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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micro：bit V2-产品简介

 MXIEPI（Microbit V2），是睿龙创客工场推出
的一体化教学实验箱系列产品，以BBC Micro:bit V2
为核心，板载集成了LED矩阵、按钮、蜂鸣器、电
子罗盘、加速度计、声音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以及
无线射频通讯功能，配套实验箱集成了摇杆、模拟
5按键、OLED显示器、RGB全彩灯、USB电源控制
模块以及电池充电升压管理系统，内附24课时课程，
助你轻松实现创意制作。

软件支持：Mixly、micropython、makecode等
硬件支持：micro:bit（官方版）
注：本套件以makecode软件讲解说明。
在线云编程：
https://makecode.microbit.org/#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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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硬件介绍

硬件介绍

引脚功能 引脚名 备注

数字
输入/输出

P0、P1、P2、P3、P4、P5、
P6、P7、P8、P9、P10、

P11、P12、P13、P14、P15、
P16、P19、P20

取值为0或1

模拟
输入 P0、P1、P2、P3、P4、P10 范围为0-1023

IIC P19（SCL)、P20(SDA)

SPI P13(SCK)、P14(MISO)、
P15(MOSI)

PWM

P0、P1、P2、P3、P4、P5、
P6、P7、P8、P9、P10、

P11、P12、P13、P14、P15、
P16、P19、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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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介绍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标
号 名称 功能

1 按钮A、B 可编程按钮，可以分别或者一起使用。

2 LED和光传感
器 组成显示器，显示数字、文字、图案，充当光线传感器测量光线强度。

3 引脚-GPIO 可以连接耳机，感应触摸并添加其他电子设备。

4 3V电源 可以使用3伏电源引脚为外部LED和其他电子设备供电。

5 引脚-接地 接地引脚，完成电路。

6 触摸传感器 触摸传感器，可用作程序中的其他按钮。

7 麦克风LED灯 麦克风主动检测到声音，LED亮起。micro：bit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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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介绍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标号 名称 功能

1 蓝牙天线 通过无线电和其他micro：bit以及使用蓝牙和其他设备通信。

2 处理器、温度传
感器 处理器是大脑，负责获取，解码和执行指令。它还包含一个温度传感器，用来测量设备环境温度。

3 磁场传感器 测量磁场强度，可以在三个维度上测量磁场。

4 加速度传感器 加速度计可测量包括重力在内的3个维度的力。

5 别针 连接micro：bit即可制作耳机，简单的开关和电子设备，感应触摸。

6 USB插座 从计算机将程序下载到micro：bit并使用USB接口为其供电。

7 红色LED 点亮以表明它已通过USB插座供电。

8 重置按钮 重新启动micro：bit程序

9 电池插座 可以不用USB供电，用电池组供电。

10 USB接口芯片 将新代码刷新到micro：bit，通过USB向计算机发送串行数据和从计算机接收串行数据。

11 蜂鸣器 内置蜂鸣器模块。

12 声音传感器 监测声音，正面有个小孔。

13 红色电源-LED 显示何时通过电池或USB供电。

14 黄色USB-LED 刷新程序文件时，黄色LED指示灯将闪烁。

15 重置、电源按钮 按下从头运行程序，按住不放，红色电源LED将消失。当电源指示灯熄灭时，松开按钮，进入省电
睡眠模式，延长电池寿命，再次按下按钮以唤醒。

micro：bit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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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硬件介绍

硬件介绍 序号 名称 备注

1 TypeC USB 给内置锂电池充电

2 电源开关 单击开机，双击关机

3 3P扩展接口 外接传感器接口

4 I2C接口 用于连接其他I2C设备

5 USB电源 USB电源模块，扩展USB小夜灯、风扇、水泵等

6 切换开关
开关切换到NO档，摇杆和按键连接，开关切换

到OFF,摇杆和按键断开。

7 OLED显示器 内容显示

8 摇杆
连接模拟管脚P1，P16管脚为0时，P1获取X方
向模拟值，为1时，P1获取Y方向上模拟值。

9 RGB灯 显示RGB颜色灯光

10 五按钮传感器 不同按键输出不同电压

11 PO\P1\P2\3V\G 鳄鱼夹扩展接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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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软件介绍

