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程 圆

使用说明书

杭州乐伴科技有限公司
感知与反应 (思维操练场) 

编程圆, 每一个孩子值得拥有的一台交互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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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识编程圆
感知能力(传感器)

反应能力(执行器)

3   动⼿创造, 释放个性十足的创意

会眨眼睛的笑脸 (图案、剪纸、编程)

蜂鸟 (图案、剪纸、扭扭造型、编程)

2   使⽤MakeCode编程
Light (光线和色彩)

Music (声音和音乐)

Input (声、光、温度和触摸等传感器)

Loops、Logic、Variables、Math (流程控制与计算)

变色龙 (颜色感知、剪纸、编程)

蜜蜂的转向灯 (姿态感知和飞行、剪纸、编程)



目录(续)

4   编程圆配套的课程
艺术家 (12课)

创客家 (12课)

工程师 (12课)

科学家 (6课)

5   质保说明

6   环保说明

       杭州乐伴科技有限公司由一群机器人学博士创办，以浙江工业大学专业教学团队为依托，
致力于青少年创新教育课程、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销售。团队拥有20余年的教学经
验，注重青少年的认知规律和学习乐趣，提倡分龄化(从教学内容到软件和器材都采取分龄
化)，在机器人教育领域具有专业优势。全国已有400余家中小学正在使用孩宝STEAM课程、
孩宝3D打印机、孩宝3D设计App软件、孩宝蓝盒和橙盒、编程圆和图形化编程软件等产品。

变色龙，能根据环境色改变自己的颜色(用编程圆模拟变色龙)

变色龙的示例程序 (图形化编程)

7   配件包清单



电子琴(音乐艺术和物理学的完美结合) 蜂鸟(造型设计和生命科学的完美结合) 带转向灯的小蜜蜂(创意操练场)



认识编程圆

       小巧的编程圆(Programming Circle), 直径仅有5厘米(人
民币1元硬币的直径约2.5厘米), 几乎可以嵌入到各种手工纸
艺/织艺/皮艺作品、3D打印笔作品和3D打印作品中, 借助于
图形化编程和编程圆的声光交互能力让作品有声有色。 
       编程圆支持全球编程一小时活动(www.code.org), 支持

Microsoft的MakeCode图形化编程软件, 带有软件和硬件模拟
器功能, 极大地降低编程难度, 添加/删除/修改每一句程序后
都会自动模拟程序的执行效果, 让初学编程者绕开各种Bug。

让我们的作品有声有⾊ 编程圆的感知能⼒(传感器)
       在编程的PCB正面, 你可以看到“耳朵”、“眼睛”、”温度
计”、“XYZ坐标系”等符号。为满足AI时代学习需求, 编程圆
具有某些拟人的感知力, 如听觉、视觉、触觉、运动(前庭器
官机能)等,编程圆内置7种传感器实现声、光、颜色、温度、
人体触摸、运动加速度、姿态倾角等感知和人机交互输入。

模拟器区 程序编辑区积⽊区

听觉/声音感知能力 (数字麦克风) 

视觉/光强度感知能力 (光学传感器) 

视觉/颜色感知能力 (颜色传感器) 

触觉/温度感知能力 (温度传感器) 

触觉/人体触摸感应能力 (触摸传感器) 

触觉/轻触按钮输入 (轻触按钮) 

运动感知能力 (加速度传感器) 

用于感知运动的剧烈程度(加速度)、姿态倾角等参数

http://www.code.org


认识编程圆

       编程圆最显眼的就是分部在一个圆上的10颗RGB LED, 
呈“括号”形排列。每一颗RGB LED的颜色可编程单独控制, 
亮度是整体可编程控制的, 能实现炫动的彩光效果。 
       编程圆的狭小空间内还包含有一个1W功放和扬声器, 可
编程输出基本音调、和弦提示音、自制的曼妙音乐和简单语
音(用于播报天气、数值、日期和时间等。注：MakeCode图
形化编程库暂不支持语音功能, 仅支持音乐输出功能)。 
       在编程圆的供电和编程电缆连接器——USB座的右边有
一颗红色LED指示灯(旁边标注有“D13”符号), 他的亮和灭、
亮度、闪烁频率都是可以编程控制的。

编程圆的反应能⼒(执⾏器)

输出光和色彩 (RGB LED x 10) 

输出声音和音乐 (功放和扬声器) 

红色指示灯 (x1) 

认识编程圆
       对照编程圆的实物, 你能指出每一种传感器和执行器的
位置吗? 



