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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 Studuino 函数库 

Studuino 函数库是使用 Arduino IDE 表述 Studuino 控制程序时所使用的库。因为已经准备好

各电子元件（直流电机或伺服电机）对应的控制函数，所以用户能够简单地编制控制电子元

件的程序，而不必在意对电子元件的细微处理。 

 

2. 函数 

各函数的说明，按照下面的格式列表。 

函数名 [函数名] 

参数 [类型] [变量名] [设定值] [说明] 

戻り値 [类型] [说明] 

备注 

下面对各函数进行说明。 

 

2.1. 初始化函数 

以下列出用于连接电子元件的 Studuino 端口初始化的函数。 

 

函数名 SetDCMotorCalibration 

参数 byte[2] connector 0～100 偏移值 

返回值 无 

如果不需要调节电机的速度，可以不使用此函数。 

是调节直流电机的速度的函数。请用百分比分别设定参数 offsets[0]中 M1, 参数 offsets[1]中

M2 的直流电机的速度比例。 

【用例】 

// 连接 M1 的直流电机的最快速度控制在 80% 

// 连接 M2 的直流电机的最快速度设定为 100% 

byte calib[] = { 80, 100 }; 

SetDCMotorCalibration(calib); // 设定直流电机的速度校正 

 

関数名 SetServomotorCalibration 

参数 char[8] offsets  偏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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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无 

如果不需要调节伺服电机的角度，可以不使用此函数。 

是调节伺服电机的角度的函数。在参数 offsets[0]～[7]中设定对于 D2～D12 的调节角度。 

【用例】 

// 设定连接 D9～D12 的伺服电机的调节角度 

byte calib[] = { 0, 0, 0, 0, -6, 0, 12, 3 }; // 調整角度：D9(-6°), D10(0°), D11(12°), D12(3°) 

SetServomotorCalibration(calib); // 设定直流电机的速度校正 

 

函数名 InitDCMotorPort 

参数 byte connector PORT_M1 接口 

PORT_M2 

返回值 无 

是将直流电机初始化的函数。控制直流电机前请用此函数将所用的端口初始化。 

【用例】 

// 执行 Move 函数 / DCMotor 函数/ DCMotorPower 函数 / DCMotorControl 函数前，请用

此函数将所用的端口初始化。 

InitDCMotorPort(PORT_M1); //将连接直流电机的 M1 端口初始化 

 

函数名 InitServomotorPort 

参数 byte connector 参照* 1  接口 

返回值 无 

是将伺服电机初始化的函数。控制伺服电机前请用此函数将所用的端口初始化。 

【用例】 

//执行 Servomotor 函数 /SyncServomotors 函数 / AsyncServomotors 函数前，请用此函数

将所用的端口初始化。 

InitServomotorPort(PORT_D2); // 将连接伺服电机的 D2 端口初始化 

 

 

函数名 InitServomotorPortForLED 

参数 byte connector PORT_D9 接口 

PORT_D10 

PORT_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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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无 

是将伺服电机端口的 D9、D10、D11 初始化以用于 LED 的函数。在使用 D9、D10、 D11

控制 LED 的明亮度前，请用此函数将所用的端口初始化。 

【用例】 

//  执行 Gradation 函数前，请用此函数将所用的端口初始化。 

InitServomotorPortForLED (PORT_D9);   // 将连接 LED 的 D9 端口初始化 

Gradation(PORT_D9, 128);  

 

函数名 InitSensorPort 

参数 byte connector 参照* 4 接口 

byte pid 参照* 5  连接元件 

返回值 无 

是将传感器/LED/蜂鸣器端口初始化的函数。控制传感器/LED/蜂鸣器前请用此函数将所用的

端口初始化。 

【用例】 

// 执行 Buzzer 函数 / BuzzerControl 函数 / Melody 函数 / LED 函数 / Get*函数前，请用此

函数将所用的端口初始化。 

InitSensorPort(PORT_A0, PIDLED); // 将连接 LED 的 A0 端口初始化 

 

