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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PI(UNO)创意电子学习实验箱-套件简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MIXEPI，是睿龙创客工场推出的一体化教学实验箱系列产品，

集成13种共计16个传感器功能模块，集光线、旋钮、声音、摇

杆、按钮、MP3模块、温湿度、蜂鸣器、风扇、LED灯、红外接

收、超声波、OLED显示器为一体的教学实验箱，内置128M存

储（其他容量可以定制），预置多段语音以及教学资料网站，方

便大班教学以及案例原型的开发，同时更加经济实用，方便便捷，

可以完成诸如抢答器、温湿度计、遥控电子琴、红黄绿交通灯、

声控灯、调光灯等案例开发。

软件支持：Arduino IDE、Mixly、Mind+等多款软件平台。
注：本套件以官方版本Mixly1.0讲解说明，附带Ruilong企业库。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认识MIXEPI(UNO)教学实验箱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认识MIXEPI(UNO)教学实验箱

序号 功能 管脚 备注

1 光线传感器 A0 5516光敏电阻器，光线↑，数值↑

2 旋钮传感器 A1 B10K旋转电阻器，顺时针，数值↑

3 摇杆传感器 A2 五向导航开关，支持上下左右以及按下操作，输出5个电压值

4 声音传感器 A3 50倍增益声音传感器，声音↑，数值↑

5 OLED显示器 A4/A5|I2C SSD1306控制器，支持128*64单色点阵显示

6 红外接收 D2 38Khz红外接收器，可以接收标准38Khz红外信号

7 按钮传感器 D3/4 按下(0)，抬起(1)

8 风扇模块 D5 C300马达风扇，高低电平或者PWM控制电机，高电平转动，低电平停止

9 超声波传感器 D6-Trig|D7-Echo HC-SR04+超声波传感器，通过协议获取测量距离值

10 蜂鸣器模块 D8 有源蜂鸣器，停(0)，响(1)

11 交通灯模块（LED灯） D9/10/11 5mmLED指示灯，灭(0)，亮(1)

12 MP3播放器 D12 以YX6200-16S 为核心，支持硬解码，简单的串口指令控制播放音乐

13 温湿度传感器 D13 DHT11温湿度探头，单总线数字采集，可以测量20-95%RH湿度以及0-50℃温度

功能介绍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准备工作

1.Mixly软件安装：
软件下载地址:
https://mixly.readthedocs.io/zh_CN/latest/basic/02Installation-update.html
2.驱动程序安装：
驱动程序下载：http://www.wch.cn/product/CH340.html
3.软件帮助文档：https://mixly.readthedocs.io/zh_CN/latest/

准备工作



Ruilong企业库安装“云端导入”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STEP1:点击
“导入库”

STEP2:选择
“Ruilong”

STEP3:选择
“云端导入”

企业库安装 部分功能官方版并未增加，需要加载Ruilong企业库才能正常工作！！



Ruilong企业库安装“本地导入”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STEP1:企业库下载并解压：
https://wiki.ruilongmaker.cc/images

/3/30/RuilongMaker_Extend.zip

STEP3:选择“本地导
入”以及

ruilong.xml
即可正常导入

企业库安装 部分功能官方版并未增加，需要加载Ruilong企业库才能正常工作！！

STEP2:选择
“导入库”



准备工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STEP1:点击
软件安装包

STEP2:点击
安装，和通
常软件安装
方法一致

STEP3:通过电脑设备管理器
中查看虚拟的端口号，本案
例中显示COM2（不同电脑
会有差异，不影响使用）

驱动安装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录

目    录

l Hello world!!
l 红黄绿灯
l 流光沙漏
l OLED显示图案|文字|几何图案
l OLED显示摆动的指针
l 按钮点灯 点动式|自锁式
l 双人抢答器
l 旋钮调速风扇

l 按钮调速风扇
l 红外遥控风扇
l 家居温湿度计
l 声光控路灯
l 超声波测距仪
l 测距报警器
l 遥控MP3播放器
l MP3播放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Hello world!!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的串口功能，用串口打印
“Hello World!!”
l 串口打印

学习使用串口功能，间隔1000ms，用串口打印
输出“Hello World!!”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Hello world!!

硬件准备
将UNO以及扩展板，用USB数据线连接至电脑，
打开Mixly软件，并连接正确的COM端口，开
始下一步编程操作；

TypeC USB，正反
面可以接插

模式开关，编程模式用于编程
上传程序，U盘模式，可以更改
读取内置存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Hello world!!

编程方法

选择串口
模块指令

选择控制
模块指令

选择文本
模块指令

STEP3:选择
正确的硬件
型号

STEP4:点击
上传，程序
上传焼录

STEP2:选择
正确的COM
端口

STEP1:编辑
程序指令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Holle world!!