认识编程圆
编程圆的⼯作模式：下载程序模式

如何进入下载程序模式：USB通讯线与PC相连, 按Reset按钮 
特征：1. 所有RGBLED全变为低亮度的绿色, 红色LED灯闪烁 
           2. 在“我的电脑”磁盘列表中出现CPXR1BOOT磁盘

编程圆的⼯作模式：运⾏⽤户程序模式
如何进入该模式：程序更新或按Reset之后自动进如该模式 
特征：1. 所有RGBLED和红色指示灯完全受用户程序控制 
           2. CPXR1BOOT磁盘从“我的电脑”磁盘列表中消失



使⽤MakeCode编程

在线版MakeCode编程的入口网址(复制-粘贴到浏览器即可)： 
 

      http://www.hibottoy.com/program-circle.html 

(离线版MakeCode编程软件的下载链接也在该网页)

从MakeCode开始学编程

       MakeCode图形化编程和JavaScript脚本编程工具是基于
Microsoft的开源编程体验包(PXT)项目和Google的开源图形
化编程引擎(Blockly)项目, 由全球知名的教育公益组织(包括
全球编程一小时活动组织)和开源软硬件开发商共同维护。 
       带有软件和硬件模拟器的MakeCode被全球公认为“新一
代图形化编程学习工具”。近十年, Scratch和Arduino代表学
编程和学电路的最佳开源工具。但后者较难, 难在硬件编程。
根据下表，还纠结学Scratch还是学Arduino？

编程风格

MakeCode Scratch

图形化积木块和JavaScript 图形化积木块

程序模拟器 支持软件和硬件模拟 支持软件模拟, 不支持硬件模拟

将程序下载到编程圆的步骤(3S)
S1: 编程。按下图编写仅有两个积木

块组成的程序。将这个程序下载到编程圆, 编
程圆将为你呈现一个“有旋转效果的圆形彩虹”

S2: 保存成 *.uf2 文件。点击

“Download”按钮, 将自己的程序保存在本地磁盘
文件夹中, 文件名和文件夹位置(路径)可以在弹出
的窗口中指定. 扩展名固定为uf2

S3: 下载程序到编程圆。即, 
将 *.uf2 文档拖放到CPXR1BOOT磁盘。 
       首先使用USB通讯线将编程圆和电脑连接起
来, 通过单击或双击编程圆中心位置的Reset按钮, 
让编程圆进入编程模式。 
       编程圆进入编程模式的重要标志：10颗RGB 
LED同时变为低亮度的绿色, 红色LED指示灯进入
呼吸模式(以呼吸的频率慢慢变亮再慢慢变暗)。 
       编程圆进入编程模式后，电脑的资源管理器
中会出现一个名为“CPXR1BOOT”的磁盘。 
       将前一步保存在磁盘上的 *.uf2文件拖放到
CPXR1BOOT磁盘。 
       接下来, 你就会看到红色LED指示灯快速闪烁
一会儿(表示正在下载程序), 然后编程圆会自动开
始执行你的程序。下载程序So easy!

注: “forever”积木块在Loops区, 另一个在“Light”区 注: 下载一个文件, 给文件取个名字, 指定一个路径, 保存即可



使⽤MakeCode编程
编程圆的“Light”积木块编程示例

示例1 
从“Light”积木区
拖放两个积木块  
(如左图)放在“on 
start”积木块内。
观察模拟器区的
执行效果。如果
你有编程圆, 并下
载到编程圆上观
察效果。

示例2 
按左图修改示例1
的程序。即, 在颜
色选择器中选择
某种颜色, 然后用
鼠标去点击某个
RGB LED, 你发现
了什么变化？观
察模拟器区的执
行效果。

示例3 
示例程序如左图, 
在“on start”积木
块内放一个“将所
有RGB亮度设置
为..颜色”积木块。 
在“forever”积木块
内放置两个“show 
ring”积木块, 并修
改他们的颜色(如
左图)。 
观察模拟器区的执
行效果：8颗RGB
的颜色在切换。如
果我们希望看到10
颗RGB的颜色以顺
时针旋转，该如何
编程实现呢?

