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aino 编程软硬件基础入门

——基于 Scraino 创客课程体系



Scraino0.2.4 软件安装

一、软件的安装

（一）安装条件：

1.电脑版本：WIN 7 系统（非简装版本）

2.系统类型：32位、64 位均可

3.配置要求：无特殊要求，但年限过老、配置过低、驱动过久未

更新升级可能会影响设备驱动的识别与安装，导致驱

动安装失败

4.网络要求：建议在有网状态下对电脑进行系统修复，

确保电脑系统状态最佳。

（二）安装流程：

1. 将安装包放到 C 盘以外的任意硬盘安装

2.双击“ ”进行安装

（弹出对话框时点击“全部允许”直到安装结束）



3. 安装完毕后电脑会生成桌面快捷键 并弹出界面：

4. 在帮助中选择“安装驱动”：

（三）可能出现的问题：

1、界面无法显示：

此原因可能为：

电脑显卡驱动问题——电脑缺少显卡等驱

动，或驱动版本过低，不支持

可尝试解决方案：

①．安装驱动或更新电脑配置



②．根据英文提示通过查询解决方案尝试

（运行 WebGL：运行可支持 WebGL 浏览器技术的浏览器或使用

Scratch2.0离线编辑器）

可参考：《Scraino 出现浏览器不支持 WEBGL 问题的解决办法》



二、软件的使用

（一）使用准备：

1、先从工具栏的“编辑”中选择“显示代码”

切换到代码模式——代码模式是程序编写上传

的渠道，否则程序将不能以代码形式上传到硬

件设备，硬件设备也将无法识别命令运行。

2、点击左下角的“扩展”模块，选择“TY-I”



（二）软件使用介绍：

1.工具栏介绍：

（1）“文件”选项

新建：清空程序编写区内容，以建

立新的编程任务。

从你的电脑中上传：将电脑中保存

的程序上传到程序编写区。

下载到你的电脑：将程序编写区的

程序下载到你的电脑。

（2）“编辑”选项

显示代码/舞台：界面状态在代码

模式和舞台模式间切换。

安装交互固件：不涉及使用（是一

种可与编程猫交互的程序，

在硬件连接状态下，点此选

项会导致硬件无法工作）



（3）“连接”选项

串口选择：

在无设备连接电脑时，显示“没

有找到串口”；在设备连接电脑

时，会显示“COM*”端口（工具

栏上侧也会显示）。

在点击“COM*”口连接时，下拉选项中新增“断开连接”。

COM*口：设备的识别串口，数字值不确定，每换一台设备，数字会增

加；识别过的设备再次连接时，仍读取首次识别的数字。

断开连接：设备要想断开与程序的联系，需要先点击“断开连接”在

拔下数据线，否则将可能出现端口连接不上（详见常见问题处理）。

没找到串口：设备未连接或电脑不识别硬件设备，此时需在“帮助”

