触发，并播报。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2.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4个按钮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板A、B、C、D端口。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8.谁是抢答高手？（按键）

认识器件

         按钮传感器，亦称按键传感器，
是点动式轻触开关的数字开关模块，
利用按压按钮，可以使得开关闭合
和断开，输出数字开关量，开关信
号数字输入模块，默认输出高电平，
按下触发为低电平。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8.谁是抢答高手？（按键）

硬件连接

使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4个按
钮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
板A、B、C、D端口相连。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8.谁是抢答高手？（按键）

新建脚本

         新建脚本字母“A”、“B”、“C”、“D”，用于
显示最后谁抢答成功，新建主持人脚本
“Wizard1”，用于主持人，同时更改舞台背景，
可在背景库中选择，或者自己定义。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8.谁是抢答高手？（按键）

编辑脚本

        默认点击小绿旗，字母“A”隐藏，在接收
到广播消息“开始抢答”后，当按钮触发时，
播放声音以及显示字母“A”，并停止整个程序。

        默认点击小绿旗，字母“B”隐藏，在接收
到广播消息“开始抢答”后，当按钮触发时，
播放声音以及显示字母“B”，并停止整个程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8.谁是抢答高手？（按键）

编辑脚本

        默认点击小绿旗，字母“C”隐藏，在接收到
广播消息“开始抢答”后，当按钮触发时，播放
声音以及显示字母“C”，并停止整个程序。

        默认点击小绿旗，字母“D”隐藏，在接收到
广播消息“开始抢答”后，当按钮触发时，播放声
音以及显示字母“D”，并停止整个程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8.谁是抢答高手？（按键）

编辑脚本

        默认点击小绿旗，主持人隐藏，当板载
按钮触发时，显示主持人，并播放声音说
“大家准备好了吗？”5秒，随后播放声音说
“开始抢答！”，并广播消息“开始抢答”。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8.谁是抢答高手？（按键）

实验现象

触发抢答按钮“A”，显现脚本
A，并停止全部程序。

触发板载按钮，依次说“大
家准备好了吗？”5秒和“开始
抢答！”

点击小绿旗，开始运行程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9.选谁当班长？（按键）

程序编写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大家都应该参加过投票吧，在投票器出现之前，数据的处理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但当投票
器出现之后呢，数据处理就变的非常简单了，投票器可以直接的把数据结果显示出来。本节课
呢，我们就自己动手来制作一个投票器。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扩展的4个按钮传感器的状态，累加可以对各位候选人的投票进行累加计
数，每次投票必须有监票人发指令后方可计票，防止一人多投等现象出现。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2.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4个按钮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板A、B、C、D端口。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9.选谁当班长？（按键）

硬件连接

使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4个按
钮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
板A、B、C、D端口相连。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9.选谁当班长？（按键）

新建变量

新建变量“小王”、“小何”、“小贝”、
“小赵”，用于显示候选班长的名字以
及计分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9.选谁当班长？（按键）

编辑脚本

初始设定变量“小王”、“小何”、“小贝”、
“小赵”为0，当板载按钮按下时，播放
声音并说出“请投票！”2秒，并广播消
息“开始计数”；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9.选谁当班长？（按键）

编辑脚本

       变量“小王”、“小何”、“小
贝”、“小赵”，在按下对应的按
钮时，播放声音并对应人员计
数，并且只可以按一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19.选谁当班长？（按键）

实验现象

       累加可以对各位候选人的投票进
行累加计数，每次投票必须有监票人
（小猫）发指令后方可计票，每次可
以投给每个人最多1票，防止一人多
投现象出现。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20.欧姆定律

程序编写情景导入

任务目标

    通过前期的学习，我们了解到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可以返回不同规律的数值，但是归根到底，
还是电压信号的变化，今天我们电阻和电压之间的变化规律，并且接单了解一下欧姆定律。

准备工作

     通过检测PicoBoard+扩展的电阻侦测传感器状态，验证欧姆定律。

    1.打开Scratch软件，并使PicoBoard+硬件处于联机状态；
    2.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电阻侦测传感器和PICOBOARD+主控板A端口。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20.归纳总结了解传感器原理（欧姆定律）

认识器件

         电阻侦测传感器，模块采用免
螺丝端子，扩展连接鳄鱼夹，可以
使用鳄鱼夹夹取测量电阻类传感器，
上拉电阻10k，默认检测电阻计算
公式（KΩ）：

10010
eSensorValu

Rk
R

x

x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20.归纳总结了解传感器原理（欧姆定律）

硬件连接

使用专用传感器线连接电阻
侦测传感器和PICOBOARD+主
控板A端口相连；待测电阻和
红黑两个鳄鱼夹相夹（不分
极性）。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20.归纳总结了解传感器原理（欧姆定律）

编辑脚本

10010000
eSensorValu

R
R

x

x 


根据欧姆定律可以计算得出，
待测电阻的换算公式，根据公
式可以换算出二者的关系，编
辑程序如左边所示：

1100
10000




eSensorValu

Rx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标-20.归纳总结了解传感器原理（欧姆定律）

实验现象

        当两个测试夹测试标称10KΩ电阻的时候，可
以检测出电阻值为9980Ω，标称1KΩ电阻的时候，
可以检测出电阻值为989Ω，标称100Ω电阻的时候，
可以检测出电阻值为101Ω，实际检测时还会发现
用人手触碰时还会发生变化，因为人体的也是一
个电阻，由此可以验证纯电阻电路的串并联。



Scratch传感互动套件（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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