实验现象

点击串口监视器，就可以看到串口打印
窗口，如右图所示，同时以1000ms的速
率打印一次，并且换行。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红黄绿灯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的IO管脚控制输出，高低电
平切换使用，控制LED使用。
l LED灯（数字输出）

学习使用IO数字输出功能，根据实际需求切换
高低电平，控制模拟红黄绿灯切换的逻辑以及
顺序。



红黄绿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红灯开，延时2000ms

黄灯循环2次，间隔
500ms

绿灯亮，延时2000ms

红灯关

绿灯关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流光沙漏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的IO管脚模拟输出，控制LED
的亮度。
l LED灯（模拟输出）

学习使用IO模拟输出，利用循环实现控制LED
亮度由暗变亮，再由亮变暗的过程，模拟输出
0-255对应暗至最亮。



流光沙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循环执行255次，步进1

将执行步级对应设置管
脚模拟输出值

延时实现短暂停留

由亮变暗的过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OLED显示图案|文字|几何图形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的I2C管脚，控制OLED显示
器显示图案。
l 预置图案显示
l 显示英文字符
l 显示几何图形

学习使用I2C通信以及OLED显示器，控制OLED
显示预置图案、文字、几何图形。



OLED显示图案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初始化OLED显示器

显示内置图标1

显示内置图标2

(0,0)
x=0-127

y=0-63



OLED显示文字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OLED初始化

显示文本“Hello World!!”

(0,0)
x=0-127

y=0-63



OLED显示几何图案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初始化OLED显示器

显示三角形

(0,0)
x=0-127

y=0-63

显示圆

显示圆角矩形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OLED显示摆动的指针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的I2C管脚，控制OLED显示
器显示指针动画图案。
l 显示摆动的指针0-180°往复摆动

学习使用I2C通信以及OLED显示器，控制OLED
显示几何直线线段，固定起点，终点通过圆形
的坐标函数换算得到坐标位置，并进行相对的
运算，得出坐标值。



OLED显示摆动的指针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计算指针（直线）的终点坐标值，我们设计在
圆周上，可以利用三角函数换算圆周上的点的

坐标位置，同时根据屏幕坐标关系换算

初始化OLED显示器

从0-180转动

从180-0转动

(0,0)
x=0-127

y=0-63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按钮点灯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的D3管脚，按钮点动、自锁。
l 按钮传感器（数字输入）
l LED灯模块（数字输出）

学习使用Arduino的数字输入输出功能，按钮
输入信号控制LED输出；



按钮点灯 自锁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9号管脚数字输出高电平，LED
点亮，低电平，LED熄灭

3号管脚数字输入，返回数值高电
平1，低电平0；由于按钮硬件设计，
默认上拉，即默认高电平，按下低
电平；所以逻辑信号取非，按钮按

下灯亮，抬起灯灭。



按钮点灯 点动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检测按钮是否按下

消抖

读取LED管脚的电平，然
后对其取反输出

再次确认是否按下

当处于按下时，只判断 
一次，防止长按误判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双人抢答器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的D3/4管脚软中断触发的应
用，输入信号互锁的变化，控制使用蜂鸣器。
l 软件中断触发
l 信号互锁
l 蜂鸣器模块
l 按键传感器

学习使用Arduino的D3/4管脚外部输入中断功
能，通过中断获取触发信号，然后处理中断响
应的快慢来判断抢答快慢，再通过蜂鸣器和
LED进行指示。



双人抢答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黄色D3触发，

蜂鸣器响，红灯亮

声明标志位变量

获取D3触发，当
且仅当首次触发

获取D4触发，当
且仅当首次触发

互锁关系

判断两个按键是否抬
起，抬起后蜂鸣器灭，
红灯灭，标志位清零

蓝色D4触发，
蜂鸣器响，黄灯亮

判断两个按键是否抬
起，抬起后蜂鸣器灭，
黄灯灭，标志位清零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旋钮调速风扇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的模拟管脚采集旋钮传感器
数值以控制马达风扇转动。
l 旋钮传感器（模拟输入）
l 马达风扇模块（模拟输出）

学习使用Arduino的模拟管脚采集旋钮传感器
数值A1，数值范围0-1023，通过映射到0-255
的的数值范围，控制模拟输出D5，即达到风扇
速度的控制。



旋钮调速风扇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A1号管脚模拟输入旋
钮的电压，输入范围

0-1023

5号管脚模拟输出电压，数值范围0-255

映射转范围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按钮调速风扇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的数值以控制马达风扇转动。
l 按钮传感器（数字输入）
l 马达风扇模块（模拟输出）

学习使用Arduino的数字管脚采集D3/4输入状态变化，
设置5挡步进调速，通过映射到0-255的的数值范围，
控制模拟输出D5，即达到风扇速度的控制。



按钮调速风扇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按钮触发，减档

5号管脚模拟输出电压，数
值范围0-255

映射转范围

按钮触发，加档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红外遥控风扇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的红外接收传感器，并根据
对应码执行控制。
l 红外接收传感器
l LED（数字输出）
l 马达风扇模块（模拟输出）
l EEPROM（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

学习使用Arduino的红外接收传感器，根据获
取的码值执行风扇对应的档位控制，设有3挡
速度，并用LED显示，当掉电后可以保存最后
一次设定的速度开机运行。



红外遥控风扇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键值 数值(H) 键值 数值(H)