选项中选择安装驱动解决（具体详见常见问题处理）

（4）“控制器”选项

Arduino Uno 和 Arduino Nano 是两

种不同的控制器，我们在这里需要

选择 Arduino Uno 控制器



（5）“帮助”选项

使用文档：点击可获取软件使用文

档说明

发行说明：点击可获取当前版本及

更新内容

关于：可获得软件的简介。

安装驱动：针对电脑缺少匹配 Arduino 硬件设备的驱动进行一键快速

安装（检测电脑是否兼容 Arduino 硬件设备的驱动的办法

是：连接硬件设备，看是否出现 COM*口。安装驱动不能

解决驱动问题时，请参照常见问题处理解决）

2.功能切换区介绍：

“代码”区：用于程序的编写；使用时编程上传代码时请选择本区。

“造型区”、“声音区”均为 Scratch 内容，不与 Arduino 硬件兼容。



3. 指令分类区介绍：

（1）“控制”模块：包含时间等待、重复执行、条件执行

3. 控制指令的模块；

（2）“运算”模块：包含运算关系、条件关系、数值的比较

等控制指令的模块；

（3）“变量”模块：包含变量的指令模块；

（4）“自定义”模块：用于创建自定义指令的模块；

（5）“TY-I”模块：包含主程序及最常用的电子传感器等一

系列操作指令的模块；是最常用、最主要的程序编写指

令模块。

4. 指令区介绍：

指令区是显示程序指令的地方，可以根据需要随意选择、拖拽需

要的指令进行程序的编写。

根据指令的不同，从形状上我们又可以分为：主程序、带凹槽的

指令、六边形指令和椭圆形指令，他们的用法也各不相同：

（1）主程序：

主程序是每个编程操作开始前都需要用到的程

序，所有的指令都必须嵌套在主程序下才能生成正

确的代码。主程序下有两个指令嵌套区：setup 和

loop。

Setup 区：顺序执行编程指令，直到执行到最后一个指令停止

Loop 区：循环执行编程指令，执行到最后一个指令后再次循环执行



（2）带凹槽的指令：可直接嵌套在主程序下的指令：

注意：涉及传感器等电子件的指令都会有接口设置 ，每次嵌

入此类指令时都需要根据此模块在控制板上接入的接口位置

从下拉选项中选择正确的接口。

（3）六边形的指令：需要嵌套在条件指令下作为条件的部分使用

（4）椭圆形的指令：嵌套在运算指令下作为运算对象的部分使用



5. 程序编写区介绍：

程序编写区是用来编写程序的区域，程序的内容直接影响到上传

后作品的验证结果。

（1）程序的增减：

①．添加指令：编写程序需要的指令模块可以直接从指令区拖拽

到程序编写区即可（鼠标左击指令拖拽到编写区松开即可）

②．删除指令：

方法 1：拖拽指令放到指令区，指令会自动删除消失

方法 2：鼠标右键选择“删除块”删除（删除的指令为鼠标所在

指令以下的全部指令，不能直接删除指令中间的单个指令）

③.复制指令：鼠标右键选择“复制”，复制的指令为鼠标所在

指令以下的全部指令，不能直接复制指令中间的单个指令。

（2）程序的保存与上传：

详见“工具栏”介绍——“文件”选项

注意：当程序从电脑中上传到程序编写区

时，注意检查程序的代码是否在右侧的代

码栏中显示，通常在不显示代码时，需要

手动拖拽一下主程序，编码会瞬间转换。

（3）程序编写的注意事项：

①.注意程序编写时输入内容：

如果在输入框中误输入“.”等内容，程序课程无法上传。

②.注意程序编写的编程逻辑：

程序编写出现逻辑错误，程序将无法实现预想的编程效果。

③.注意程序编写的输入法：

程序输入法输入错误或电机的负号输入错误可能导致无法上传

或相关程序不反应（建议采用半角英文字符输入）



6. 编程内容的上传：

编辑的程序需要上传到控制器才能被控制器读取代码从而控制

设备执行编程命令。

方法：

（1）检查控制板开关是否在“开”状态

（2）检查程序及代码

（3）连接控制板，选择 COM 端口

（4）点击“上传到控制器” 按键进行上传（上传中不可断开）

（5）程序自动执行“编译中”→“上传中”→“上传成功/失败”