示例4 
在“Light”积木区拖出“将
所有RGB颜色设置为..”积
木块, 并放到“forever”积
木块中。在“Loops”中拖“暂
停500ms ”积木块放到
“forever”中。如左图。 
你能说出该程序的执行效
果吗? 观察模拟器区的效
果, 是否跟你想的一样呢?

示例5 
在Light积木区拖出“以..变
量的变化画柱状图, 变量
的最大值设为 . . ”放到
“forever”积木块中。将程
序下载到编程圆, 对着麦
克风大声说话、拍巴掌或
吹气, 观察效果。 
也可以使用“Input”积木区
的“sound level”(声音响
度)或“light level”(光亮度)
作为变量。

编程圆“Light”积木块的简要说明

搜索积木块

RGB控制积木块

其他RGB积木块
用法：使用中间的颜色选择器

指定任意一颗或几颗RGB LED的
颜色(含白光在内共8种颜色可选) 
注：Pad端编程暂不支持该功能!

用法：播放动画

用法：设置所有RGB的颜色为..

用法：以某个变量的变化画柱状图

用法：设置所有RGB的亮度为..

用法：选取一种颜色(颜色变量)

用法：生成RGB格式颜色值

用法：生成HSV格式颜色值



使⽤MakeCode编程
编程圆“Music”积⽊块简要说明 编程圆的“Music”积⽊块编程⽰例

示例1 
从Music积木区拖出“播放power up提示音”积木块到“on  button A click”积木块中。如左图。
点击模拟器区的A按钮, 你听到了什么? 
复制整个积木块, 并把”button A”改为“button B”, 播放的提示音改为“power down”, 将程
序下载到编程圆, 观察运行效果。

搜索积木块

感知输入积木块

音乐输出积木块

用法：开始播放..提示音

用法: 播放..提示音并等待播放完毕

用法: 立即停止所有声音/音乐播放

用法: 播放..音调..拍

用法: 开始播放..音调(持续播放)

用法: 持续时间为..拍

用法: 将扬声器的音量设置为..

用法: 以..步长(bpm)改变拍子

用法: 将拍子设为..(bpm)

用法: 读回拍子的当前值(bpm)

用法: 频率变量值(Hz)

用法: 节拍选择器的值

示例2 
电子琴！ 
将示例1程序的“o n  
button A  click”积木块
中“bu t t o n A ”修改
为“pin A1”, 然后拖
出“播放..音调..拍”积
木块到“on  pin A1  
click”积木块内。 
通过嗲即鼠标右键选
择“复制+粘贴”, 再修
改参数的方式, 你可以
快速地编辑右图的程
序。 
点击模拟器区的触摸
盘, 你是否听到7个基
本音调? 如果没有说
明程序输入错误。将
电子琴程序下载到编
程圆, 用手指点击触摸
盘, 试试电子琴的效果

注: Pad端暂不支持声音和音乐输出的模拟功能



使⽤MakeCode编程
编程圆传感器“Input”积⽊块简要说明 编程圆传感器“Input”积⽊块简要说明(续)

搜索积木块

感知输入积木块

音乐输出积木块

用法：当..按钮/触摸盘..时, 

               执行..

用法：当..编程圆(被晃动)时, 

               执行..

用法：当感知到较大声音时, 

               执行..

用法：当感知到光线(暗/亮)时, 

               执行..

用法：读回..是否被按下

用法：读回..方向加速度值

用法：读回声音的响度值(数字麦克风)

用法：读回光强度值(光强度传感器)

用法：读回环境颜色值(颜色传感器)

用法：读回环境温度值(温度传感器)

用法：当温度达到..度时, 

               执行..

用法：读回 .. button/pin的值(变量值)

用法：如果button/pin .. 被按下返回true

用法：读回 .. 姿态角的值(变量值)

用法：设置触摸盘 .. 的阈值为..

用法：设置加速度范围为..

用法：设置”较大声音”的阈值为..

用法：设置 .. 光强的阈值为..



