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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宝蓝盒模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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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和按钮的用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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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强度传感器的用法示例 

空气振动传感器的用法示例 

距离(超声波)传感器的用法示例 

条状LED(10条)的用法示例 

LED点阵(6x7)的用法示例 

OLED(128x64)显示器的用法示例 

运动姿态传感器的用法示例



指示灯和按钮
        这是最简单的⼈人机交互(HMI)
模块，含有⼀一颗程序控制的LED
指示灯和⼀一个轻触按钮，另外还
有⼀一颗指示按钮状态的LED(按钮
按下即亮)。

振动马达和按钮
       该模块可⽤用于
振动提示，含有⼀一
个程序控制的振动
⻢马达和⼀一个轻触按
钮，另外还有⼀一颗
⽤用亮度来指示振动
强度的LED。

蜂鸣器和按钮
        该模块可⽤用于声⾳音提示，含
有⼀一个程序控制的蜂鸣器器和⼀一个
轻触按钮，另外还有⼀一颗⽤用亮度
来指示蜂鸣器器响度的LED。

白光照明灯模块
        该模块可⽤用来
设计台灯等照明项
⽬目，亮度可以⽤用程
序控制(分10级)。
该模块⽀支持级联，
可使⽤用多个模块提
⾼高照明亮度。

语音(录&播)模块

        该模块可录和存储⼀一段⻓长约
13秒的语⾳音，带有录⾳音指示灯。
⽀支持程序控制的语⾳音播放、录⾳音，
模块⾃自带录⾳音按钮(⽩白⾊色)和播放
按钮(蓝⾊色)，允许⼿手动操作。

角度传感器和指示灯

磁接近传感器
      磁接近传感器器必须与磁铁或
带有磁性的物体⼀一起使⽤用，⽤用来
检测磁性物体的接近或离开。可
⽤用于检测⻔门的开关状态、记录磁
性物体出现的次数等。

触摸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器能感知⼈人体触摸
或导电零件的接触。可当作⼀一种
⽆无声输⼊入按钮使⽤用，⽤用于开关设
备，或调节亮度、⾳音量量和速度等。

        该模块可测量量0～300度的⻆角
度输⼊入，直接输出⻆角度值。也可
以直接读出原始数据，当作电位
器器使⽤用。⽤用作输⼊入旋钮调节亮度、
⾳音量量、速度等。带有⼀一颗⽩白光
LED，亮度可以由程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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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强度传感器
        该模块能够根据照射在传感
器器上的光线强度输出模拟电压，
只能连接在A0~A3四个端⼝口。可
⽤用于根据光强度开关设备，或调
节亮度、频率和强度的项⽬目中。

空气振动传感器
       该模块根据传感器器周围的空
⽓气振动强度输出模拟电压，只能
连接在A0~A3四个端⼝口。可⽤用于
根据⻛风速⼤大⼩小开关设备，或调节
响度、频率、强度的项⽬目中。

条状LED(10条)
        该模块由10个⻓长条形LED组
成(颜⾊色：1R1Y8G)，可⽤用于电池
电量量、信号强度、距离远近、事
件进度等信息指示。

LED阵列(6x7)
        该模块由6列列7
⾏行行(共42颗)单⾊色LED
组成，可⽤用于显示
点阵图案，连续切
换多帧图案能达到
动画图案的效果。
带有⼀一个5向摇杆，
可作为操控按钮。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该模块根据超声波在空⽓气中
的传播速度为常数和反射原理理，
能够精确地测量量出1~400厘⽶米范
围内的距离，精度不不低于1厘
⽶米。可⽤用于根据距离远近来调节
⼤大⼩小、速度、开关等参数中。

运动姿态传感器
        该模块内置9-DOF运动传感
器器，能够输出3轴加速度、3轴⻆角
速度和3轴地磁⻆角。姿态估算器器
根据这些数据实时地给出运动传
感器器的姿态，包括偏航⻆角、俯仰
⻆角和翻滚⻆角等。可⽤用于运动姿态、
⽅方向识别的项⽬目中。

OLED显示器(128x64)