注意：①.首次上传时，编译过程会相对较慢

②.上传失败的问题及解决方案详见“常见问题处理”文件



硬件的搭建及使用

一、硬件的搭建

（一）硬件材料：

1.通用搭建科技件：

通用搭建科技件结构，组装快捷，零件种

类多样，可以搭建各种创意造型。搭建颗粒具

有齿轮、梁、轴、销等各式常规零件，

可实现齿轮传动、皮带传动、凸轮机

构、涡轮机构、连杆机构等常规机械传动的模型搭建与

组装应用。另外，零件的反复插拔使用使得材料的重复利用率高，可

根据教学内容与实践灵活应用。

通用搭建颗粒是目前搭建产品中应用最

广、学生接触最多的搭建材料，通过搭建，可

以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结构认知、

创新能力等诸多核心素养，Scraino 编程产品

是将主流搭建产品—乐高搭建、主流开源硬件

—Arduino、主流开源软件—Scratch 结合的注重综合能力提升的编

程产品。

2.电子件及传感器：



（二）作品搭建：

1.通用搭建科技件的组装与搭建：

请按照作品搭建结构图的步骤进行搭建：

鼓励对搭建的作品进行创新扩展：

2、电子件及传感器的连接：

电子件在搭建作品合适的位置固定后，需要用 5pin 连接线将各

种传感器连接到控制板上（注意该电子件连接所使用的接口），电机

必须通过驱动板连接到控制板（详见下面驱动板的使用内容）



二、电子件的认识与使用

（一）控制板的认识与使用：

1. 控制板的认识：

控制板：相当于人类的大脑，是接收编程命令，并根据命令控制

各接口电子件执行编程任务的中枢。

控制板由四部分组成：充电下载端口、6个连接接口、控制开关

和锂电池。

（1）充电下载端口：通过数据线与电脑连接进行充电或下载程

序。开关在“开”状态时，方可上传或运行程序；开关在“关”状态

时，不可上传或运行程序，但可对锂电池进行充电。

（2）连接口：分别标注 1、2、3、4、5、6 接口，用于连接各类

电子件，并通过上传的编程程序来控制电子件执行编程命令。

注：①．所有接口都可以支持 PWM 输出、数字量输入输出和模拟量输入输出，

不需要进行区分；

②．所有端口都可以连接电机、数字量传感器和模拟量传感器，不需要

区分。

（3）控制开关：控制板通过数据线与电脑连接时，无论开关处

于何种状态，锂电池都将自行充电，但只有在“开”状态时，程序及

上传功能才会起作用。



（4）锂电池：控制板使用锂聚合物电池，电池容量 400mAh,充

电简单，使用方便，安全性更高；控制板可实现同步的充放电管理。

2. 控制板的使用：

（1）.端口的选择：控制板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后，会在 Scraino

软件界面的“连接”选项中显示 COM*口，如果电脑自身不带 COM 口，

则“连接”选项中只会显示 1 个 COM*口，直接选择即可（COM*后面

的数字会根据电脑识别控制板的数量等因素有所不同）。如果电脑自

身带通讯 COM 口等，即：当“连接”选项中有多个 COM*出现时，选

择*数字最大的 COM 口连接。

（2）.控制板的连接：控制板一旦与电脑连接，则不要轻易拔插

数据线（如要拔插，请断开连接），否则再次下载程序时将显示“上

传失败”。（解决方案有两个：①.关闭 Scraino 界面，重新打开进

行编程——为避免再次编程的麻烦，可在“项目”栏中选择本地保存，

重新打开界面后再选择本地打开。②.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 COM*口，

选择“禁用”，再选择“启用”返回界面即可）

（3）.电池的充电：锂电池的充电只需要将控制板连接到电脑（或

充电设备），无论控制开关状态为“开”或“关”，都将自行充电。

当控制板内已上传程序并连接驱动电机时（双电机），可能因双