软件介绍

方块代码转换

仿真模拟

下载按钮 命名保存

编辑区

在线云编程：https://makecode.microbit.org/#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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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软件介绍

软件介绍 在线云编程：https://makecode.microbit.org/#editor

功能模块 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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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软件介绍

程序下载

microbit上电后就能自动虚拟出一个U盘盘
符，当点击软件的下载按钮就可以生成
XXXX.hex的文件，直接选中下载目录，就
可以上传了，在上传的过程中，microbit的
背面黄色LED指示灯会闪烁，上传结束后为
常亮。

自动虚拟U盘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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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

micro：bit篇



micro：bit带有一个5x5的LED阵列，可以显示数字、字
母、符号、图案。micro：bit里面的显示模块主要是控
制这个LED阵列的显示结果，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模
块，也是显示程序结果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学习目标 点亮micro:bit的LED阵列，形成两个大小心形图案的循
环跳动效果。

思路分析

显示模块能控制LED阵列的显示结果，要实现两个大小
的心形图案循环跳动的效果，只需要将显示模块放在
无限循环内，还可以使用暂停模块，避免LED显示刷新
太快，看不清结果。图案的设置不仅可以使用内置图
标，还可以自定义图标。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怦然心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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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编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显示模块，
显示“心”型
内置图案

模块暂停，
避免刷新太
快，看不清
显示内容

自定义图案，
用鼠标点亮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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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效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139544578.mp4



microbit可以灵活的控制LED屏幕上的任意一个点，依
据单个灯坐标可以实现对灯亮度的调节，灯的亮度取值
范围为[0,255]，255代表最亮，0代表最暗，通过循环
改变LED亮度，可以实现呼吸灯的效果，除了单个灯的
改变，还可以改变整体图案亮度。

学习目标 利用循环实现呼吸灯效果，并且改变整体图案亮度

思路分析

改变单个灯亮度需要依据灯的坐标，最左下角那颗灯
是（0，0），从A按钮到B按钮是X轴正方向，USB接口
是Y轴正方向，依据坐标可以实现对所有灯位置的定位，
然后根据循环实现呼吸灯效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呼吸氛围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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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编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改变单个
LED灯亮度
先找到坐
标，更改
亮度。

更改整个
图案亮度，
LED模块里
直接设置
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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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效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831298003.mp4



microbit上的5X5LED阵列除了具有显示功能外，还可以
用作光线传感器（获取光的强度，检测光线明暗程度的
传感器）光强等级的范围为[0,255],0代表最暗，255代
表最亮。

学习目标 利用LED阵列可以作为光线传感器的功能，制作一个小
夜灯。

思路分析
设定夜晚的光线强度小于100，LED列阵当做光线传感
器如果感受到的光线强度小于100，LED阵列亮起。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小夜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小夜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程

当LED阵列可以当做光线传感器，用来检测
光线强度。当强度小于100时，LED显示阵列会被
点亮，在这里还可以对显示图案进行个性化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小夜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507277700.mp4



micro：bit正面带有两个可编程按键A和B，用以实现很
多功能，通过对按键状态的判断，“按下”或“抬起”
去执行相应的功能。

学习目标 利用板载的按键A,B，结合显示模块实现一个简易投票
器。

思路分析

被选举人共有两名，一名用数字1代替，一名用数字2
代替，并且考虑到如果两人都不想选，那就选择弃权。
当按钮A被按下时，显示1代表投票给第一个人，当按
钮B被按下时，显示2代表投票给第二个人，当按钮A和
B同时按下时，显示X代表弃权。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投票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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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程

1、当A按键被按下时，代表投票给第一个人。
2、当B按键被按下时，代表投票给第二个人。
3、当按键A和B同时按下时，代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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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效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139900089.mp4