       有机LED(OLED)显示器器是⼀一
种⾃自发光的点阵显示器器，⽆无需背
景光。能够显示1⾏行行标题，4⾏行行⽂文
本，⽤用于显示状态、测量量数据等。

辅材

1. USB电缆 × 1 
    ⽤用于连接蓝盒主控制器器和电脑 
2. 4芯专⽤用线 × 10 
    ⽤用于连接蓝盒主控制器器和模块 
3.  ⼩小磁铁  × 2 
     与磁接近传感器器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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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宝蓝盒主控制器器采⽤用⾼高速ARM Cortex-M4微控制器器作为核⼼心，兼
容开源硬件——Arduino，你可以直接使⽤用Arduino IDE进⾏行行编程(编辑代
码、编译、下载等)，使⽤用孩宝的图形化编程⼯工具让编程更更容易易。具有14
个统⼀一的4脚插座，很容易易接⼊入丰富的蓝盒传感器器、执⾏行行器器和显示器器，没
有插错电路路⽽而烧毁硬件的⻛风险。具有两列列14位插孔，兼容普通Arduino板
的⽤用法，使⽤用杜邦线连接蓝盒之外的⼀一些电⼦子单元。⾃自带⼀一颗(内建)LED
和⼀一个(内建)按钮，即使只有⼀一个主控制器器，就能开始学编程。内部带有
WIFI和BlueTooth通讯单元，助你轻松构建物联⽹网(IoT)项⽬目。

孩宝蓝盒主控制器(兼容Arduino) 孩宝蓝盒的应用模式

1.    GND

2.  USB+
3.  USB-
4.  5.0V
5.  3.3V
6.    RST
7.    GND
8.     P5
9.     P4
10.   P3
11.   P2

12.P1/Tx
13.P0/Rx
14.  GND

1.  GND
2.  P17/A3
3.  P16/A2
4.  P15/A1
5.  P14/A0
6.  P13
7.  P12
8.  P11
9.  P10

10.  P9/SDA
11.  P8/SCL
12.  P7/内建LED
13.  P6/内建按钮

14.  GND

P12和P13
P11和P12
P10和P11

P4和P5
P3和P4
P2和P3
P0和P1

RxD和TxD
P8和P9

SCL和SDA

P8和P9
P8和P9
A0和A1
A1和A2
A2和A3
A3/P17

US
B C

abl
e

显示器 

执行器 

传感器 

Arduino IDE, 
HiiBotBlockly



     譬如，我们使⽤用图形化
编程⽅方式实现：姿态⻆角实
时地显示在OLED显示器器
上。运⾏行行结果如下图。图
形化程序和C程序如左图。

如何使用孩宝蓝盒开始学编程?
     孩宝蓝盒⽀支持图形化(需先安装HiiBotBlockly软件)和C语⾔言(需先安装
Arduino IDE)两种编程⽅方式。打开孩宝图形化编程软件，展开孩宝蓝盒→
传感器、执⾏器、显示器等，再点击任⼀一模块的名称，你就会看到操纵
该模块的“积⽊木块”，拖放这些积⽊木块，与其它积⽊木块⼀一起很容易易拼接出图
形化程序。点击“Arduino”标签，可以看到对应的C语⾔言程序。

     如果你具备C编程的能⼒力力，可直接⽤用Arduino IDE和孩宝蓝盒快速完成
项⽬目的设计和性能评估。建议新⼿手使⽤用“Contrl+A”和“Contrl+C”将图形化
程序对应的C程序拷⻉贝并粘贴到Arduino IDE中，点击“     ”(下载)按钮，将
程序下载到蓝盒主控制器器，并⽴立即开始执⾏行行。从这⼉儿开始学编程学电⼦子。

蓝盒，不仅适合新手学编程学电子，也适合高手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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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和按钮 用法示例

P3和P4引脚

器材

指示灯和按钮模块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 
如何使用“指示灯和按钮”模块。 
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实现 
按钮对指示灯的控制。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

如果“引脚P3和P4上的按钮被按下” 执⾏ “让引脚P3和P4上的
指示灯亮”；否则“让引脚P3和P4上的指示灯灭”。

实现步骤

展开孩宝蓝盒→其它→ 
指示灯和按钮，将会看 
到这个模块的积⽊块 
(注意, 右图中的关键词)

1

拖放积⽊块完成右图的 
程序 (注意，这个程序块 
必须被重复执⾏)

2

使用专用线将指示灯和按钮模块连接到蓝盒主控制器P3和 
P4端⼝，并将蓝盒主控制器与电脑连接，下载程序，测试
运⾏效果。按下按钮并释放按钮，观察指示灯的状态

3

你能编程实现 “按下按钮让指示灯亮，再次按下按钮让指示灯灭?并
能如此循环”。提示，不要轻视该目标，达到预期效果并不容易)

1
! 务必根据连接电路的实际 

位置修改引脚号!