电机的驱动耗电导致充电时间延长甚至不能充电，建议此时将开关状

态设置为“关”。

（4）.附：各接口管脚对应表：



（二）驱动板的认识与使用：

1. 驱动板的认识：

驱动板的作用就是为电机增加驱动

力。所以，驱动板只是与电机同时存在

使用。驱动板有 4个输入端口和 4 个输

出端口，两两对应，连接时输入端口和

输出端口必须相对应，不能交叉错位，

即：连接线由输入端口输入必须由对应的输出端口输出，四组对应关

系中选择哪组是随意的。



2. 驱动板的使用：

（1）.驱动板的连接：驱动板的电机连接端必

须与电机相连，与其对应的主控连接端（必须与

其接口一一对应）连接控制板。驱动板最多可同

时支持 4 组电机连接。

（2）.驱动板使用注意事项：

①.驱动板的两侧端口的使用必须一一对应，不能交叉错位

②.驱动板两侧的连接必须按标注端口连接，不得接反

③.电机驱动作品执行反向驱动时，需对电机设置时间缓冲，避

免电机运转由高速正转突然变向为高速反转，以避免可能造

成的驱动板损坏。

（三）电机的认识与使用：

1. 电机的认识：

电机中心是一个十字孔轴连接的结构件，

电机安装必须由一个十字轴固定中心，与之平

行的两段由两个销孔固定。电机可以实现顺时

针与逆时针的旋转，电机的转速可以任意设定（0—255），数值越大，

转速越快。

2. 电机的使用：

设置电机转速可以直接在

指令区中选择电机转速指令

即可。电机的转速为模拟量输

出，数值越大（最大值为 255），转速越快；电机反转时，-255 转速

最小，-1转速最大（-1与 255 的转速相同，方向相反）



注意：

①．电机启动速度受扭矩限制和摩擦力影响，较低数值下可能无法启

动，建议选择高数值。

②．电机的反转最大速度为-1，最小速度为-255，停转为 0（-1 比-255

大，故-1 速度最快——统一理解为：数值越大、转速越快）。

③．电机本身没有正传、反转之分，只有顺时针、逆时针旋转，具体

到产品上（比如驱动车辆），如何判断前进、后退以及正传、反

转，则需要根据搭建安装的情况进行验证。

④. 双电机驱动时，电机会有一定的转速差，需要经过细微调校达到

预期的行进效果。

（四）RGB 全彩灯认识与使用：

1. RGB 全彩灯的认识：

RGB 全彩灯本身没有电源，没有开

关，需要通过 5pin 连接线与控制板相连，

由控制板的锂电池供电，并由控制板的编

程控制亮灭。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 LED

灯有 6 个小灯，每个小灯里还有 3 个更小

的灯，它们都是单色灯（有红的、绿的、蓝的），通过编程可以利用

三原色的单色灯组合形成额外的 4 种颜色（白色、黄色、青色、品红）。

2. RGB 全彩灯的使用：

可直接在指令区选择 RGB 全彩灯相关指令设置 RGB 全彩灯的亮

灭，设置开关智能使用数字量输出（即：选择“开”或“关”）



如果想控制灯的亮灭，可以选择模拟量输出指令进行（根据管脚

对应关系，生产过程中默认绿色支持模拟量变化，所以，只能控制绿

灯的亮度变化）

附：色光三原色颜色搭配示意图：

（五）超声波传感器的认识与使用：

1. 超声波传感器的认识：

超声波传感器是用来检测物体距离

的传感装置，它有两个类似眼睛的信号传

输装置，一个是发出信号，一个是回收信

号，两个必须同时工作才能探测距离，所

以，如果要启动超声波，除了设置编程命令外，还要保证探测的物体

均在两个信号感应范围内。

2. 超声波传感器的使用：

超声波传感器的编程命令必须与相关的【运算】、【控制】相关

指令配合使用。可以用两个命令实现：①.如果……那么……，否

则……；②.在……之前一直等待：



注意：

①．由于超声波感应需要一定的距离，所以距离过小、物体不平、

穿透力较强的物体都可能影响距离的检测

②．超声波有效检测距离为 2——450cm

③．超声波检测的数值（输入值）单位为“厘米”