micro：bit上带有温度传感器，和显示数字模块组合起
来，可以较为方便的实现对设备环境温度的检测。

学习目标 利用板载的按键温度传感器，实现一个最大最小温度计
的制作。

思路分析

该程序使用3个变量跟踪记录的最低和最高温度：temp
是当前温度读数，max是最大值，min是最小值。在程
序开始时，它们都被设置为相同的值。将当前温度与
max和min进行比较。如果temp小于min变量中存储的
值，
min变量赋值为temp。temp变量大于max变量中存储
的值，max变量赋值为temp。
按下按钮A显示最低温度，按下按钮B显示记录的最高
温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最大最小温度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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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编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1、初始化变量，temp接受温度传感器数据。最
高温度，最低温度赋同值。
2、实时接受温度传感器数值，如果temp变量值
大于了最大温度，改变最大温度为当前温度temp。
如果temp小于最小温度，改变最小温度为当前温
度值temp。
3、当按钮A被按下，显示最大温度。
4、当按钮B被按下，显示最小温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最大最小温度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效果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140520465.mp4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一路向北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学习目标

micro：bit上带有磁力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
磁场方向和强度。磁场传感器方向如下图所示：知识接入

定义一个变量存储磁力传感器获得的数值，
当该变量小于45，显示模块显示指向北的箭
头，当45<变量<135,显示指向西的箭头，当
135<变量<225，显示指向南的箭头，当225<
变量<315，显示指向东的箭头，否则指向北。

思路分析

用板载的磁场传感器，制作一个简易指北针。

N

EW

S

项目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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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编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degrees变量存储磁场传感器获取到的数值。
（1）当degrees<45,指向北。
（2）当45<degrees<135,指向西。
（3）当135<degrees<225,指向南。
（4）当225<degrees<315,指向东。
否则指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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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micro：bit上带有磁场传感器，并且这个磁场传感器很
灵敏，带有磁性的物体和金属会对传感器产生影响。

学习目标 利用板载的磁场传感器，带有磁性的物体和金属会对传
感器产生影响这一特性，做一个金属探测器。

思路分析
该先对磁场传感器进行校对，在主程序中不断检测磁
场强度，并用LED光柱显示出来，光柱越高，代表的磁
场强度越大，设定一个阈值，当检测到的磁场强度大
于阈值，板载的蜂鸣器会发出提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磁力探测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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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编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先按下A键，然后加电，对磁场传感器进行校正，
在循环中，不断检测磁场强度，并且在LED阵列
上绘制条形图，显示出来，条形图越高，代表磁
场的强度越大，给磁场强度设定一个阈值，当检
测到的磁场强度大于这个阈值，板载蜂鸣器发出
报警提醒，认作是探测到磁性物体或者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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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9173755688.mp4



加速度传感器能感受到物体加速度（速度变化）并将其
转化为数字信号。可以记录运动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判
断运动方向，倾角，手势。当我们晃动microbit时，加
速度传感器可以检测到并识别手势。

学习目标 学习使用microbit加速度传感器，当用手晃动时，随机
切换6个图样模拟骰子。

思路分析
当晃动发生一次，产生一个随机数，随机数范围是1-6，
随机数用变量number存储，判断其值，显示对应图像。
即可实现模拟骰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电子骰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micro：bit V2-电子骰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当晃动发生一次，产生一个随机数，随机数
范围是1-6，随机数用变量number存储，判断其
值，显示对应图像，由于篇幅有限，请按照程序
自行添加其他显示图样。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电子骰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828714068.mp4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重力小球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学习目标

加速度传感器能感受到物体加速度（速度变化）并将
其转化为数字信号。可以记录运动过程中的相关数据，
判断运动方向，倾角，手势。正面是Z轴负方向，A键
是X轴正方向，USB接口是Y轴正方向，如下图所示：

知识接入

初始化小球位置为（2，2），即是LED阵列中心，在
此我们获取XY轴的加速度值，当X轴偏离水平位置，
在负方向倾斜大于150时，且X当时的位置是大于0，
对X位置自减1，在正方向倾斜大于150时，且X当时
的位置是小于4，对X位置自加1；Y轴同理设计；通
过上述两个轴的运算获取XY轴，暂停500ms并清空
上一次显示后更新绘图的坐标点。