振动马达和按钮 用法示例

P3和P4引脚

器材

振动马达和按钮模块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 
如何使用“振动马达和按钮”模 
块。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 
实现按钮对振动马达的控制。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

如果“引脚P3和P4上的按钮被按下” 执⾏ “让引脚P3和P4上的
振动马达强度改变(在10~250之间逐级往返变化)”

实现步骤

展开孩宝蓝盒→执⾏器 
→振动马达和按钮，将 
会看到该模块的积⽊块 
(注意, 右图中的关键词)

1

拖放积⽊块完成右 
图的程序 (注意， 
这个程序块必须被 
重复执⾏)

2

使用专用线将振动马达和按钮模块连接到蓝盒主控制器P3
和P4端⼝，并将蓝盒主控制器与电脑连接，下载程序，测
试运⾏效果。连续按下按钮再释放按钮，观察振动马达的
的状态

3

你能编程实现“根据按钮被按下的时间长短改变振动马达的强度”？

2

1



蜂鸣器和按钮 用法示例

P3和P4引脚

器材

蜂鸣器和按钮模块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 
如何使用“蜂鸣器和按钮”模块。 
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实现 
按钮对蜂鸣器的控制。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

如果“引脚P3和P4上的按钮被按下” 执⾏ “让引脚P3和P4上的
蜂鸣器响度改变(在10~250之间逐级往返变化)”

实现步骤

展开孩宝蓝盒→执⾏器 
→蜂鸣器和按钮，将 
会看到该模块的积⽊块 
(注意, 右图中的关键词)

1

拖放积⽊块完成右 
图的程序 (注意， 
这个程序块必须被 
重复执⾏)

2

使用专用线将蜂鸣器和按钮模块连接到蓝盒主控制器P3和
P4端⼝，并将蓝盒主控制器与电脑连接，下载程序，测试
运⾏效果。连续按下按钮再释放按钮，观察蜂鸣器发出的
声音是如何变化的

3

你能编程实现“如果按钮被按下让蜂鸣器响，否则关闭蜂鸣器”？

2

1



语音(录&播)模块 用法示例

P3和P4引脚

器材

语音(录&播)模块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 
如何使用“语音(录&播)模块”。 
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实现 
间隔播放预先录制的语音。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

延时15秒，播放预先录制的语音(约15秒)。并重复该步骤。

实现步骤

使用专用线将语音(录&播)模块连接到蓝盒主控制器P3和
P4端⼝，通电后按住白⾊按钮录制⼀段语音(约15秒)

1

拖放积⽊块完 
成右图的程序

3

连接喇叭，并下载程序，测试运⾏效果4

预先录制自⼰的声音，对比播放时的声音，为什么不完全⼀样？

展开孩宝蓝盒→ 
执⾏器→语音模 
块，将会看到该 
模块的积⽊块 
(注意, 右图中的 
关键词)

2

2

1



白光照明灯 用法示例

P3和P4引脚

器材

(白光)照明(灯)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 
如何使用“白光照明灯”模块。 
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实现 
白光照明灯的亮度控制。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

间隔5秒照明灯的亮度自动改变⼀次(10%~100%之间调整)。

实现步骤

展开孩宝蓝盒→执⾏器 
→照明，将会看到该模 
块的积⽊块(注意, 右图 
中的关键词)

1

拖放积⽊块完成右 
图的程序 (注意， 
这个程序块必须被 
重复执⾏)

2

使用专用线将白光照明灯连接到蓝盒主控制器P3和P4端
⼝，并将蓝盒主控制器与电脑连接，下载程序，测试运⾏
效果。你将会看到照明灯的亮度会逐渐变亮，然后变成最
暗，再逐渐变亮

3

每⼀照明灯仅有6颗灯珠，或许亮度达不到你所需要的，你可以使
用串联⽅式增加更多组照明灯。你试试用程序来控制更多组照明灯

2

1
! 务必根据连接电路的实际位置修改引脚号!