（六）触碰传感器的认识与使用：

1. 触碰传感器的认识：

触碰传感器，是一种微型启动开关，是

一种由很小的力就可启动的电子开关。它的

工作方式非常像是门铃上的按钮：当它被按

下时，电路接通，电流就会通过，控制板就

能够检测到电流，那么编写好的程序就会读取触碰传感器的当前状

态。触碰传感器有两种状态，开或关。

2. 触碰传感器的使用：

触碰传感器的编程命令必须与相关的【运算】、【控制】相关指

令配合使用。可以用两个命令实现：①.如果……那么……，否则……；

②.在……之前一直等待：



注意：

触碰传感器按下的瞬间会检测按下信息，检测的时间远远小于按

下的时间，所以，当我们按下触碰传感器时，触碰传感可能检测到我

们按下多次，此时，需要对触碰传感的按下后的反应给予一个时间的

控制。比如：我们设定首次按下触碰开关时灯亮，再次按下时灯灭的

程序（模拟日常灯的开关）：

通过编程内容对比，正确的编程程序加入了 0.5 秒的等待时间，即：

按下触碰开关后，检测器以 0.5 秒为检测周期检测，0.5 秒内只执行

第一次检测的数据；0.5 秒后触碰传感进入待命状态，等待再次按下。

（七）蜂鸣器的认识与使用：

1. 蜂鸣器的认识：

蜂鸣器是一种一体化结构的电子讯响

器，采用直流电压供电，应用广泛。音节中

1234567 可以看作是 C D E F G A B ,mi 是

3，也就是 E ,所以 mi 型音阶说的是 E调音

阶，la是 6，也就是 A调音阶。一般把 C调当作标准调，其他大调都



是以 C 调为基础改变音高的。C调的 C是 1，D调把 C调的 2当作 1，

E调是把 C调的 E当作 1，也就是把 3当作 1，A 调是把 C调的 6当作

1。以此类推。每个大调能表示的实际音高都是不同的。

2. 蜂鸣器的使用：

蜂鸣器的使用可以直接选择蜂鸣器相关指令进行设置，蜂鸣器指

令的设置需要注意三个地方：

（1）.音调的设置：音调设

置选项由一个字母和一个数字组

成，字母代表音调（C调时：do、

re、mi、fa、sol、la、si 分别对应 C、

D、E、F、G、A、B），数字代表高

低音（数字越大，音调越高）。

（2）.节拍的设置：节拍的设

置是以“秒”为单位，即：选择节

拍“1/2”表示音调播放 1/2 秒，

数值越大，代表选择的音调单次播放的时间越长。

（3）.等待时间的设置：设置完的音调和节拍是指单次播放的

效果，如需让声音出现停顿控制，则需要加入时间等待命令，如图：

指蜂鸣器按照 do调（C）

的中高音（4）播放 1/2 秒，

1秒后进入下个循环（即：

每 1秒播放 0.5 秒，停顿

0.5 秒）



（4）.播放时间的控制：如果想控制蜂鸣器播放的时间或次数，

则需加入循环控制指令。如图：

设置蜂鸣器播放 10秒（或 10

次）

附件：音调与编程码对应关系表

（八）光线传感器的认识与使用：

1. 光线传感器的认识：

光线传感器是一个输入型外接设备，它可

以感应外界环境光线的变化，并能将其感受的

光线信息通过连接线（神经）传递给控制板（大

脑），从而影响大脑的指令来进行相应的控制

变化。所以其主要功能就是感应外界环境光线的变化。



2. 光线传感器的使用：

因为光线传感器的值为一个 0-2013 的模拟量，若想实现光线

传感器的值作用于编程命令，则编程命令必须与相关的【运算】、【控

制】相关指令配合使用：

（九）三色按键传感器的认识与使用：

1. 三色按键传感器的认识：

三色按键传感器，是一种由三个功能相同颜色

不同的按键组成的信号输入模块，也可以看做是由三个独立的触碰传

感器组成。每个按键分别可以进行独立的逻辑判断，有“开”和“关”

