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xly图形化Arduino机器人套件（Cockroach Robot）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Mixly图形化Arduino机器人套件-套件展示

l 1pcs × Cockroach Robot(兼容Arduino UNO)
l 1pcs × HC-SR04超声波传感器
l 1pcs × USB Micro数据线
l 1pcs × 红外软硅胶遥控器
l 1pcs × 多功能元件盒G170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Mixly图形化Arduino机器人套件-套件简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Mixly图形化Arduino机器人套件，又称作小强机器人

（Cockroach Robot）是一款兼容Arduino UNO的机器

人小车产品。采用ATmega328P为主控，使用稳定性较

高的CH340串口转换芯片，集成多种传感器和执行器，

板载12颗RGB彩灯、按键、电机、寻迹、声音、超声波

测距、蜂鸣器、数码管、红外接收传感器等，可以轻松

实现多达15个以上的实验案例，满足大班机器人教学的

基本要求。

软件支持：Mixly\Arduino IDE等，附带标准库
注：本套件以官方版本Mixly0.998讲解说明。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认识 Cockroach Robot

左侧轮子

电池安装柱

按键传感器

复位按键

无源蜂鸣器

寻迹传感器

右侧轮子

四位数码管

红外接收器

声音传感器

炫丽彩灯

超声波测距

编程端口电源插座 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 蓝色闪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认识 Cockroach Robot

管脚分布图

寻迹传感器 A6 A0 A1 A2 A7

声音传感器 A3

四位数码管 SDA-A4 SCL-A5

按键传感器 D2\D3

左轮电机 D4-D5

右轮电机 D6-D7

无源蜂鸣器 D8

RGB彩灯 D9

超声波传感器 TRIG-D10 ECHO-D11

红外接收器 D12

蓝色闪灯 D13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认识机器人 (Cockroach Robot)扩展库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准备连接Cockroach Robot

1.Mixly软件安装：
软件下载地址：http://mixly.cn/explore/software/mixly-arduino
2.驱动程序安装：
驱动程序下载地址：http://www.wch.cn/product/CH340.html

注意：标准库参考附带资料中，或者和销售员获取RuilongMaker定制版本。

准备工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准备连接Cockroach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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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板子型号“Arduino UNO”，选择COM端口号“COM3”,
不同电脑的端口号会不同，要与设备管理器一致。

开始为Cockroach Robot编程吧！
定义属于你的机器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学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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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综合模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Hello world!!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串口功能，用串口
打印“Hell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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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olle world!!

硬件准备
将Cockroach Rob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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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Ho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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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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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亮小灯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板载D13LED灯，控
制LED亮灭以及规律变化；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D13管脚输出功能，
控制输出高低电平

蓝色闪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点亮小灯

硬件准备
将Cockroach Rob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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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2.点亮小灯

编程方法

选择控制
模块指令

选择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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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亮小灯

实验现象

上传程序后可以看到，板载D13蓝色闪灯交替闪烁着，中间间隔1S。

等待1s 等待1s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3.触发按键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板载按键，学习使
用常见的按键识别方法；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D2\D3管脚的数字输
入功能，读取D2\D3管脚的数值，并实现一定
的功能。

按键D3

按键D2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3.触发按键

编程方法1

        通过串口打印输
出按钮传感器对应管
脚D2返回值；

        延时1000ms，防
止输出过快，电脑卡
机或者显示不正常；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3.触发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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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输出1，当按钮按下时，
输出0。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3.触发按键

编程方法2

默认按钮抬起状态下，
D2为高，逻辑取反后
为低，蓝色闪灯为灭，
反之，按钮按下，蓝
色闪灯为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3.触发按键

编程方法3

检测D2按钮传感器是
否按下；

延时20ms消抖；

再次检测D2按钮传感
器是否按下；

当检测到D2按钮传感
器按下，设定蓝色闪
灯为当前状态相反；

为防止按下后持续触
发，添加条件过滤该
情况；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3.触发按键

实验现象

上电复位后蓝色闪灯熄灭，按下点亮，
再次按下熄灭，循环往复。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4.蜂鸣乐符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板载蜂鸣器，播放
七音阶；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D8管脚数字输出功
能，通过发出不同频率的脉冲，来实现不同音
阶的峰鸣；

无源蜂鸣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4.蜂鸣乐符

编程方法

对应3个8度中高低音21音符，
通过调节设置1个八度播放，
右侧为全部音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5.超声测距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距离值使用板载数码管显示；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超声波传感器的控
制方法，获取超声波传感器的返回值。

超声测距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5.超声测距

编程方法1
        通过串口打印输
出超声波传感器返回
值，默认单位为cm；

        延时500ms，防止
输出过快，电脑卡机
或者显示不正常；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5.超声测距

编程方法2

        默认单位为cm的
小数，而显示只有4位
数值，需要取整；

        延时500ms，防止
输出过快，显示不正常；

        获取超声波传感
器返回值，默认单位
为cm；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5.超声测距

实验现象

上电复位后数码管显示超声波传感器的测距值。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6.距离钢琴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采集距离值和蜂鸣器音阶对应；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超声波传感器并控
制蜂鸣器音阶，通过超声测距获取距离值，线
性变化控制蜂鸣器峰鸣。

