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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向导

杭州乐伴科技有限公司



器材清单 HiiBot:Bit主机 x1

观光车 x1

超声波测距模块 x1

注:    1. 观光车包含3D打印的结构件(未安装的)、PCB底盘、双直流
马达、双循迹传感器、电机电源开关等 
2. 辅材包括：可充电的9V电池和充电器、可充电的5V 电池、USB
通讯线、专用4芯线、凝胶片、彩色卡纸、 纸板等 
3. 所有器材的外壳均采用3D打印机制造。如有损坏请直接下载孩宝
App并使用孩宝3D打印机打印出来更换。如果你需要孩宝3D打印
机, 请联系186-0571-466(王老师)

人体触摸感知模块 x1

旋钮/角度输入模块 x1

光照和颜色感知模块 x1

数字环境温湿度模块 x1 1W功放和喇叭模块 x1

语音录播模块 x1

环形RGB(x11)模块 x1



孩宝橙盒(HiiBot:Bit) 
       Micro:Bit和3D打印的完美结合

       感谢您选择HiiBot:Bit产品! 

     HiiBot:Bit是BBC的Micro:Bit和3D打印的完美结合。带有3D打印的Q版外壳不

仅让孩子们倍感亲切, 也避免孩子们直接使用裸露的电路板。HiiBot:Bit主机完全

兼容Micro:Bit的硬件以及所有软件(部分扩展功能需要安装孩宝团队为HiiBot:Bit

定制的扩展包)，借助于全球“编程一小时”活动推荐的MakeCode图形化编程软件，

仅两行代码就可以让HiiBot:Bit主机变成孩子们庆贺生日的道具。 

     3D打印的“观光车”造型和汽车底盘，不仅具有自带循迹传感器、超声测距

传感器、环境光线亮度和环境颜色识别传感器等, 我们还专门定制了数字环境

温湿度传感器模块、人体触摸感知模块、语音录播模块、环形RGB彩灯等扩展

功能模块。观光车上的“观光客座位”不仅给孩子们的创意留下很大空间，也可

以用来固定这些功能模块。孩子们拿着这些东西时，会有多少创意呢？ 

        HiiBot:Bit支持MakeCode图形化编程、JavaScript和Python脚本语言编程，

您可以带着孩子立即进入HiiBot:Bit在线版编程页面，体验易学且有趣的图形化

编程和JavaScript编程。HiiBot:Bit旨在让孩子们在简单的趣味编程过程中学习

计算机科学知识、数学知识，培养孩子们探索科学的兴趣、创造性解决问题的

能力。

孩宝橙盒(HiiBot:Bit)简介

http://121.41.99.233:4242/


认识孩宝橙盒主机

[P0, P13] 
(Sock-1)

[P1, P14] 
(Sock-2)

[P2, P15] 
(Sock-3)

[P16, P8] 
(Sock-4)

[I2C -IF] 
(Sock-5)

两个轻触按钮 

亮度可调节的5 x 5 LED阵列 

环境光亮度感知 

内置的CPU温度传感器 

运动姿态和剧烈程度感知 

电子罗盘 

无线(2.4GHz)通讯 

输出音乐(基本音调和提示音) 

5个4P扩展功能插座



在PC上编程

        PC上打开“孩宝橙盒”页面(http://www.hibottoy.com/hiibotbit.html)，你可以看

到HiiBot:Bit在线编程页面的链接，以及离线编程软件的下载链接和安装向导。

        使用USB通讯线将HiiBot:Bit主机和电脑

正确连接后, 在电脑上将会出现一个名为

“MICROBIT”的可移动磁盘。 

        使用HiiBot:Bit支持的MakeCode图形化

编程你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程序编写。然后

点击下载, 将*.hex文件保存到“MICROBIT”磁

盘即完成程序下载。

http://www.hibottoy.com/hiibotbit.html


在平板电脑(Pad)上编程

microbit App只能用于iOS/Android移动设备, 
在孩宝橙盒产品页面有下载链接和安装说明

       在平板电脑(Pad)上打开“孩宝橙盒”页面(http://www.hibottoy.com/
hiibotbit.html)，你可以看到HiiBot:Bit在线编程页面的链接，以及离线

编程软件的下载链接和安装向导。即可以开始图形化编程。 
       下载并安装Microbit App, 使用蓝牙接口将你的程序下载到橙盒。

S1: 使用Pad蓝牙接口下载程序 
      编写好程序之后, 点击下载
按钮,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下载”, 
将自动打开Microbit App

S2: 将程序下载到橙盒Flash中 
      在打开Microbit App中选中
将要下载的程序, 点击“Flash”按
钮。如果你的Pad和HiiBot:Bit主
机已经用蓝牙配对过, 后续的过
程将会有App自动完成。