使⽤MakeCode编程
编程圆的“Input”积⽊块编程⽰例 编程圆“Input”积⽊块编程⽰例

示例1 
“事件驱动”的编程模式。 
拖出“on  button A  click”
积木块到编辑区，再拖放
“设置所有RGB颜色为..”
积木块到“on  button A  
click”积木块。先复制再
修改button B按钮的功能，
实现颜色切换(如左图)。
观察实际效果，并考虑“为
什么不把这些积木块放
到”forever”积木块中?”

on  button A  click的第1个参数还可
以用button B, button A+B(同时按下
A和B按钮), 触摸盘A1, .., 触摸盘A7

on  button A  click的
第2个参数还可以用
长按, 抬起时, 下压时

示例2 
手持晃动的乐器。 
“事件驱动”的编程模式。 
拖出“on shake”积木块时, 你会发现
模拟区的PCB上会出现“SHAKE”。
点击这个文字, 发现什么现象？或者
用鼠标在PCB上快速移动, 有什么发
现? 如左图, 仍采用“复制+修改参数”
的方法快速编写左图程序。 
然后将程序下载到编程圆上, 然后拿
着编程圆左右倾斜或者面朝下, 你是
否听到不同音调？

“当运动姿态变为..执行..”
积木块支持11种运动姿态
变化的触发

示例3 
“事件驱动”的编程模式。 
按 左 图 编 写 程 序 , 
“forever”积木块中的程序
和“on loud sound”积木块
中的程序是并行运行的。
将程序下载到编程圆, 对
着麦克风拍巴掌, 观察效
果。 
你可以尝试去掉两个
“pause .. ms”积木块, 再
观察程序的执行效果

示例4 
“事件驱动”的编程模式。 
按左图编写程序, 你将观察
到的现象是, 天黑了亮白
灯, 天亮了关灯并播放提示
音一次。 
修改程序如右图(仅移动一
个积木块)。 
先使用模拟器来模拟右图
的程序效果, 并解释你看到
的和听到的现象。

事件源 事件处理理程序

感知到 
“变化”

对变化作出反应 
(事件响应/处理理)

事件驱动的编程模式 
     我们在浏览网页时, 点击某图/按钮后会自
动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 这种编程模式叫做“事
件驱动”的。典型的事件驱动编程模型如下图

       我们的编程圆在MakeCode编程环境
完美地支持“事件驱动编程模式”, 通过“感
知与反应”达到编程思维训练的目的



使⽤MakeCode编程
编程圆“Loops”积⽊块简要说明 编程圆“Logics”积⽊块简要说明(续)

搜索积木块

流程控制(循环)积木块

用法：始终循环地执行其中的积木块

用法：复位后其中的积木块 
              仅顺序地执行一次

用法：暂停 .. ms(毫秒)

用法：重复执行其中的积木块 
              .. 次

用法：当条件为真/true时, 
              顺序地执行其中的积木块

用法：有限次循环(for)

用法：有限次循环(for)

搜索积木块

流程控制和 
逻辑运算积木块

用法：如果条件为真/true 
              执行then中的积木块

用法：如果条件为真/true,  
              执行then中的积木块 
              否则 
              执行else中的积木块

用法：比较大小的 
              逻辑运算积木块

用法：与逻辑运算积木块

用法：或逻辑运算积木块

用法：非逻辑运算积木块

用法：逻辑变量值: true

用法：逻辑变量值: false



使⽤MakeCode编程
编程圆“Math”和“Variables”积⽊块简要说明 为什么需要“Loops、Logic、Math 

和Variables”等积⽊块?
搜索积木块

数学计算积木块

用法：数值计算积木块, 执行 
              加, 减, 乘, 除和幂运算

用法：数值积木块

用法：两数值相除的余数积木块

用法：返回两数值中最大/最小数

用法：计算绝对值积木块

用法：计算平方根的积木块

用法：从两个数值之间随机取一个数值

用法：限幅器

用法：map

变量操作积木块

用法：创建一个新的变量 
     (在弹出框中输入变量名称, 如Counter)

用法：变量值积木块

用法：对变量赋值的积木块

用法：让变量值增加..