思路分析

学习使用microbit加速度传感器，控制小球的移动。

项目简析

X

Y

Z



micro：bit V2-重力小球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初始化小球的位置在中心LED（2，2）上，
在此我们获取XY轴的加速度值，当X轴偏离水平
位置，在负方向倾斜大于150时，且X当时的位置
是大于0，对X位置自减1，在正方向倾斜大于150
时，且X当时的位置是小于4，对X位置自加1；Y
轴同理设计；通过上述两个轴的运算获取XY轴，
暂停500ms并清空上一次显示后更新绘图的坐标
点。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重力小球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效果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140392016.mp4



microbit正面在LED阵列上方存在一个触摸传感器，可
以用作程序中的其他按钮，实现按钮所具备的功能。

学习目标 利用触摸传感器和按钮A、B实现触摸秒表的功能，按下
触摸传感器，显示秒表总运行时间。

思路分析
利用两个按钮和触摸传感器实现秒表的功能，一个按
钮按下，秒表开始运行，用变量记录下秒表开始运行
的时间，当按下另外一个按钮，用当前运行时间减去
开始时间即为系统运行总时间，并赋值给time变量，
当按下触摸传感器时，用time变量除以1000将毫秒转
化秒，在LED阵列上显示总运行时间，实现触摸秒表的
功能。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触摸秒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micro：bit V2-触摸秒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程序编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当按钮A被按下时，用start变量保存当前运行
时间（开始时间），item变量为布尔变量，取值
只有真或假，当item为真时，秒表启动。当按下
按钮B时，用运行时间-开始时间来计算启动秒表
的时间，即为系统运行总时间，赋值给time变量，
item变量赋值为假，启动时循环显示的心脏动画
停止。当触摸徽标（触摸传感器）时，用time除
以1000以达到将毫秒转化为秒的效果，并且显示
器显示系统运行总时间。



实验效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触摸秒表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504297671.mp4



microbit背面内置了一个麦克风，它能检测到噪声的。
当麦克风主动监测噪声时，前面的麦克风LED灯会亮起。

学习目标 利用麦克风和一个按钮A，实现对噪声的检测，在LED显
示阵列上绘制条形图，当按下按钮时，显示噪声最大值。

思路分析
初始化变量Soundmax并赋值为0，代表检测到的噪声
的最大值。无限循环里，用变量soundlevel保存麦克风
检测到的噪声强度，噪声强度的取值范围为[0,255]。
LED阵列显示条形图，比较soundlevel和Soundmax，如
果前者大于了后者，将soundlevel的值赋值给
Soundmax，作为新的噪声最大值。当按下按钮A时，
在LED阵列显示噪声的最大值。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噪声监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噪声监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初始化变量Soundmax并赋值为0，代表检测
到的噪声的最大值。无限循环里，用变量
soundlevel保存麦克风检测到的噪声强度，噪声强
度的取值范围为[0,255]。LED阵列显示条形图，比
较soundlevel和Soundmax，如果前者大于了后者，
将soundlevel的值赋值给Soundmax，作为新的噪
声最大值。当按下按钮A时，在LED阵列显示噪声
的最大值。

程序编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噪声监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效果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831966059.mp4



microbit支持无线通信功能，使用无线（radio）模块，
可以方便的实现无线通信。需要至少两块microbit，无
线通信的基本方法：
1、设置无线分组。只有相同组号的microbit之间才能
通信，参数范围是0-255。
2、设置无线发送功率，范围是0-7，数字越大，发送功
率越高，通信距离越远，功耗也就越高
3、发送数字或者字符串。

学习目标 利用两块microbit，实现microbit无线通信功能。

思路分析
适当设置无线分组，需要设置在同一组，当按钮（A\B）
被按下时，则无线发送字符串“A\B”，同时当接收到字
符串时，通过点阵显示字符串。两块microbit主控板都
需要下载相同的程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无线通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无线通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初始化无线模块，需要设定“无线设置组”，
如果需要在同一组中通信，需要设置在同一组，
当按钮（A\B）被按下时，则无线发送字符串
“A\B”，同时当接收到字符串时，通过点阵显示字
符串，也就是收到字符串“A\B”，这样就可以实现
两个板子之间的互联通信。

注意：两块板子都下载左图所示程序。

程序编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无线通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效果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507301640.mp4



microbit支持音乐播放，通过音乐模块，可以播放各种
旋律、乐曲、和声调，背面集成了一个蜂鸣器模块，可
以直接通过蜂鸣器模块进行播放。

学习目标 利用音乐播放模块和内置的蜂鸣器模块，播放内置的音
乐，并且通过两个按钮实现播放上一曲下一曲的功能。

思路分析
利用音乐模块可以直接播放内置的音乐，下一曲的功
能可以通过按键实现，初始化变量mode、modemax、
modemin，用来作歌曲的切换，当mode<modemax时，
mode赋值为mode+1，mode=modemax时，mode赋
值为modemin,整个列表就可以循环播放了，然后去判
断mode的值对应播放的音乐，就可以实现按下按钮，
播放下一曲的功能。同理播放上一曲只需对mode值与
modemin进行比较，每按下一次，mode值减1。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音乐播放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音乐播放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初始化变量mode、modemax、modemin，
用来作歌曲的切换。