A FFA25D 0 FF6897

B FF629D 1 FF30CF

C FFE21D 2 FF18E7

D FF22DD 3 FF7A85

E FFC23D 4 FF10EF

F FFB04F 5 FF38C7

上 FF02FD 6 FF5AA5

下 FF9867 7 FF42BD

左 FFE01F 8 FF4AB5

右 FF906F 9 FF52AD

中间R FFA857

参考表格



红外遥控风扇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读取当前EEPROM数值，若不
在范围，则赋值限定在0-3

当且仅当，处于
“开”状态，获取
对应码值并赋值
至EEPROM，

当处于“开”
状态时，赋
值速度值；
否则，停止

转动 用于切换“开”
或者“关”状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超声波测距仪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的采集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并
在OLED上显示。
l 超声波传感器（特殊传感器）
l OLED显示器（I2C通信）
l 按钮传感器（数字输入）

学习使用Arduino的采集超声波测距值，并显示在
OLED上，默认自动刷新数据，当按下D3按钮后，停
止刷新，再次按下又重新刷新数据；



超声波测距仪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检测D2是否按下，重复2
次确定后，标志位取反

设置字体，以及赋值测量距离

初始化OLED

flag设置为是否刷新
的标志位，1为不刷

新，0为刷新
item设置为测量距离数值

防止长按，重复取反

刷新测距值停止刷新，锁定数值

(0,0)
x=0-127

y=0-63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家居温湿度计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的DHT11温湿度传感器，并
将数值播报并显示出来。
l DHT11温湿度传感器（特殊传感器）
l OLED显示器（I2C通信）

学习使用Arduino采集DHT11温湿度值，并于OLED显示实
时的温湿度数值。



家居温湿度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显示温度以
及湿度

获取温湿度数值

绘制圆角矩形

绘制预制图标，
坐标位置以及大
小可以根据自己

喜好调整

初始化OLED

(0,0)
x=0-127

y=0-63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声光控路灯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的模拟管脚采集光线亮度以
及声音响度，控制LED，模拟路灯点亮。
l 光线传感器（模拟输入）
l 声音传感器（模拟输入）
l LED灯（数字输出）

学习使用Arduino的模拟管脚采集光线亮度以及声
音响度，当且仅当黑暗条件下，声音响度达到一定
数值后，点亮路灯5S；



声光控路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当且仅当，亮度低于300，
声音响度高于300才使得
条件成立，阈值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调节
打印亮度数值以
及声音响度数值

开启D9/10/11灯

开启D9/10/11灯

延时5000ms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测距报警器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采集超声波传感器数值控制
蜂鸣器和LED。
l 超声波传感器（特殊传感器）
l LED（数字输出）
l 蜂鸣器（数字输出）

学习使用Arduino采集超声传感器的测距值，当距
离小于30cm时触发LED以及蜂鸣器报警，距离越近，
报警声音越急促，通过调节延时实现。



测距报警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采集超声波传感
器测距数值

关闭D9/10/11灯
以及D8蜂鸣器

超声波采样间隔时间100ms

设置开关的延时大小，
并与距离值相关

开启D9/10/11灯
以及D8蜂鸣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P3音乐播放器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采集摇杆传感器的，并用摇
杆控制MP3播放器的音乐播放、暂停、上一曲、
下一曲、音量加、音量减。
l OLED显示器（I2C通信）
l MP3音乐播放器（UART串口通信）
l 摇杆传感器（模拟输入）

学习使用Arduino采集摇杆上下左右按下抬起等6个
姿态的电压数值，来控制OLED显示以及MP3播放音
乐的的状态。



MP3音乐播放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上一曲 音量减1

下一曲
音量加1



MP3音乐播放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播放或者暂停



MP3音乐播放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初始化OLED显示器，并使OLED
显示“MP3 Player”，并设置初始

音量为20（范围0-30）

上一曲

播放或者暂停

音量减1

下一曲

音量加1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遥控MP3播放器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采集红外遥控接收传感器，
并用摇杆控制MP3播放器的音乐播放、暂停、
上一曲、下一曲、音量加、音量减。
l OLED显示器（I2C通信）
l MP3音乐播放器（UART串口通信）
l 红外接收传感器（红外通信）

学习使用Arduino采集红外接收传感器的操作，来控
制OLED显示以及MP3播放音乐的的状态。



红外遥控风扇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键值 数值(H) 键值 数值(H)

A FFA25D 0 FF6897

B FF629D 1 FF30CF

C FFE21D 2 FF18E7

D FF22DD 3 FF7A85

E FFC23D 4 FF10EF

F FFB04F 5 FF38C7

上 FF02FD 6 FF5AA5

下 FF9867 7 FF42BD

左 FFE01F 8 FF4AB5

右 FF906F 9 FF52AD

中间R FFA857

参考表格



遥控MP3播放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写

上一曲

播放或者暂停

音量减1

下一曲

音量加1

初始化OLED显示器，并设
置初始音量为20（范围0-30）



创意电子学习实验箱
MIXEPI(UNO)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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