 

2.2. 直流电机控制函数 

以下列出控制直流电机的函数。 

 

函数名 Move 

参数 byte direct FORWARD 前进 

BACKWARD 后退 

FORWARD_RIGHT 右转(前) 

FORWARD_LEFT 左转(前) 

BACKWARD_RIGHT 右转(后) 

BACKWARD_LEFT 左转（后） 

CLOCKWISE 顺时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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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CLOCKWISE 逆时针转 

byte pace 0～255 速度（级别） 

ulong duration 0～2^32-1 时间(msec) 

byte brake BRAKE 刹车 

COAST 惯性 

返回值 无 

使用 2 个直流电机制作小车时，执行小车移动的函数。此函数的控制取决于直流电机与电路

板的安装方式。请参考エラー! 参照元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エラー! 参照元が見つかりませ

ん。。 

【用例】 

Move (FORWARD, 10, 1000, BRAKE); // 以速度 10 前进 1 秒后停止 

 

函数名 DCMotor 

参数 byte connector PORT_M1 接口 

PORT_M2 

byte rotation NORMAL 正转 

REVERSE 反转 

byte pace 0～255 速度（级别） 

ulong duration 0～2^32-1 时间(msec) 

byte brake BRAKE 刹车 

COAST 惯性 

返回值 无 

是控制直流电机的函数。 

【用例】  

// 连接至 M1 的直流电机以速度 10 转动 1 秒后停止 

DCMotor (PORT_M1, NORMAL, 10, 1000, BRAKE); 

 

函数名 DCMotorPower 

参数 byte connector PORT_M1 接口 

PORT_M2 

byte pace 0～255 速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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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无 

是控制直流电机速度的函数。 

【用例】 

//连接至 M1 的直流电机以速度 10 转动 1 秒，然后以速度 100 转动 1 秒后停止 

DCMotorPower(PORT_M1, 10); //设定连接至 M1 的直流电机的速度 

DCMotorControl(PORT_M1, CLOCKWISE); //连接至 M1 的直流电机正转 

Timer(1000); //计算 1 秒 

DCMotorPower(PORT_M1, 100); //改变 M1 的直流电机的速度 

Timer(1000); //计算 1 秒 

DCMotorControl (PORT_M1, BRAKE); //停止连接至 M1 的直流电机 

 

函数名 DCMotorControl 

参数 byte connector PORT_M1 接口 

PORT_M2 

byte rotation NORMAL 正转 

REVERSE 反转 

BRAKE 刹车 

COAST 惯性 

返回值 无 

是控制直流电机转动的函数。 

【用例】 

//连接至 M1 的直流电机以速度 10 转动 1 秒后停止 

DCMotorPower(PORT_M1, 10); //设定连接至 M1 的直流电机的速度 

DCMotorControl(PORT_M1, CLOCKWISE); //驱动连接至 M1 的直流电机正转 

Timer(1000); //计算 1 秒 

DCMotorControl (PORT_M1, BRAKE); //停止连接至 M1 的直流电机 

 

2.3. 伺服电机控制函数 

以下列出控制伺服电机的函数。 

 

函数名 

Servo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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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byte connector 参照* 1  接口 

byte degree 0～180 伺服电机的角度 

返回值 无 

设定 1 个伺服电机的角度。伺服电机移动到指定角度，同时执行下一个处理。 

【用例】 

//将连接至 D2 的伺服电机设定为 90 度 

Servomotor (PORT_D2, 90); 

 

函数名 AsyncServomotors 

参数 byte[] connectors 参照* 1 接口的序列 

byte[] degrees 0～180 各伺服电机的角度 

byte number 1～8 伺服电机的数量 

返回值 无 

设定多个伺服电机的角度。所有伺服电机移动到指定角度，同时执行下一个处理。 

【用例】 

// 将连接至 D2、D9、D10 的伺服电机分别设定为 90 度、180 度、45 度 

byte myConectors[] = { PORT_D2, PORT_D9, PORT_D10 }; 

byte myDegrees[] = { 90, 180, 45}; 