当按下按钮A时，如果mode<modemax，
mode赋值为mode+1，如果mode=modemax，
把mode赋值为modemin，显示出当前mode值，
并判断mode值，对应播放不同的歌曲，即为播放
下一曲功能。

当按下按钮B时，如果mode>modemin，
mode赋值为mode-1，如果mode=modemin，
mode赋值为modemax,显示出当前mode值，并判
断mode值，对应播放不同的歌曲即为播放上一曲
功能。

项目简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音乐播放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效果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831750852.mp4



microbit支持音乐播放，通过音乐模块，可以播放各种
旋律、乐曲、和声调。也能自己编曲进行播放。

学习目标 学习声音相关知识，自行编曲，播放两只老虎。

思路分析
利用数字简谱，梳理出基准音、音符、音调、节拍，
并且保存在数组中。通过运算获取音高和节拍长度，
当按下A键时，开始播放。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编曲大师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编曲大师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拓展

音符 1 2 3 4 5 6 7

唱名 DO RE MI FA SO LA SI

音名 C D E F G A B

音符 意义

5 基本符号，没有任何附加符号

5 基本符号下面加1个低音点，表示比基本音低1个八度

5 基本符号下面加2个低音点，表示比基本音低2个八度

5 基本符号上面加1个高音点，表示比基本音高1个八度

5 基本符号上面加2个高音点，表示比基本音高2个八度

简谱记谱法 名称 拍数

5 - - - 全音符 4

5 - 二分音符 2

5 四分音符 1

5 八分音符 1/2

5 十六分音符 1/16

5
三十二分音符 1/8

5 - - -. 附点全音符 4+2

5 -. 附点二分音符 2+1

5. 附点四分音符 1+1/2

5. 附点八分音符 1/2+1/4

5. 附点十六分音符 1/4+1/8

表1 音符、音名、唱名

表2 音的高低

表2 音的时值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编曲大师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项目简析

初始化数组，第一个数组jizhun
代表基准音，存储7个音符的标准频
率，不论是什么歌，不用改变，第二
个数组音符存储的是《两只老虎》的
所有音符，第三个数组yindiao存储
的是音调，第四个数组jiepai存储的
是节拍。

当按钮A被按下时，通过运算获
取音高，节拍长度，播放音乐。

由于篇幅图形化的程序不好展示，
这里选择展示代码，请自行按照代码
编写相应图形化代码，或参考附件程
序。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 编曲大师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效果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9173555451.mp4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

microbit V2 实验箱篇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炫彩灯光

添加扩展

通过添加neopixel软件包，用于扩展使用RGB彩灯模块，随后的RGB彩灯模块大部分指令从中获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炫彩灯光

程序编程

在使用Neopixel软件包控制RGB彩灯模块时，第一步
要在“当开机时”初始化RGB彩灯模块，定义变量item，
连接的硬件端口号，本例连接P8端口，设置LED数量，
本例为4颗，以及模式，本例选择RGB(GRB format)，
第二步，设置所有LED的颜色为蓝色(blue)，下载后就
能看到4颗LED彩灯全部显示为蓝色；

在使用Neopixel软件包控制RGB彩灯模块时，第一步
步骤同上案例，第二步，用数值设置所有LED的颜色
为白色，白色其实是有红色、绿色、蓝色综合构成，
注意设置每种色彩的元素的取值范围为0-255，理论
上可以设置256*256*256=16777216种色彩。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炫彩灯光

程序编程

在使用Neopixel软件包控制RGB彩灯模块时，第一步
步骤同上案例，第二步，在无限循环中使用对于从0
至4的循环显示点亮索引的LED，并延时100ms，之后
清楚，就可以实现流水灯的效果。