角度传感器和指示灯 用法示例

A0和A1引脚

器材

角度传感器和指示灯模块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 
如何使用“角度传感器和指示灯” 
模块。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 
程实现角度传感器控制指示灯 
的亮度。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逆时针转动角度传感器时, 指示
灯越来越亮。顺时针转动则越来越暗。

实现步骤

展开孩宝蓝盒→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和指示灯， 
将会看到该模块的积⽊ 
块(注意，右图中的关键 
词)

1

拖放积⽊块完成右 
图的程序 (注意， 
这个程序块必须被 
重复执⾏)

2

使用专用线将角度传感器和指示灯模块连接到蓝盒主控制
器A0和A1端⼝(即P14和P15端⼝)，并将蓝盒主控制器与电
脑连接，下载程序，测试运⾏效果。旋转角度传感器，你
将会看到指示灯的亮度随之变化

3

你观察到逆时针旋转角度传感器时，指示灯越来越亮。如果我们希
望顺时针旋转时越来越亮，如何编程实现呢?

2

1



触摸传感器 用法示例

器材

触摸传感器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 
如何使用“触摸传感器”模块。 
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实现 
触摸⽅式控制蓝盒主控制器内 
建LED指示灯的亮/灭。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用⼿指触摸传感器时, 蓝盒主控
制器的指示灯亮。拿开⼿指后，指示灯立即灭。

实现步骤

展开孩宝蓝盒→传感器 
→触摸传感器，将会看 
到该模块的积⽊块(注意， 
右图中的关键词)

1

拖放积⽊块完成右 
图的程序 (注意， 
这个程序块必须被 
重复执⾏)

2

使用专用线将触摸传感器模块连接到蓝盒主控制器P3和
P4端⼝，并将蓝盒主控制器与电脑连接，下载程序，测试
运⾏效果。用⼿指触摸传感器时，你将会看到蓝盒主控制
器内建的指示灯亮；⼿指移开后，指示灯灭

3

除了用⼿指触摸传感器时指示灯会亮(表示“我被摸到了”)，⼿上拿
着某些物品(譬如电线、⽊棒)去触碰时，指示灯会亮？这是为什么?

P3和P4引脚

2

1

内建的指示灯

! 务必根据连接电路的实际位置修改引脚号!



磁接近传感器 用法示例

器材

磁接近传感器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 
如何使用“磁接近传感器”模块。 
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实现 
磁接近⽅式控制蓝盒主控制器 
内建LED指示灯的亮/灭。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小磁铁靠近磁接近传感器时, 蓝
盒主控制器的指示灯亮。小磁铁离开后，指示灯立即灭。

实现步骤

展开孩宝蓝盒→传感器 
→磁接近传感器，将会 
看到该模块的积⽊块(注 
意，右图中的关键词)

1

拖放积⽊块完成右图
的程序 (注意，这个程
序块必须被重复执⾏)

2

使用专用线将磁接近传感器连接到蓝盒主控制器P3和P4
端⼝，并将蓝盒主控制器与电脑连接，下载程序，测试运
⾏效果。用小磁铁靠近磁接近传感器时，你会发现蓝盒主
控制器内建的指示灯亮；当小磁铁离开后，指示灯灭

3

除了用⼿指触摸传感器时指示灯会亮(表示“我被摸到了”)，⼿上拿
着某些物品(譬如电线、⽊棒)去触碰时，指示灯会亮？这是为什么?

P3和P4引脚

2

1

小磁铁 × 13

内建的指示灯

! 务必根据连接电路的实际位置修改引脚号!



