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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11.远程路灯控制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1.远程路灯控制-项目背景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城市里的路灯就
会渐渐点亮，是谁在控制这些路灯呢？
可能是城市管理的工作人员每天准时的
推上开关，可能是自动控制系统根据设
定的时间表在工作。有了物联网后，给
城市路灯控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今
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远程路灯控制。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LED”、“Styled 

Button”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联网；
• 硬件OLED显示器、USB电源控制模块；

项目背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1.远程路灯控制-知识点：数字信号

简单地说，数字信号就是只有0和1两种状态的信号。在生活
中，数字信号的例子非常多，比如电灯的开和关就可以与数
字信号的1和0对应。在电路上，数字信号可以表现为通路和
断路，当然也可以表现为高电平和低电平。

知识扩展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1.远程路灯控制-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USB电源模块 5 接小夜灯

2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USB电源模块，高电
平致使小夜灯点亮，

低电平熄灭。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1.远程路灯控制-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输入名称 获取授权码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1.远程路灯控制-Blynk APP端设置

添加LED 添加滑块 添加按钮 整体布局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1.远程路灯控制-Blynk APP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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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路灯控制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1.远程路灯控制-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设置OLED为1.3寸
SH1106型号的屏幕，

管脚为默认即可

获取开关（GPIO0）
的状态值，根据状态
设置APP的亮度以及
外置小夜灯的亮度

显示亮度值以及文字“light” 获取滑块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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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1.远程路灯控制-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点击运行后，在打开开关后，即可拖动滑
块来实现灯光亮度控制，以及APP界面LED
灰度变化、OLED显示器的数值显示变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12.马路噪音检监测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2.马路噪音监测-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2.马路噪音监测-知识点：模拟信号

很多时候，只有简单的数字信号并不能表示一些相对复杂的物理量。
比如声音的有无可以用数字信号0和1表示。但是声音的轻重却不能
用简单的0和1来表示。模拟信号可以理解为是对0和1之间的中间量
的细分。比如：温度、电压、电流、湿度等都是模拟信号。

知识扩展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2.马路噪音监测-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声音传感器 4

2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声音传感器，检测声音响度，
当声音越响，数值越大。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2.马路噪音监测-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输入名称 获取授权码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2.马路噪音监测-Blynk APP端设置

添加数值窗口 设置表格X轴Live Y轴数值范围 整体布局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2.马路噪音监测-Blynk APP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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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路噪音监测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2.马路噪音监测-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设置OLED为1.3寸
SH1106型号的屏幕，

管脚为默认即可

获取声音传感器的数
值，数值范围0-4095，

实际0-3000左右
显示传感器数值

向APP发送
声音传感器数值

10ms刷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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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2.马路噪音监测-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点击运行后，即可实时刷新声音传感
器的采样值，并用波形图绘制，声音

响度的条纹。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13.智能停车场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3.智能停车场-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

    本项目设计智能停车场模型，利用
安装在车位后方的超声波传感器检测是
否有车辆进入

• 如果有车辆进入，手机App端亮红灯。

• 如果没有车辆停入，手机App端亮绿灯。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学习全流程，
“LED”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OLED显示器、超声波传感器学习；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3.智能停车场-思路分析

车位内有车？

亮红灯 亮绿灯

开始

思路分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3.智能停车场-硬件介绍：超声波传感器

硬件介绍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3.智能停车场-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超声波传感器
T-25
E-26

2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超声波传感器，用于检测距
离，可以提供2-450cm的非接

触式距离感测功能。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3.智能停车场-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输入名称 获取授权码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3.智能停车场-Blynk APP端设置

添加LED通道V0 整体布局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3.智能停车场-Blynk APP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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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停车场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3.智能停车场-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设置OLED为1.3寸
SH1106型号的屏幕，

管脚为默认即可获取距离值，当
<30cm时，让APP显
示红色，代表有车在
泊位；其他情况下，
代表无车，显示绿色

显示传感器距离数值

100ms刷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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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3.智能停车场-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点击运行后，当<30cm时，让APP显示
红色，代表有车在泊位；其他情况下，

代表无车，显示绿色。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14.七彩霓虹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4.七彩霓虹灯-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

本项目主要用来模拟道路上的七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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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全流程，

“zeRGBa”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

网；
• 硬件环形彩灯模块的学习；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4.七彩霓虹灯-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环形彩灯模块 23

2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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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4.七彩霓虹灯-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输入名称 获取授权码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4.七彩霓虹灯-Blynk APP端设置

添加LED通道V0 整体布局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4.七彩霓虹灯-Blynk APP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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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彩霓虹灯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4.七彩霓虹灯-Mixly程序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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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4.七彩霓虹灯-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点击运行后，用手指点击调色斑马的
各个位置，RGB环形彩灯模块会发出

对应颜色的光。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

15.远程红绿灯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5.远程红绿灯-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
    本项目设计远程控制红绿灯模型，
具备以下功能，手机端可以通过滑块分
别设置红灯、绿灯、黄灯亮灯时间，实
物硬件红绿灯根据设置的时间进行变化，
手机端可以实时看到红绿灯变化效果。

• 本项目重点：

• APP如何联网配置，学习全流程，
“LED”、“Slider”模块学习；

• Mixly编程配置参数，wifi模式联网；

• 硬件OLED显示器学习、LED灯控制；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5.远程红绿灯-任务分析

亮红灯

亮绿灯

亮黄灯

持续5秒

持续20秒

持续2秒

亮红灯

亮绿灯

亮黄灯

持续X秒

持续Y秒

持续Z秒

思路分析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5.远程红绿灯-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
序号 名称 连线 备注

1 LED模块（红） 25

2 LED模块（绿） 26

3 LED模块（黄） 27

4 OLED显示器
SDA-21
SCL-22 默认

LED模块，高电平点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5.远程红绿灯-Blynk APP端设置

创建项目 输入名称 获取授权码

授权码可以通过邮件获
取，或者直接复制即可

获取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5.远程红绿灯-Blynk APP端设置

添加滑块 添加LED 整体布局

红绿黄LED
时间范围：5-60S，

滑块通道：V0|V1|V2；
LED通道：V3|V4|V5。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5.远程红绿灯-Blynk APP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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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红绿灯BLYNK端设置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5.远程红绿灯-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设置OLED为1.3寸
SH1106型号的屏幕，

管脚为默认即可

获取V0|V1|V2滑块值

在对应标志，显示
倒计时时间，颜色

R_Flag标记红灯亮，
R_Time初始化设定5S，
R_Counter设定计时变
量；其他两个灯，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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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5.远程红绿灯-Mixly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
使用定时器，1000ms轮询

每个灯的基本逻辑是，确定是绿灯显示，
进行倒计时，然后进行标志位变换，当且
仅当倒计时归零后,使得APP显示和LED模
块显示，当不满足绿灯显示，关掉显示。
其他两个灯，相同逻辑控制，标志位按照

红绿黄三色轮换执行。



睿龙创客工场出品15.远程红绿灯-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
点击运行后，可以调节下一次红黄绿
灯的显示周期时间，可以实现模块与

APP端同步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