在使用Neopixel软件包控制RGB彩灯模块时，第一步
步骤同上案例，第二步，设置每个独立LED的颜色，
可以使用默认颜色标识，也可以手动添加用数值模式
去标识颜色，当设置好所有LED后必须添加显示命令
才能显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炫彩灯光

实验效果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507441579.mp4



microbit共有P0-P1-P2-P3-P4-P10、P5-P6-P7-P8-P9-
P11-P12-P19-P20、P13-P14-P15-P16，共计19个数字
端口，模拟输出、数字输入、数字输出的功能，模拟传
感器的信息可以通过串口打印或者点阵LED显示的方法
查看，获取物理量变化对应的电信号的变化关系。

学习目标 P8管脚连接USB风扇，利用两个板载按钮A,B，制作一个
调速风扇。

思路分析
利用A、B按钮设置风扇档位，当按下按钮A时，档位
自加1，当按下B按钮时，档位自减1，最后再用档位乘
以一个系数，就可以实现对风扇速度的调节。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调速风扇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调速风扇

程序编程

通过AB两个按钮设置风扇档位，变量设为
item，当按钮A被按下时，档位item自加1，当
item大于9时，档位赋值为9，代表最大档位，按
钮B按下时，档位item自减1，小于0时，档位赋值
为0，代表最小档位，用档位乘以一个系数来调控
USB风扇速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效果

micro：bit V2-调速风扇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831590215.mp4



microbit的LED阵列，可以当做光线传感器使用。

学习目标 P8管脚连接USB台灯，LED阵列作为光线传感器，制作光
控灯，白天熄灭，晚上亮起。

思路分析
利用microbit LED阵列作为光线传感器，当感受到的光
线强度小于100（黑夜），USB灯亮起，大于100时
（白天）USB灯熄灭。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光控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光控灯

实验效果

microbitLED阵列可以当做光线传感器使用，
当亮度级别<100时认定为黑夜，引脚P8连接USB
台灯，此时台灯亮起，否则，台灯熄灭。套件中
使用电池盒为USB接口供电，避免因为供电不足
导致工作异常。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效果

microbit V2-光控灯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831218168.mp4



micro：bit的PO,P1,P2引脚具有触摸功能。可以用作程
序中的开关，按下执行，抬起停止。

学习目标 实验箱拓展板从micro：bit上引出PO,P1,P2,触摸不同
的引脚，实现音调的不同组合。

思路分析
利用引脚抬起停止，按下执行的特性，对此进行组合
判断，当达到对应的组合逻辑时，执行播放铃声，其
余状态暂停播放，节拍选择1/16，提高反应速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三指琴魔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三指琴魔

实验效果

音乐里音符只有7个，用三个触摸引脚器模拟
音符，当到达对应的组合逻辑后，执行播放铃声，
其余状态执行暂停播放，建议选择1/16节拍，提
高反应的速度。



micro：bit V2-三指琴魔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831298774.mp4



模拟五按键传感器通过不同的按键输出不同的电压值，
依据满足条件不同，执行的程序片段也不同。要想得电
压信号数值，可以通过LED阵列显示。模拟五传感器连
接在P2引脚上，在实验箱板载上开关推到NO档，按键连
接。

学习目标 模拟五传感器连接在P2管脚上，通过五按键改变电压，
LED阵列显示对向动态图样。

思路分析
通过模拟传感器打印模拟5按键的数值，可以确定5按
键的电压信号数值关系，考虑误差和传感器的差异性，
将信号分成5段数值范围，在对应数值范围内认定触发
对应按键，LED点阵显示对向动态的图样，以达到声东
击西的效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声东击西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声东击西

程序编程

按键 默认 F1 F2 F3 F4 F5

模拟值 1022 0 141 290 481 735

通过模拟传感器打印模拟5按键的数值，可以确定5按
键的电压信号数值关系如下表（数值会随个体有差异）；

考虑误差和传感器的差异性，将信号分成5段数值范围，
在对应数值范围内认定触发对应按键，LED点阵显示对向动
态的图样，以达到声东击西的效果。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效果

micro：bit V2-声东击西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9176539601.mp4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可调台灯