        程序, 由数据和处理数据的算法组成, 并实现特定目的。 
        数据可以是传感器的值, 某些数值的平均值, 或某个变量
(保存着某些算法的处理结果)。几乎所有的程序都需要处理
数据, 当数据计算步骤较多时必须使用变量存放中间结果。
Variables积木区的积木块由程序设计者来添加。 
        通常的数值计算包括加、减、乘、除、幂、求余、求绝
对值、求平方根等, 偶尔也需要用到取随机数的算法。Math
积木区实现程序中的此类数值计算。 
        当我们需要比较两个数值大小时, 形式上就是，“A>B”
为真吗？或“A=B”为真?。比较结果只有“真/true”或“假/false”
两种情况。这些比较操作在Logic积木区。 
        Loops积木区有多种不同的循环积木块, 包括无穷循
环、无条件的有限次循环、有条件的有限次循环, 连同Logic
积木区的“if .. then ..”和“if .. then ..  else then ..”一起实现流
程控制。



动⼿创造, 释放个性⼗⾜的创意
会眨眼睛的笑脸 (图案、绘图、剪纸、编程)

在纸上画的笑脸很好看, 很喜悦, 但不会眨眼也不会张嘴。
如何才能让纸上的笑脸眨眼？嘴巴还会张合呢?

第1步, 比照编程圆上的RGB LED位置确定眼睛和嘴

巴各自的位置, 用笔圈画出眼睛、嘴巴, 还可以画鼻子、
鼻孔、眉毛等脸部的元素。再为你的笑脸画上好看的

外轮廓, 如五角星⭐、花朵🌺、向日葵🌻等形状。

第2步, 使用剪刀, 沿着前一步画的笑脸外轮廓线, 剪

成一个笑脸。剪刀的刀刃非常锋利, 这一步一定要小
心, 切记不要剪刀手。

第3步, 进入MakeCode编程页面, 根据第1步确定的

眼睛和嘴巴的位置, 编辑“show ring”积木块上RGB的颜
色、亮/灭。完成3个积木块组成的程序, 下图为参考。

第4步, 验证前一步的程序时, 你已

经发现笑脸不会眨眼。人眨眼睛就是
眼睛“闭上-睁开-闭上-..”循环。我们
只需要将眼睛的两个RGB“灭-亮-灭-..”
循环即可。参考程序如右图。在
“forever”无穷循环内放两对积木块, 
每一对又包含两个积木块：“show 
ring”和“pause..ms”。眼睛的“闭”和
“开”是很显然的。但是, 眼睛闭上的
时间很短, 睁开的时间相对长很多。 
动手试试效果, 验证是否如你所想。

蜂⻦ (图案、绘图、剪纸、扭扭棒造型、编程)

蜂鸟有很长
的喙, 空中
悬停时挥动
翅膀的速度
非常高, 发
出嗡嗡的声
音, 像蜜蜂
一样。

第1步, 比照编程圆和10颗RGB LED尺寸, 画出蜂鸟的外轮廓。注意突出蜂鸟的长

喙。然后使用彩笔画出蜂鸟的眼睛、彩色羽毛和尾巴。

第2步, 使用剪刀, 沿着前一步画的蜂鸟外轮廓线, 剪成一个蜂鸟身体。剪刀锋利, 

请注意安全。将两根扭扭棒端部分别固定在编程圆的3.3V、5V、A6和A1旁边的
GND等4个触摸盘上，并做成蜂鸟翅膀的造型。

第3步,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 使用10颗RGB LED产生动画效果来模拟蜂鸟扇动翅

膀。开始编程前, 建议你首先到网上去搜索“蜂鸟飞行的视频”, 观看视频来观察蜂鸟
飞行的特点。我观察到, 蜂鸟翅膀的骨骼和关节靠身体上部, 挥动翅膀时, 速度最快
的是翅尖部分, 越靠近头部越慢。

第4步, 打开MakeCode编程页面, 编写右图程序, 并使用模拟器观察RGB LED的变

化。然后将程序下载到编程圆, 将准备好的蜂鸟剪纸粘在编程圆上。最后, 给编程
圆通电, 看到很炫的蜂鸟飞行效果了吗?



动⼿创造, 释放个性⼗⾜的创意
变⾊⻰ (颜⾊感知、绘图、剪纸、编程) 带转向灯的⼩蜜蜂 (姿态感知、剪纸、扭扭棒造型、编程)

第1步, 在网上找一些变色龙的简笔画, 打印到A4纸上, 用单色彩笔绘

制变色龙的身体特征线条。

第2步, 使用剪刀, 沿着前一步画的变色龙外轮廓线, 剪成一个变色龙身

体。剪刀锋利, 请注意安全。然后将剪纸粘在编程圆上。记住“眼睛”符
号的位置, 给剪纸挖一个大洞, 让“眼睛”符号旁边的光学传感器及其相邻
的RGB LED完全暴露出来。

第3步,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 使用编程圆的“颜色感知”传感器模拟变色

龙的眼睛, 并使用10颗RGB LED显示感知到的颜色, 模拟变色龙独特的“皮
肤颜色跟随环境色变化以伪装自己避免被天敌发现”机能。如果编程圆
能的颜色传感器能给出环境颜色, 所有RGB LED的颜色和亮度也可以编
程控制, 你能按照我们的这种想法编写程序吗?