S3: 搜索已配对的孩宝橙盒 
      已配对的HiiBot:Bit的密码图
案会显示在屏幕上

S4: 下载程序到程序的Flash 
      这一步需要0.5～1分钟时间

S5: 下载成功并重启橙盒主机 
      点击“OK”按钮即可

http://www.hibottoy.com/hiibotbit.html


硬件模拟器和单步模拟

点击“刷新”按钮, 将重新开始模拟程序的执行过程和结果 
点击“停止”按钮, 将终止硬件模拟器并显示“启动”按钮 
点击“启动”按钮, 将启动硬件模拟器并显示“停止”按钮

点击“蜗牛🐌 ”按钮, 启动/终止“单步模拟”功能。 
所谓单步模拟, 就是像蜗牛爬行一样的速度来模拟执行你所编写的
程序, 同时在 编辑区使用黄色框指示正在执行“哪一行”程序

       孩宝橙盒支持MakeCode图形化编程工具, 支持用户程序的硬件模
拟。对编程初学者来说, 硬件模拟器是最快速的检查程序逻辑是否正确、
执行效果是否达预期的工具。开启硬件模拟器功能时, 只要你修改程序
的任何地方, 都会自动重新模拟程序的执行效果

       单步模拟是所有专业软件开发人员的利器, 用他来排查程序的bug、
业务逻辑错误等。孩宝橙盒的图形化编程软件支持该功能, 帮助编程初
学者掌握自己所编写的每一句程序的功能和执行效果, 帮助初学者在大
脑中快速构建出程序的整体功能, 检查程序是否达到预期



MakeCode编程示例 (“基本”积木块的用法)

显示数字(..), 数字大于9或小于0时将自动滚屏

显示自制的图案(用鼠标点击像素切换亮/灭)

显示预置的图案(用鼠在下拉框中选择)

显示文本(..), 多于1个字符时将自动滚屏

无穷循环执行的积木块

开机仅执行一次的积木块

暂停执行程序(..)毫秒

清空屏幕内容

显示向(..)方向图案 
(从下拉框中选择)



示例1: 闪烁的❤  
(修改“暂停(..)ms”积木块中的延迟数值, 
观察硬件模拟区的执行效果)

MakeCode编程示例 (“基本”积木块的用法示例)

示例2: Hello world  
(每屏只能显示一个字符, 长字符串自动
滚屏显示。如果想要始终滚屏显示“Hello 
world”，如何修改程序呢？)

如何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显示在
屏幕上呢? 动手试试

示例3: 发射倒计时  
(如果想要修改为9~1的倒计时, 如何修改
程序? 根据你的数学知识, 如何实现参数
话的倒计时？)

示例4: 动画小电影  
(自己动手设计一个其他动画小电影)



MakeCode编程示例 (“输入”积木块的用法)

当按钮(A)被按下时, 执行.. 
 (下拉框中可选择按钮A、B、A+B)

当HiiBot:Bit感知到(振动)时, 执行.. 
 (下拉框中可选择按钮振动、向左倾斜等)

当感知到(P0)引脚被按下时, 执行.. 
 (下拉框中可选择P0、P1或P2)

如果按钮(A)被按下返回“真”, 否则返回“假”

如果(P0)引脚被按下返回“真”, 否则返回“假”

加速度传感器感知到 (x) 方向的加速(mg)

显示屏周围的环境光亮度(值范围: 100~200)

电子罗盘上指南针的当前朝向(值: 0~359度)

CPU的当前温度(摄氏度)

HiiBot:Bit的当前倾角

HiiBot:Bit感知到的(x)磁力

本次开机到当前的时间(ms)

本次开机到当前的时间(μs)μ

当感知到(P0)引脚被按下时,  
执行.. 
 (下拉框中可选择P0、P1或P2)

设置加速度传感器的量程 
(下拉框中可选1g、2g、4g、8g)

该积木块已被自动执行, 无须使用



MakeCode编程示例 (“输入”积木块的用法示例)

示例1: 心情选择器 
(你能说出“当按钮(A)被按下时, 执行..”、
“当按钮(B)被按下时, 执行..”的执行顺
序？)

示例2: 摇一摇 
(你能说出“当(振动)时, 执行..”、“无限
循环执行..”的执行过程？)

观察、对比示例1和2的执行效果, 考虑每一个程序块的执行顺序。据
此理解“事件”驱动的编程模式

示例3: 0-1世界 
(观察程序的执行效果, 你能说出下面两
个程序块中语句的区别吗?)