两种状态，输入的信号是数字量。



2. 三色按键传感器的使用：

三色按键传感器的编程命令必须与相关的【控制】相关指令配合

使用。例如下面两个命令实现：

①.如果……那么……，否则…… ②.在……之前一直等待

注意：

每个按键按下时，相应的电信号会不断的触发，相当于该按键在极短

的时间内多次按下。因此，在编程过程中，如果同一个按键进行连续

控制，那么我们需要对该按键按下后的反应给予一个时间的控制，来

防止执行到后面的程序。如果是不同按键依次进行控制，则不需要。

例如，“按下绿色按键时灯亮，再次按下绿色键时灯灭”的程序（同

一按键连续控制）：

（十）舵机的认识与使用：

1. 舵机的认识：



舵机，是一种根据输入的角度命令通过内部电

机运转传动，使上下两部分成相应固定角度的信号输出模块。

2.舵机的使用：

舵机的使用可以直接选择舵机相关指令输入角度进行设置，舵机

指令的设置需要注意两个地方：

(1)数值设置

舵机设置角度范围为：0°—180°

(2)接口设置

舵机只能连接主控板的 4号接口

例如，“舵机先转向 0°，2秒后再转向 90°，2秒后转向 180°”

的程序：



（十一）红外接收传感器和红外遥控器的认识与使用：

1.红外接收传感器和红外遥控器的认识：

红外线接收器是一种可以接收红外信号并能

独立完成从红外线接收到转化为电信号并输出的信号输入模块。

红外遥控器是红外信号产生装置，各按键对应

不同的固定的编码，当按键按下时，与编码相应的红外线由发射二极

管进行发射，从而实现对该键对应设备功能的控制。

2.红外接收传感器和红外遥控器的使用：

(1)红外接收传感器的编程命令可以与某些【控制】相关指令配合使

用，并且需要前置初始化命令。

①如果……那么…… ②如果……那么……否则……

(2)红外遥控器朝向红外接收传感器按下按键，触发相应的编程命令。



注意：

1. 红外遥控接收器必须配合遥控器来使用，不能单独使用。

2. 使用红外遥控编程命令必须要有前置一次初始化命令。

3. 红外遥控编程命令不能搭配“在……之前一直等待”和“重复执

行直到……”逻辑语句使用

4. 红外遥控器按下按键时需要朝向红外接收传感器。

例如，“灯常亮，每当按下遥控器 5 键时，灯熄灭 1秒”的程序：

（十二）红外寻迹传感器的认识与使用：

1. 红外寻迹传感器的认识：

红外寻迹传感器一种将光信号转变成数字量电

信号的信号输入模块。每个红外寻迹模块由 1、2、3 三组红外线发射

及接收模块组成。它输出的是连续的模拟信号。



每组红外线发射及接收模块都是通过物体是否反射红外线来判断两

种情况：当前方近距离有物体且不为黑色时，红外寻迹模块发出数字

量信号；当前方近距离物体为黑色或近距离没有物体时，红外寻迹模

块不发出数字量信号。

2.红外寻迹传感器的使用：

红外寻迹传感器的使用类似于三色按键传感器，必须与相关的【控制】

相关指令配合使用。但是红外寻迹传感器还可以使用运算语句“……

或……”和“……和……”，例如：

注意：

1. 每组模块的灵敏度需要单独调节，尽量调节三个临界点处在与电

路板平行的直线上，使各组模块灵敏度相近。

2. 如果用来制作巡线小车等需要黑色物体的产品，黑色部分一定要

足够黑而且不能有反光，且不能让环境光直射红外接收探头。

3. 因为每个红外寻迹模块有三组独立的模块组成，所以一共可以有

八种不同的情况。

（十三）灰度传感器的认识与使用：

1. 灰度传感器的认识：



灰度传感器是模拟传感器。灰度传感器利用

不同颜色的检测面对光的反射程度不同，光敏电阻对不同检测面返回

的光其阻值也不同的原理进行颜色深浅检测。可以通过区别灰度来区

别各种颜色。它输出的是连续的模拟信号，范围是 0-1024。

2.灰度传感器的使用：

灰度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是一个数值，所以使用时需要先用【运