ASyncServomotor (myConectors, myDegrees, 3); 

 

 

函数名 SyncServomotors 

参数 byte[] connector 参照* 1  接口的序列 

byte[] degree 0～180 各伺服电机的角度 

byte number 1～8 伺服电机的数 

byte time 0～255 每移动 1 度的时间(ms) 

返回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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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多个伺服电机的角度。在所有伺服电机到达指定角度前不执行其他处理。通过加大参数

time 的数值，可以减慢伺服电机的移动速度。但是伺服电机每 1 度的最快移动时间为 3ms，

因此即使设定 time 参数为 3 以下，伺服电机的移动速度也不会改变（按最快速度移动）。 

【用例】 

//将连接至 D2、D9、D10 的伺服电机分别设定为 90 度、180 度、45 度 

byte myConectors[] = { PORT_D2, PORT_D9, PORT_D10 }; 

byte myDegrees[] = { 90, 180, 45}; 

SyncServomotor (myConectors, myDegrees, 3, 5); 

 

 

2.4. 蜂鸣器控制函数 

以下列出控制蜂鸣器的函数。 

 

函数名 Buzzer 

参数 byte connector 参照* 3  接口 

word pitch 参照* 6 音高 

ulong duration 0～2^32-1 输出时间（msec） 

返回值 无 

从蜂鸣器按指定时间输出指定音高的声音。 

【用例】 

从连接 A0 的蜂鸣器输出“哆”1 秒钟。 

 

函数名 BuzzerControl 

参数 byte connector 参照* 3 接口 

boolean onoff ON 输出声音 

OFF 停止声音 

byte pitch 参照* 6 音高 

返回值 无 

将参数 onoff 指定为 ON 时，从蜂鸣器输出指定音高（pitch）的声音。 

指定为 OFF 时，停止输出声音（忽略参数 pitch）。 

【用例】 



9 

 

//从连接 A0 的蜂鸣器输出“哆”1 秒钟。 

BuzzerControl(PORT_A0, ON, BZR_C4);  

Timer(1000); 

BuzzerControl(PORT_A0, OFF, 0); 

 

函数名 Melody 

参数 byte connector 参照* 3 接口 

word[] pitches 参照* 6 音高 

float[] beats 0～ 拍子 

byte number 旋律的数量(0～255) 音符的数量 

byte tempo TEMPO60 节奏 

TEMPO90 

TEMPO120 

TEMPO150 

返回值 无 

从蜂鸣器输出指定的旋律。 

【用例】 

//从连接 A0 的蜂鸣器输出“哆来咪发唆”。 

word myPitches[] = { BZR_C3, BZR_D3, BZR_E3, BZR_F3, 

BZR_E3, BZR_D3, BZR_C3 }; 

float myBeats[] = { 1, 1, 1, 1, 1, 1, 1 }; 

byte num = 7;  //要素的数量 

Melody (PORT_A0, myPitches, myBeats, num, TEMPO90); 

输出较长旋律时（输出的声音数量多时），有时会出现 Studuino 电路板的 SRAM 中不能容纳

参数 scales 或 notes 的数据。如果想使用超出 SRAM 容量的数据时，可以用 PROGMEM 密

码纳入 Flash 内存数据来使用。PROGMEM 密码的详情可以参看下面的网页。 

http://www.musashinodenpa.com/arduino/ref/index.php?f=0&pos=1824 

 

2.5. LED 控制函数 

以下列出控制 LED 的函数。 

 

函数名 LED 

http://www.musashinodenpa.com/arduino/ref/index.php?f=0&pos=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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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byte connector 参照* 3 接口 

boolean onoff ON LED ON/OFF 

OFF 

返回值 无 

开关 LED。 

【用例】 

LED (PORT_A0, ON); //将连接 A0 的 LED 置于 ON 

 