光线强度传感器 用法示例

A0和A1引脚

器材

光线强度传感器模块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如 
何使用“光线强度传感器”模块。 
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将光线 
强度传感器的原始值显示在Ardu 
-ino IDE的串⼝监视器上。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用不同强度光源照射光线强度
传感器时，在串⼝监视器上将会看到不同的数值。

实现步骤

展开孩宝蓝盒→传感器 
→光线强度传感器，将 
会看到该模块的积⽊块

1

拖放积⽊块完 
成右图的程序 
 (注意，这个 
程序块必须被 
重复执⾏)

2

使用专用线将光线强度传感器模块连接
到蓝盒主控制器A0和A1端⼝(即P14和
P15端⼝)，并将蓝盒主控制器与电脑连
接，下载程序，测试运⾏效果。改变光
源强度，观察串⼝监视器上的数据变化
规律

3

你发现“光越强，数据越⼤”的规律了吗？如果我们需要把显示出来
的数据和光强度规律调整为：光越强，数据越小。请编程实现。

2

1



空气振动传感器 用法示例

A1和A2引脚

器材

空⽓振动传感器模块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如 
何使用“空⽓振动传感器”模块。 
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将空⽓ 
振动传感器的原始值显示在Ardu 
-ino IDE的串⼝监视器上。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向空⽓振动传感器吹⽓时，在
串⼝监视器上将会看到传感器输出的数值随之变化。

实现步骤

展开孩宝蓝盒→传感器 
→空⽓振动传感器，将 
会看到该模块的积⽊块

1

拖放积⽊块完 
成右图的程序 
 (注意，这个 
程序块必须被 
重复执⾏)

2

使用专用线将空⽓振动传感器模块连接
到蓝盒主控制器A1和A2端⼝(即P15和
P16端⼝)，并将蓝盒主控制器与电脑连
接，下载程序，测试运⾏效果。向传感
器吹⽓，并改变⽓流⼤小，观察串⼝监
视器上的数据变化规律

3

空⽓振动传感器上有⼀个可调电位器，它是用来调节感知灵敏度的，
用小型⼗字螺丝⼑慢慢旋转电位器，你发现传感器变得更灵敏了？

2

1



距离(超声波)传感器 用法示例

器材

距离(超声波)传感器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如 
何使用“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模块。 
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将传感 
器与目标之间距离显示在Arduino 
IDE的串⼝绘图器上。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用⼿掌或纸放在超声波测距传
感器前放移动时, 在串⼝绘图器上将看到距离的变化曲线。

实现步骤

1

2

3

距离的量纲有很多种，你知道他们之间的换算关系吗？修改程序将
距离量纲改为英⼨，重复上面的实验，对比结果。

P3和P4引脚

2

1

展开孩宝蓝盒→传感器 
→距离(超声波)传感器， 
将会看到该模块的积⽊块

拖放积⽊块完 
成右图的程序 
 (注意，这个 
程序块必须被 
重复执⾏)

使用专用线将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模块连
接到蓝盒主控制器P3和P4端⼝，并将蓝
盒主控制器与电脑连接，下载程序，测
试运⾏效果。用⼿掌在超声波测距传感
器前移动，估计⼿掌与传感器之间的距
离，并与串⼝绘图器显示的结果对比



运动姿态传感器 用法示例

器材

OLED(128x64)显示器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 
如何使用“运动姿态传感器”模块。 
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在 
OLED屏幕上实时显示姿态角。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
OLED屏幕上显示运动姿态传感
器的Yaw(偏航角)、Pitch(俯仰
角)、Roll(翻滚角)。

实现步骤

展开孩宝蓝盒→传感器→ 
姿态传感器，将会看到该
模块的积⽊块(注意，右图
中的关键词)

1

拖放积⽊块
完成右图的
程序 (注意，
这个程序块
必须被重复
执⾏。“更
新姿态传感
器”之间不
能延迟)

2

使用专用线将OLED、姿态传感器连接到蓝盒主控制器P8
和P9端⼝(共3个位置可用)，并将蓝盒主控制器与电脑连
接，下载程序，测试效果。沿不同⽅向慢慢旋转姿态传感
器，观察OLED显示器上给出的三个姿态角

3

2

1

P8和P9引脚

P8和P9引脚

3

运动姿态传感器 × 13

! 注意，姿态传感器和OLED模块只能连接到P8和P9引脚!