添加扩展

通过添加OLED软件包，用于扩展使用OLED模块，随后的OLED模块大部分指令从中获取。



学习目标 P8管脚连接USB台灯，P2引脚连接五模拟传感器，再结
合OLED 显示器模块，实现台灯的亮度调节并且在显示
器上显示档位。

思路分析
通过LED阵列，打印模拟5按键的数值，将信号分成五
段数值，依据数值范围，设置好档位后，映射到P8引
脚，档位映射OLED显示器进度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可调台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模拟五按键传感器通过不同的按键输出不同的电压值，
依据满足条件不同，执行的程序片段也不同。要想得电
压信号数值，可以通过LED阵列显示。模拟五传感器连
接在P2引脚上，在实验箱板载开关推到NO档，按键连接。
OLED显示器用于台灯亮度档位显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可调台灯

程序编程

通过LED阵列，打印模拟5按键的数值，可以
确定5按键的电压信号数值关系，将信号分成五段
数值，获取到的P2引脚模拟数值小于50时，档位
设置为0，当大于等于50且小于200时，档位设置
为1……，设置好档位后，映射到P8引脚，OLED显
示器显示档位的进度条。



micro：bit V2-可调台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9176431401.mp4



学习目标 通过摇杆传感器和RGB彩灯模块，制作可调彩灯，摇杆
传感器摇动时，RGB颜色随之改变。

思路分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随心所欲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通过LED阵列可以显示摇杆传感器的模拟数值，当P16引
脚的数字输入为0时，获取到的是X方向的模拟值，当
P16数字输入为1时，获取到的是Y方向的模拟值；彩灯
模块里面的色相是RGB颜色，是颜色的表示方式之一，
其取值范围是1-360。

摇杆传感器连接在P1管脚上，当P16的数字输入为0时，
摇杆传感器获取X方向的模拟值，当P16的数字输入为
时，摇杆传感器获取Y方向的模拟值，将获取到的模拟
值分别映射到彩灯模块的色相，当摇动摇杆时，彩灯
模块的颜色就会发生改变。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随心所欲

程序编程

通过LED阵列，打印摇杆传感器的
数值，可以确定摇杆的电压信号数值
关系，当P16引脚数字输入为0时，摇
杆传感器获取到X方向的模拟值，当
P16引脚数字输入为1时，摇杆传感器
获取到Y方向的模拟值，初始化彩灯模
块，摇杆传感器获取到的模拟值进行
到色相的映射，色相取值范围为1-360，
当摇动摇杆时，可实现对RGB颜色改变。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效果

micro：bit V2-随心所欲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831570016.mp4



摇杆传感器连接在P1引脚上，当P16引脚为0时，获取到
的是X方向的模拟值，当P16引脚为1时，获取到的是Y方
向模拟值，模拟五按键传感器通过不同的按键输出不同
的电压值，依据满足条件不同，执行的程序片段也不同。
要想得电压信号数值，可以通过LED阵列显示。模拟五
传感器连接在P2引脚上，在实验箱板载上开关推到NO档，
开启摇杆和按钮。

学习目标 模拟五传感器和摇杆传感器实现对对碰游戏。

思路分析

创建两个精灵，分别为“item1”和“item2”，在主循环中，
获取摇杆传感器XY轴的数值，当摇杆拨向X轴负方向时
且精灵“item1”X位置为大于0，对“item1”X位置向摇杆X
轴负方向移动一格，同理控制XY其他四个方向；当
“item1”碰到“item2”时，分数加1且对“item2”位置随机
分布；为了方便适应摇杆控制精灵“item”的速度，利用
板载五按键设置速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对对碰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对对碰

程序编程

创建两个精灵，分别为“item1”和“item2”，然
后开始倒计时10S（可以自定义游戏时间），开始
游戏；在主循环中，获取摇杆传感器XY轴的数值，
当摇杆拨向X轴负方向时且精灵“item1”X位置为大
于0，对“item1”X位置向摇杆X轴负方向移动一格，
同理控制XY其他四个方向；当“item1”碰到“item2”
时，分数加1且对“item2”位置随机分布；为了方
便适应摇杆控制精灵“item”的速度，利用板载五按
键设置速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对对碰