函数名 Gradation 

参数 byte connector PORT_D9 接口 

PORT_D10 

PORT_D11 

byte ratio 0～255 明亮度（数值越大越明

亮） 

返回值 无 

连接至端口 D9、D10、D11 时，能够调节 LED 的明亮度。 

【用例】 

Gradation (PORT_D9, 128); // 指定连接至 D9 的 LED 的明亮度 

 

2.6. 输入函数 

以下列出 Studuino 的轻触开关以及控制传感器的函数。 

函数名 GetPushSwitchValue 

参数 byte connector 参照* 2  接口 

返回值 byte 0:按下时, 1:放开时 

获取轻触开关的状态。 

【用例】 

// 获取连接至 A0 的轻触开关的数值 

byte val = GetPushSwitchValue (PORT_A0);  

 

函数名 GetTouchSensorValue 

参数 byte connector 参照* 3  接口 

返回值 byte 0:按下时, 1:放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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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触摸传感器的状态。 

【用例】 

// 获取连接至 A0 的触摸传感器的数值 

byte val = GetTouchSensorValue (PORT_A0);  

 

函数名 GetLightSensorValue 

参数 byte connector 参照* 4  接口 

返回值 int 0～1023 

获取光传感器的数值。 

【用例】 

int val = GetLightSensorValue (PORT_A0); // 获取连接至 A0 的光传感器的数值 

 

函数名 GetSoundSensorValue 

参数 byte connector 参照* 4  接口 

返回值 int 0～1023 

获取声音传感器的数值。 

【用例】 

int val = GetSoundSensorValue (PORT_A0); // 获取连接至 A0 的声音传感器的数值 

 

函数名 GetIRPhotoreflectorValue 

参数 byte connector 参照* 4  接口 

返回值 int 0～1023 

获取红外线反射传感器的数值。 

【用例】 

// 获取连接至 A0 的红外线反射传感器的数值 

int val = GetIRPhotoreflectorValue (PORT_A0);  

 

函数名 GetAccelerometerValue 

参数 byte axis X_AXIS 所测的加速度的方向 

Y_AXIS 

Z_AXIS 

返回值 int 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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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加速传感器的数值。因为加速传感器使用 I2C ，所以只对应 A4、A5。 

【用例】 

int val = GetAccelerometerValue (X_AXIS); //获取加速传感器 X 轴方向的倾斜度 

 

2.7. 计时函数 

以下列出按指定时间进行等待处理的函数。 

函数名 Timer 

参数 ulong time 0～2^32-1 时间(msec) 

返回值 无 

计算指定时间。 

【用例】 

Timer (1000); //计算 1 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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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伺服电机的端口设定 

设定值 端口 

PORT_D2 D2 

PORT_D4 D4 

PORT_D7 D7 

PORT_D8 D8 

PORT_D9 D9 

PORT_D10 D10 

PORT_D11 D11 

PORT_D12 D12 

 

* 2 轻触开关的端口设定值 

设定值 端口 

PORT_A0 A0 

PORT_A1 A1 

PORT_A2 A2 

PORT_A3 A3 

 

 

 

* 3 数字（Digital）输入输出的设定值 

设定值 端口 

PORT_A0 A0 

PORT_A1 A1 

PORT_A2 A2 

PORT_A3 A3 

PORT_A4 A4 

PORT_A5 A5 

 

* 4 模拟（Analog）输入输出的设定值 

设定值 端口 

PORT_A0 A0 

PORT_A1 A1 

PORT_A2 A2 

PORT_A3 A3 

PORT_A4 A4 

PORT_A5 A5 

PORT_A6 A6 

PORT_A7 A7 

 

* 5 元件 ID 

设定值 元件 

PIDOPEN 未连接 

PIDLED LED 

PIDBUZZER 蜂鸣器 

PIDLIGHTSENSOR 光传感器 

PIDSOUNDSENSOR 声音传感器 

PIDIRPHOTOREFLECTOR 红外线反射传感器 

PIDACCELEROMETER 加速传感器 

PIDTOUCHSENSOR 触摸传感器 

PIDPUSHSWITCH 轻触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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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音阶的设定值 