示例4: 飞机的俯仰角 
(开机时保持HiiBot:Bit主机水平, 观察显示
的数值, 以某一个边为转轴缓慢旋转
HiiBot:Bit主机, 根据显示变化确定俯仰角)

示例5: 飞机的起横滚角 
(开机时保持HiiBot:Bit主机水平, 观察显示
的数值, 以某一个边为转轴缓慢旋转
HiiBot:Bit主机, 根据显示变化确定横滚角)

观察、对比示例4和5的执行效果, 在纸上画出HiiBot:Bit正面图案, 并
在图案上标注出o-xy轴, 进而标明俯仰角和翻滚角的旋转轴和正负值
的方向 (请参考下图的画法)



MakeCode编程示例 (“音乐”积木块的用法)

播放“钢琴键(..)”的音调并持续(..)拍   (在下拉框中选择36种基本音调和7种节拍)

开始播放“钢琴键(..)”的音调     (在下拉框中选择36种基本音调)

暂停播放音乐(..)节拍 或 (..)ms    (在下拉框中选择7种节拍 或直接给定一个数值, 相当于暂停播放(..)ms

注: 使用HiiBot:Bit播放音乐时, 必须使用专用4芯线将“功放和喇叭模块”接到Sock-1插座上

播放旋律(..)并持续(播放一次)    (在下拉框中选择旋律和重复播放的次数/始终播放)

当旋律(..)开始播放时, 执行..    (在下拉框中选择旋律, 这相当于“xx旋律响起时, 我们开始做..”)

音调的频率值

节拍选择器的值  (7种可选)

节奏值(单位bpm，即每分钟的拍数)

以(..)bpm为步长将节奏值增加一步  (相当于“节奏值增加括号内指定的值”)

将节奏设定为(..)bpm



MakeCode编程示例 (“音乐”积木块的用法示例)

示例3: 乱弹琴 
(随便摁A、B按钮, 或同时摁, 来个“乱弹琴”)

示例4: 爱💗跳动的生日快乐歌 
(小朋友过生日时, 先将HiiBot:Bit主机“脸”朝下, 
当蜡烛吹灭时, 立即将HiiBot:Bit主机的“脸”朝
上放在桌子上。给朋友们来个Surprise!)

示例1: 基本基调 
(修改示例中的中音为高音和低音基本音调, 以
及节拍, 反复听了之后说明他们的区别)

示例2: 播放“天上星星亮晶晶”儿歌 
(模仿本示例的程序编写其他儿歌的播放程序)

随意按下按钮A、B或同时按下, 用耳朵
分辨音调和旋律。根据声音来体验“事
件”驱动编程模式

你还有什么生日Party的超酷声光创意, 
尝试使用HiiBot:Bit实现



MakeCode编程示例 (“LED”积木块的用法)

(4, 0)

(1, 1)

(2, 2)

(0, 4)

x

y

0
5x5 LED阵列屏幕的像素坐标

在坐标x(..) Y(..)绘制点

擦除坐标x(..)Y(..)的点

切换坐标x(..)Y(..)点的亮/灭

坐标x(..)Y(..)点的亮/灭状态

以5x5 LED阵列绘制柱状图 
(如果最大值设为0, 将自动调整)

在坐标x(..) Y(..)绘制(..)亮度的点

显示屏或某个坐标点的 亮度值

将所用绘图笔 的亮度设定为(..)

停止动画显示

启用/禁用 显示屏



MakeCode编程示例 (“LED”积木块的用法示例)

示例1: 漫天飞舞的萤火虫 
(本示例程序需要用到“数学”的“随机数积木块”。当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下面的两行和上面的三行
有明显区别。如果你观察到了, 请说明原因)

示例3: 拔河游戏 
(当按钮A和B同时被按下时, 你观察到程序的执行效
果是什么？对照程序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示例2: 随机飞舞的一只萤火虫 
(本示例程序需要用到“变量”, 请先分别设置两个名
为“x”和“y”的变量积木块。并使用“数学”的随机数
为两个变量赋值)

示例4: 翘翘板游戏 
(本示例会用到“高级”的“函数”积木块, 首先创建一个名
叫“draml1”的函数, 然后使用“有限次循环”积木块完成
该函数。最后在“当按钮(B)被按下时, 执行..”积木块中“调
用函数dramL2”)



MakeCode编程示例 (“无线”积木块的用法)

通过无线通讯通道发送数字(..)

通过无线通讯通道同时发送字符串(..)和数字(..)

通过无线通讯通道发送字符串(..)

当无线通讯通道接收到数字(..)时, 执行..

当无线通讯通道接收到符串(..)和数字(..)时, 执行..

当无线通讯通道接收到符串(..)时, 执行..

将本HiiBot:Bit主机设置为(..)群组   (通讯群组的范围：0~255,  
不再同一群组的HiiBot:Bit主机无法使用无线通讯传送数据)



MakeCode编程示例 (“无线”积木块的用法示例)

示例1: “你扔我接”的顺序传递 
(本示例需要两个HiiBot:Bit, 一个扮演“Sender”角色, 
另一个扮演“Receiver”角色。当Sender上的按钮A被
按下时, 发送一个数字给Receiver。当Receiver收到
数字时, 显示在屏幕上)

(Sender)

(Receiver)

示例2: 乒乓传递 
(本示例需要两个HiiBot:Bit分辨扮演互击乒乓球的
双方。先把乒乓球记为0, )

(Sender)

(Receiver)



MakeCode编程示例 (添加“孩宝橙盒”扩展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