C5 D5 E5 F5 G5 A5 B5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6.距离钢琴

编程方法

获取超声波传感器值，
并显示在数码管显示器；

设定对应的范围，播放
蜂鸣器音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7.倒计时器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数码管模块，按键
触发实现10S倒计时的效果；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数码管、蜂鸣器、按键3个的综
合应用，默认有两种状态，等待状态时显示初始值10.00，
并闪烁；倒计时，显示当前发生的倒计时数值，当归零后
重复显示0，并伴随蜂鸣器峰鸣。

数码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7.倒计时器

编程方法

设定变量counter初值为1000
（相当于10S），变量item为
状态标志，初始化D2按键中
断，设置当D2按下后状态标
志置位；

初始状态标志位为0取反后，
显示数值，并保持第二个小
数点常亮，通过清屏实现闪
烁跳动；

开始倒计时，显示1000-0的
所有数值，中间时间间隔为
10ms；

显示完毕，重复3 次峰鸣和清
屏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7.倒计时器

实验现象

上电复位后显示10.00数值 按下D2按钮，开始显示倒计时数值 结束显示倒计时数值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炫丽彩虹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RGB彩灯模块；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RGB彩灯模块功能，
控制RGB彩灯变化不同的颜色；

RGB彩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炫丽彩虹

编程方法

循环设置，RGB彩灯号从0-11颜
色为(R=255,G=0,B=0)，实现所有
灯点亮显示红色，延时200ms用
于流苏效果以及防止误操作；

循环设置，RGB彩灯号从0-11颜
色为(R=0,G=0,B=0)，实现所有灯
点亮熄灭，延时200ms用于流苏
效果以及防止误操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炫丽彩虹

实验现象

上电复位后RGB彩灯从标号0-11依次显示
红色，再恢复熄灭状态往复循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炫丽彩虹

编程方法 实验现象

12颗灯实现同时实现七彩变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8.炫丽彩虹

编程方法 实验现象

12颗灯实现依次实现七彩变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9.声控彩灯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声音传感器，控制
彩灯变化；

通过采集声音传感器的数值大小，根据数值变化，
实现彩灯模块的按照声音大小颜色规律变化；

声音传感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9.声控彩灯

编程方法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9.声控彩灯

实验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0.遥控调光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采集距离值和蜂鸣器音阶对应；

学习使用UNO Core的D13管脚输出功能，控制
输出高低电平

遥控接收器



10.遥控调光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参考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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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0.遥控调光

编程方法

调用红外接收的函数，解码后
的数值转移至ir_item；

当按键A按下后，所有RGB彩灯
显示红色；

当按键B按下后，所有RGB彩灯
显示绿色；

当按键C按下后，所有RGB彩灯
显示蓝色；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0.遥控调光

实验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1.启动小车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电机驱动模块，控
制电机正转、反转、调速等；

学习使用电机驱动模块，控制电机正反转，当
小车前进时，需要两个轮子一个顺时针转动，
另一个逆时针转动，而后退以及左右转都是类
似的原理，控制两个轮子进行运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1.启动小车

编程方法

调用电机控制函数，设置速度，
此时小车前进，速度100；

延时等待1000ms；

速度范围为-255~255，正为前进
或者正转，负为后退或者反转；

调用电机控制函数，设置速度，
此时小车后退，速度100；

设置两轮的速度均为100，左轮
前进，右轮后退；

设置两轮的速度均为100，左轮
后退，右轮前进；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2.摇摆小车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和电机驱动模块的综合应用，当检测距离小于
设定值后，小车来回摆动；

学习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到距离小于设定
值10cm时，设置左右轮速度均为200，但是反
向相反，持续200ms，在设置与之相反的方向，
重复2次，实现摇摆的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2.摇摆小车

编程方法

检测超声波传感器的距离值，
当距离小于10cm；

重复电机往复转动2次；

电机往复转动，延时间隔200ms；

不满足距离10cm时，停止转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3.遥控小车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红外接收传感器和
电机驱动模块的综合应用，红外遥控器遥控小
车运动；

学习使用红外遥控接收传感器，当接收到对应
按键码值时，对应码值对应小车运动控制，比
如前进、后退、左转、右转、摇摆等。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3.遥控小车

编程方法 前进；

后退；

左转；

右转；

摇摆；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4.寻迹小车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红外寻迹传感器，
采集寻迹传感器的数值并施以控制电机，使之
寻线运动；

学习使用寻迹传感器，获取传感器数值变化规
律，识别小车的位置，然后控制电机使小车保
持中间位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4.寻迹小车

编程方法

位置<3 位置=3 位置>3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4.寻迹小车

编程方法 获取传感器数值，并载入
数组mylist；

循环判断mylist每1项，当
遇到黑线时，数值为大于
100，并显示在数码管上；

偏离在左侧，控制小车向
右转动；

偏离在右侧，控制小车向
左转动；

在中间位置，保持直行；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4.寻迹小车

编程方法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5.综合模式

学习目标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Arduino机器人的全部传感器，即出
厂测试模式；

使用遥控器来切换测试所有传感器功能；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5.综合模式

编程方法 按A测试RGB红色显示，并
显示当前超声测距值；

按B测试RGB绿色显示，并
显示当前声音值；

按C测试RGB蓝色显示，并
让蜂鸣器峰鸣；

按中间R测试RGB关闭显示，
并来回摇摆；

按1-5，测试5个寻迹传感器；



Mixly图形化Arduino机器人套件
（Cockroach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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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