设定值 音阶 Hz  设定值 音阶 Hz  设定值 音阶 Hz 

BZR_C3 哆 130  BZR_C5 哆 523  BZR_C7 哆 2093 

BZR_CS3 升哆 139  BZR_CS5 升哆 554  BZR_CS7 升哆 2217 

BZR_D3 来 147  BZR_D5 来 587  BZR_D7 来 2349 

BZR_DS3 升来 156  BZR_DS5 升来 622  BZR_DS7 升来 2489 

BZR_E3 咪 165  BZR_E5 咪 659  BZR_E7 咪 2637 

BZR_F3 发 175  BZR_F5 发 698  BZR_F7 发 2794 

BZR_FS3 升发 185  BZR_FS5 升发 740  BZR_FS7 升发 2960 

BZR_G3 唆 196  BZR_G5 唆 784  BZR_G7 唆 3136 

BZR_GS3 升唆 208  BZR_GS5 升唆 831  BZR_GS7 升唆 3322 

BZR_A3 啦 220  BZR_A5 啦 880  BZR_A7 啦 3520 

BZR_AS3 升啦 233  BZR_AS5 升啦 932  BZR_AS7 升啦 3729 

BZR_B3 西 247  BZR_B5 西 988  BZR_B7 西 3951 

BZR_C4 哆 262  BZR_C6 哆 1047  BZR_C8 哆 4186 

BZR_CS4 升哆 277  BZR_CS6 升哆 1109  BZR_S 无声 0 

BZR_D4 来 294  BZR_D6 来 1175     

BZR_DS4 升来 311  BZR_DS6 升来 1245     

BZR_E4 咪 330  BZR_E6 咪 1319     

BZR_F4 发 349  BZR_F6 发 1397     

BZR_FS4 升发 370  BZR_FS6 升发 1480     

BZR_G4 唆 392  BZR_G6 唆 1568     

BZR_GS4 升唆 415  BZR_GS6 升唆 1661     

BZR_A4 啦 440  BZR_A6 啦 1760     

BZR_AS4 升啦 466  BZR_AS6 升啦 1865     

BZR_B4 西 494  BZR_B6 西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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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序 

下面说明使用 Studuino ラ库函数来编制 Studuino 控制程序时的注意事项。 

 

3.1. Arduino 语言 

在 Arduino 言語中，需要用户定义 setup 函数和 loop 函数。setup 函数是最开始且只执行一次

的函数。loop 函数则无限重复对函数定义的处理。 

 

// 最开始且只执行一次的函数。主要用于初始化。 

void setup() { 

 // 使用初始化函数，将连接元件的 Studuino 的端口初始化 

} 

 

// 无限重复执行的函数。主处理。 

void loop() { 

} 

 

3.2. Studuino 目标 

使用 Studuino 库时，需要以 Studuino 电路板为原型在全局变量创建一个 Studuino 目标。 

 

// 以 Studuino 电路板为原型。因为是电路板，所以 1个程序里只能创建 1 个 

Studuino board;  

 

3.3. 包含头文件 

Studuino 库函数使用伺服电机、加速传感器。除了 Studuino 头文件之外，还必须包含这些头

文件。 

 

#include <Arduino.h > // 基本头文件 

#include <Servo.h>  // 伺服电机用头文件 

#include <Wire.h>  // 加速传感器用头文件   

#include <MMA8653.h> // 加速传感器用头文件  

#include “Stduino.h” // Studuino 用头文件 

 

3.4. 范例程序 

以下介绍使用各元件时的范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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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控制直流电机的范例程序 

参考エラー! 参照元が見つかりません。，将直流电机连接至 Studuino 的 M1、M2 端口，用

Arduino IDE 将下面的程序写入 Studuino。 

小车前进 1 秒然后后退 1 秒，连接至 M1 的直流电机正转 1 秒。 

 