第4步, 打开MakeCode编程页面, 编写右图程序, 并使用模拟器右上角

的光学传感器模拟输入, 观察RGB LED的变化。然后将程序下载到编程
圆, 你的“变色龙”效果怎么样?

跑步时, 如果打算转弯, 你会不自觉地倾斜身体。如果向右转弯, 你还记得身
体该往哪边倾斜？如果不记得了, 现在就试试。其实, 飞机、蜜蜂、小鸟等在
空中飞行时, 如果需要转弯, 必须倾斜身体。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的
任务时设计一个小蜜蜂, 借助于编程圆的姿态感知能力为小蜜蜂撞上转向灯.

第1步, 使用扭扭棒相互缠绕, 并将端部与编程圆的触摸盘A7固定在一起, 以

设计出小蜜蜂的身体, 再使用2根的扭扭棒为小蜜蜂增加翅膀。小蜜蜂头部有
两个非常明显的触角(它们有什么作用?), 使用较短的扭扭棒给小蜜蜂添加上
触角。

第2步, 在纸上画出小蜜蜂胖嘟嘟脸部的外轮廓, 并绘制出你想得到的眼睛、

嘴巴等元素。然后使用剪刀将小蜜蜂的脸剪裁下来, 并粘在编程圆上。

第3步, 打开MakeCode编程页面, 编写右图程序, 并使用鼠标在模拟器区的

PCB左右两边晃动, 观察RGB LED的变化。然后将程序下载到编程圆, 用手拿
着“小蜜蜂”模仿它在空中飞行, 向不同方向转弯。说一说你看到的效果。



编程圆配套的课程

艺术家 (声光、绘画、剪纸和编程艺术) 创客家 (⽤编程圆呈现个性⼗⾜的创意)

课程标题 STEAM教学内容

1 笑脸相迎 剪纸、折纸、涂鸦、颜色拼图、编程控制灯亮/灭

2 鸟儿飞翔 毛绒铁线设计空间造型、编程控制颜色亮度

3 最喜欢的玫瑰花颜色 剪纸、折纸、编程控制彩灯实现颜色切换

4 旋转的玫瑰 剪纸、折纸、编程控制彩灯实现色彩旋转

5 变色龙 毛绒铁线设计空间造型、编程控制彩灯和喇叭

6 让玩具能听到我的声音 缝制、装饰、声音感知、编程控制彩灯和喇叭

7 让玩具跟我互动 缝制、装饰、姿态感知、编程控制彩灯和喇叭

8 DIY电子琴 剪纸、折纸、涂鸦、编程产生简谱音节

9 小小音乐家 认识简谱、弹奏儿歌、编程产生不同节拍的音节

10 节拍器 剪纸和折纸/3D打印、编程实现节拍器的功能

11 音符模拟器 剪纸和折纸/3D打印、编程实现标准音符的模拟

12 空中作画(彩色光线画) 编程控制彩灯实现随机颜色、拍摄光线画活动

课程标题 STEAM教学内容

1 水果钢琴 剪纸、折纸、铁线造型、编程实现音节发生器

2 DIY乐器 剪纸、折纸、铁线造型、编程实现吉他和竖琴等

3 智能门铃(多种模式) 剪纸和折纸/3D打印、触摸感知、编程实现门铃

4 智能台灯 剪纸和折纸/3D打印、触摸和亮度感知的台灯

5 带转向指示的自行车手套 缝制、编程控制彩灯实现转向指示

6 沙漏 剪纸和折纸 /3D打印、姿态感知、时间累积和提示

7 怀表 缝制和装饰/3D打印、编程实现时分秒的表示

8

9

书包饰品(报警器) 缝制、姿态感知、编程实现解除报警的密码输入

10

生日快乐 剪纸、折纸、编程实现唱祝福歌和蜡烛模拟

11

篝火晚会 毛绒铁线造型、编程实现火苗跳动和火苗色模拟

12 双人竞速游戏 游戏规则设计、编程实现逻辑互锁和游戏机

烫手的山芋 毛绒铁线造型、游戏规则设计、编程实现游戏机



编程圆配套的课程

⼯程师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科学家 (⽤编程圆探究科学)