算】命令进行数值判断，然后使用【控制】相关指令配合使用，例如：

注意：

1. 环境光会对灰度传感器干扰，需要在光线稳定的状态下工作。

2. 灰度传感器检测的是灰度值，不是从颜色的不同来分辨，所以会

有差异较大的颜色的灰度值比较接近。

3. 可以通过用数码管显示灰度传感器的值，来确定物体在该环境下

的数值范围。

例如，“数码管每隔 0.5 显示灰度传感器检测的数值”的程序：



（十四）四位数码管的认识与使用：

1. 四位数码管的认识：

四位数码管是显示屏其中一类， 通过对其不

同的管脚输入相对的电流，会使其发亮，从而显示出数字能够显示时

间、次数、变量、灰度、温湿度等所有可用数字表示的参数。

2.四位数码管的使用：

四位数码管只能显示数值，所以使用时需要将“数值”放入四位数码

管显示框内，例如：

注意：

1. 四位数码管只能显示四位数字，如果超出则无法显示或者报错。

2. 四位数码管只能显示其他传感器检测范围内的数值。

3. 一个主控板只能连接一个四位数码管。

例如，“数码管每隔 0.5 秒显示灰度传感器检测的数值”的程序：



（十五）温湿度传感器的认识与使用：

1. 温湿度传感器的认识：

温湿度传感器是将温度量和湿度量转换成容易

被测量处理的电信号的装置，可以同时测量周围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2.温湿度传感器的使用：

温湿度传感器输出的是数值，分别用同一条命令中的不同选项读取温

度和湿度，温度单位为“℃”，湿度单位为“RH”：

注意：

1.本温湿度传感器型号是 DHT11，量程湿度 20-90%RH，温度 0~50℃。

2.湿度和温度检测都有一定的延迟。

例如，“数码管每隔 0.5 秒交替显示温度和湿度检测的数值”的程序：

（十六）声音传感器的认识与使用：

https://baike.so.com/doc/6056185-6269219.html


1. 声音传感器的认识：

声音传感器的作用相当于一个话筒（麦克风）。

它用来接收声波，并将声波转化为电信号，输出的是数字量。该传感

器内置一个对声音敏感的电容式驻极体话筒。声波使话筒内的驻极体

薄膜振动，导致电容的变化，而产生与之对应变化的微小电压。这一

电压随后被转化成 0-5V 的电压，转换后传送给主控板。

2 声音传感器的使用：

声音传感器的编程命令必须与相关的【控制】相关指令配合使用。例

如下面两个命令：

注意：

1.可以通过调节旋钮来控制声音传感器的灵敏度。

2.本声音传感器不能实现声音强度的具体测量。

（十七）震动传感器的认识与使用：

1. 震动传感器的认识：



震动传感器是一种将震动强度转化为电信号的传感

器，输出的是数字量。

2 震动传感器的使用：

震动传感器的编程命令必须与相关的【控制】相关指令配合使用。例

如下面两个命令：

注意：

1.可以通过调节螺丝来控制震动传感器的灵敏度。

2.本震动传感器不能实现震动强度的具体测量。

（十八）水平传感器的认识与使用：

1. 水平传感器的认识：

水平传感器是一种将水平倾斜方向转化为电信号

的传感器，输出的是数字量。

2 水平传感器的使用：

水平传感器的编程命令必须与相关的【控制】相关指令配合使用。例

如下面两个命令：



注意：

1.本水平传感器只能检测向 A 方向倾斜或向 B方向倾斜两种状态，不

能实现水平位置或倾斜角度的测量。

（十九）火焰传感器的认识与使用：

1. 火焰传感器的认识：

火焰传感器是一种通过红外线接受管来检测火焰

的传感器，输出的是数字量。

2 火焰传感器的使用：

火焰传感器的编程命令必须与相关的【控制】相关指令配合使用。例

如下面两个命令：

注意：

1.严禁将火焰直接灼烧火焰传感器探头。

2. 可以通过调节螺丝来控制火焰传感器的灵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