程序编程

按键 默认 F1 F2 F3 F4 F5

模拟值 1022 0 141 290 481 735

通过LED显示阵列打印模拟5按键的数值，可以确定5
按键的电压信号数值关系如下表个（数值会随个体有差
异）；

考虑误差和传感器的差异性，将信号分成5段数值范围，
在对应数值范围内认定触发对应按键，控制延时从而控制游
戏速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效果

micro：bit V2-对对碰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828738502.mp4



micro：bit上带有温度传感器和蜂鸣器，温度传感器的
温度范围为[-5,50]摄氏度。

学习目标
利用micro：bit温度传感器、蜂鸣器，按键A、实验箱
RGB模块、OLED显示器模块，制作一个温度监测器，不
同温度RGB灯显示不同颜色，当超过某一范围时，温度
监测器开始报警。

思路分析
设定一个变量存储温度传感器监测到的温度数值，数
值范围是[-5,50]，依据事实现象，将温度划分为四个
段位，判断变量值所在区间，RGB显示相应的颜色，
当按下按钮A时，在OLED显示器上显示当前温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温度监测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温度监测器

程序编程

microbit上的温度传感器的温度获取范围为-5
摄氏度到50摄氏度，用变量item保存温度传感器
获取到的数值，将温度划分为4个段位，-5-15，
表示寒冷，RGB第0号像素亮起蓝灯，15-25，表
示温暖，RGB第0号像素亮起绿灯，25-35，表示
炎热，RGB第0号像素亮起黄灯，35-50，表示炽
热，RGB第0号像素亮起红灯，micro板载蜂鸣器
发出警报，获取到的温度越高，蜂鸣器报警声频
率越高。当按钮A按下时，OLED显示当前温度。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效果

micro：bit V2-温度监测器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8507297271.mp4



使用能量用功率乘以时间计算，单位为（kwh),灯泡功
率一般为瓦特，将瓦特除以一千，转化为千瓦。设定1
千瓦时成本为0.6元。

学习目标 利用LED阵列作光线传感器和microbit板载按键B，OLED
显示屏，记录开灯时间，并计算使用能量费用，当按下
按键B时，OLED显示费用。

思路分析

使用一个称为计时的布尔变量来控制程序。布尔变量
只能有两个值：true或false。滞后功能来确保当光线水
平在触发计时器的阈值附近略有变化时，计时器不会
经常打开和关闭。它会在阈值附近创建一个较大的带，
在打开或关闭计时器之前必须将其穿越。记录打开和
关闭灯光的时间，计算出总时间，转化为小时，灯泡
功率转化为千瓦，用千瓦乘以时间再乘以千瓦时成本，
即可计算出总费用，按下按钮B时，在OLED上显示这
个费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能源计算器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知识接入项目简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能源计算器

程序编程

设定一个阈值，利用滞后功能来确保当光线
水平在触发计时器的阈值附近略有变化时，计时
器不会经常打开和关闭。它会在阈值附近创建一
个较大的带，在打开或关闭计时器之前必须将其
穿越。这里设置的阈值为114。

建立calccost函数，参数为m即时间，假设灯
泡的瓦数为1000瓦，转化为kw为单位为1kw，时
间除以60转化为小时，费用计算公式为：千瓦X时
间X单位千瓦时费用。

阈值

灯泡瓦数

单位千瓦时费用

滞后功能，确保光
线水平触发计时器
的阈值附近略有变
化时，不会经常打

开和关闭。

费用计算函数。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能源计算器

程序编程

如果光线传感器获取到的模拟值小于阈值带
最小值，计时器停止，停止时间endtime设置为系
统运行时间，用停止时间-开始时间作为计时器总
运行时间，改变布尔变量的值为false，LED阵列显
示图案2，如果光线传感器获取到的模拟值大于阈
值带最大值，计时器开始运行，开始时间设置为
系统运行时间。LED阵列显示图案1。

图案1

图案2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micro：bit V2-能源计算器

程序编程

当按钮B被按下时，总时间（毫秒为单位）转
化为分钟为单位，总时间除以60000得到，赋值给
minutes，如果timing为true，系统开始计时，总
时间为系统运行时间减去开始运行时间，再转化
为分钟为单位，获取到minutes后，displaying为
false，LED阵列显示图案2，调用calccost函数，参
数为minutes，返回值为费用并且显示在OLED屏
幕上。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实验效果

micro：bit V2-能源计算器

实验现象：https://cloud.video.taobao.com//play/u/392740084/p/1/e/6/t/1/309176499285.m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