课程标题 STEAM教学内容

1 幸运转盘 剪纸、折纸、编程实现随机位置选择和转动音效

2 个性化小夜灯 毛绒铁线设计空间造型、编程控制颜色和亮度

3 跑步照明灯 缝制、运动感知、编程实现照明灯亮度控制

4 运动计步器 缝制、运动感知、编程实现步数累计和色环显示

5 睡眠时长记录仪 缝制、运动感知、编程实现时间累计和色环显示

6 日记本报警器 开关感知、编程监测开关变化、颜色密码

7 摇摆控制的小号 毛绒铁线设计造型、姿态感知、编程控制喇叭

8 指针型温度表 剪纸、折纸、编程实现温度测量和显示

9 智能水杯 缝制/3D打印、编程实现喝水提醒、日饮水量统计

10 智能药箱 剪纸、折纸、编程实现吃药提醒、指示吃药品类

11 智能楼道灯 剪纸、折纸、光亮度和声音感知、编程控制彩灯

12 智能密码箱 剪纸、折纸、触摸感知、编程实现密码重试自锁

课程标题 STEAM教学内容

1 如何产生彩色的光? 探究彩色发光原理、光的颜色和明暗之间关系

2 乐器如何不同的声音? 探究乐器发声原理、音符和音节感念

3 触摸和导电材料 探究感知原理、材料的导电特性

4 光的穿透力比较 探究光的传播、不同颜色光的穿透力

5 速度和速度的改变 探究运动的本质和运动感知的原理

6 热传导和热平衡 探究热传导和热平衡过程

课程使用说明
 适合6~8岁, 因孩子接受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差异可适当调整部分内容、顺序

 “科学家”这组课程应插在另外三组课程中使用, 5-6个课程后插入1个科学探究课

 课程中用到的3D打印模型均在孩宝App的“孩宝乐园”中找到, 课前准备时打印即可

 授课过程请注重动手试验、验证，注重分享



质保和环保说明

质保说明 环保说明

质保期：编程圆主机质保期为6个月 
              配套USB通讯线保质期为1个月 
              配套外壳, 到货确认无损坏即质保到期 

7天包换：自购买产品收货起7天内, 如果发现产品和配件出  
              现出厂有损坏, 由HiiBot公司或分销商技术人员确认  
              损坏原因, 可免费更换同型号产品或性能相当的新  
              品, 但由HiiBot公司指定和解释。更换下来的瑕疵品  
              拥有权和支配权由HiiBot公司所有 

保修：属质保类型且在质保期内的产品, 合理使用情况下的 
           损坏, 由HiiBot公司或分销商技术人员确认, 提供免费 
           的维修服务。非合理使用造成损坏的或超出质保期的,  
           由HiiBot公司或分销商提供有偿维修服务

       编程圆的电子元件、电路板和焊接等生产全过程采用无
铅工艺。配套外壳采用环保生物材料——PLA, 以3D打印成
型。按照SJ/T11363-2006《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
限量要求》, 编程圆的铅(Pb)、汞(Hg)、镉(Cd)等重金属含量
都在标准限量以下。适合5岁及以上孩子和成年人使用, 外壳
无毒害物质, 可以与皮肤接触,  但必须做好适当保护以避免划
伤皮肤



配件包清单

编程圆的配件(需单独采购)

衷心感谢您选用孩宝教育产品! 

我们将更敬业、更专业地为您提供 
最好的中小学创新教育产品 

 
杭州乐伴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滨兴路301号1幢2楼

http://www.hibottoy.com/

 可充电的5V锂电池(容量为900mAh)      x 1个

 小鳄鱼夹和彩色杜邦线(20cm长, 公头)  x 5根

 小鳄鱼夹和彩色杜邦线(20cm长, 母头)  x 3根

 凝胶片(可重复利用)                               x 2片

 五色毛绒铁线(30cm长)                          x 8根

 五色彩纸(200g)                                     x 2套

 课程配套的纸模(200g)                          x 2套

 WIFI适配器(用于Pad端下载程序)          x 1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