条状LED(10条) 用法示例

器材

条状LED(x10)显示器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 
如何使用“条状LED(10条)”显示  
器。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 
实现10级进度条的模拟。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进度条指示将会从
10%到100%逐步增加，然后全熄灭再重复这样的
进度显示。

实现步骤

展开孩宝蓝盒→显示器 
→条状LED(10条)，将会 
看到该模块的积⽊块(注 
意，右图中的关键词)

1

拖放积⽊块完成右图
的程序 (注意，这个程
序块必须被重复执⾏)

2

使用专用线将条状LED(10条)连接到蓝盒主控制器P3和P4
端⼝，并将蓝盒主控制器与电脑连接，下载程序，测试运
⾏效果。你将会看到⼀个10步进度的模拟进度条效果

3

如果你已经知道角度传感器的使用⽅法，请使用条状LED(10条)来
显示角度传感器的角度(提示，0∼300度分10级显示)。

P3和P4引脚

2

1
! 务必根据连接电路的实际位置修改引脚号!



LED阵列(6x7) 用法示例

器材

LED阵列(6x7)显示器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 
如何使用“LED阵列(6x7)”显示  
器。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 
实现有趣的动画图案。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颗跳动的⼼。即，
⼀个⼼状图案忽⼤忽小地变化，模拟⼼脏跳动。

实现步骤

展开孩宝蓝盒→显示器→LED阵
列，将会看到该模块的积⽊块
(注意，右图中的关键词)

1

拖放积⽊块完成右图的程序 (注意，这
个程序块必须被重复执⾏。此外，当
你觉得LED阵列太暗或太亮⽽刺眼，
可以用程序调节他们的亮度)

2

使用专用线将LED阵列(6x7)模块连接到蓝
盒主控制器P3和P4端⼝，并将蓝盒主控制
器与电脑连接，下载程序，测试运⾏效果。
你将会看到⼀颗跳动的⼼形图案

3

LED阵列(6x7)显示器自带⼀个5向摇杆按钮，你可以编程识别上、
下、左、右按钮和下压按钮，向程序发出指令让图案移动。

P3和P4引脚

2

1

! 务必根据连接电路的实际位置修改引脚号!



OLED(128x64)显示器 用法示例

器材

OLED(128x64)显示器  × 11

蓝盒主控制器 × 12

功能描述

        在这个示例中，你将学会 
如何使用“OLED(128x64)”显示 
器。使用图形化(或C语⾔)编程 
显示不断递增回滚的计数器值。

        该示例程序运⾏效果为，OLED屏幕分成5⾏显示，其
中标题占⼀⾏，另外4⾏显示不断递增回滚的计数器值。

实现步骤

展开孩宝蓝盒→显示器→ 
OLED，将会看到该模块
的积⽊块(注意，右图中 
的关键词)

1

拖放积⽊块完成右图
的程序 (注意，这个程
序块必须被重复执⾏)

2

使用专用线将OLED
连接到蓝盒主控制器 
P8和P9端⼝，并将蓝
盒主控制器与电脑连
接，下载程序，测试
效果

3

2

1

P8和P9引脚

在程序中，变量Counter始终是加1递增的，然⽽在显示器上看到的
数值却是逐⼀增加突然又回滚到0，再继续增加。这是为什么？

! 注意，OLED显示器模块只能连接到P8和P9引脚!



“用心让每一个设计都有动人的故事。” 

只有动⼿试过才知道的，就不能空想。



关于孩宝 (About HiiBot)

      孩宝，3D打印教育领导品牌。秉持以机器⼈为兴趣载体，以3D设计和3D打印为
数字化⼯具，以培养质疑和验证习惯、创新思维为目标。业内率先推出分龄化的3D
设计App软件、极致易用的3D打印设备和系统的教学课程，适应中小学⽣年龄和认知
能⼒跨度⼤的特点，科学地分段培养幼⼉、青少年的空间想象⼒、空间设计能⼒和创
新思维。 
        孩宝蓝盒、教学课程及相关软件不仅能够培养青少年的逻辑思维、计算思维，融
合了3D设计和3D打印等数字设计和制造技术是这⼀系列产品的最⼤特⾊，满⾜青少
年创新教育过程中所需要的创新结构设计和制造、电⼦模块和创意编程。 
     感谢您选择孩宝品牌的产品！我们将不忘初⼼砥砺前⾏，为您提供最好的、最专
业的科技教育内容和科技教育产品。

咨询电话：186-0571-4661,  mail: wzfei@hibotto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