#include <Arduino.h > // 基本头文件 

#include <Servo.h>  // 伺服电机用头文件 

#include <Wire.h>  // 加速传感器用头文件  

#include <MMA8653.h> // 加速传感器用头文件  

#include  "Studuino.h" // Studuino 用用头文件 

 

// 以 Studuino 电路板为原型。因为是电路板，所以 1个程序里只能创建 1 个 

Studuino board;  

 

// 最开始且只执行一次的函数。主要用于初始化。 

void setup() { 

 // 使用初始化函数，将连接元件的 Studuin 的端口初始化 

 board.InitDCMotorPort(PORT_M1); // 将直流电机所连接的 M1端口初始化 

 board.InitDCMotorPort(PORT_M2);  // 将直流电机所连接的 M2端口初始化 

} 

 

// 无限重复执行的函数。主处理。 

void loop() { 

 board.Move(FORWARD, 254, 1000, BRAKE); // 前进 1 秒后停止 

 board.Move(BACKWARD, 254, 1000, BRAKE);  // 后退 1 秒后停止 

 

 // 使连接至 M1 的直流电机正转 1 秒后停止 

 board.DCMotorPower(PORT_M1, 254);  //设定 M1 的直流电机的转动速度 

 board.DCMotorControl(PORT_M1, NORMAL); // 使 M1的直流电机开始正转 

 board.Timer(1000);    // 等待 1 秒钟 

 board.DCMotorControl(PORT_M1, BRAKE);  // 使 M1的直流电机停止 

 

 for (;;) {} // 为了不让处理返回最开始，加入了无限循环 

} 

 

3.4.2. 控制伺服电机的范例程序 

在Studuino的D10、D11、D12端口连接伺服电机，用Arduino IDE将下面的程序写入Studuino。

将全部伺服电机初始化为 90 度，约 3 秒后 D10、D11、D12 端口的伺服电机同时缓慢移动，

分别移动到 90 度、180 度、0 度，约 3 秒后 D10 端口的伺服电机移动到 180 度。 

 

#include <Arduino.h > // 基本头文件 

#include <Servo.h>  // 伺服电机用头文件 

#include <Wire.h>  // 加速传感器用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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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MMA8653.h> // 加速传感器用头文件   

#include  "Studuino.h" // Studuino 用头文件 

 

// 以 Studuino 电路板为原型。因为是电路板，所以 1个程序里只能创建 1 个 

Studuino board;  

 

//最开始且只执行一次的函数。主要用于初始化。 

void setup() { 

 // 使用初始化函数，将连接元件的 Studuin 的端口初始化 

 board.InitServomotorPort(PORT_D10);// 将伺服电机连接的 D10 端口初始化 

 board.InitServomotorPort(PORT_D11);// 将伺服电机连接的 D11 端口初始化 

 board.InitServomotorPort(PORT_D12);// 将伺服电机连接的 D12 端口初始化 

} 

// 无限循环重复执行的函数。主处理。 

void loop() { 

//将伺服电机的角度初始化为 90 度 

byte connector[] = { PORT_D10, PORT_D11, PORT_D12 }; 

byte degree[] = { 90, 90, 90 }; 

byte number = sizeof(connector) / sizeof(byte); //设定角度的端口的数量 

 

 board.AsyncServomotors(connector, degree, number); 

 // 如果需要，用户可以在伺服电机移动到目标角度前加入 delay 

 board.Timer(1000);  

 

 board.Timer(3000);  // 等待 3 秒 

 

// 将连接至 D10、D11、D12端口的伺服电机的角度设定为を 90、180、 0度 

degree[0] = 90; 

degree[1] = 180; 

degree[2] = 0; 

 

 // 此函数完成后，伺服电机到达目标角度 

 board. SyncServomotors(connector, degree, number, 10); 

 

 board.Timer(3000);  // 等待 3 秒 

 

//将连接至 D10 端口的伺服电机的角度设定为 180度 

 board.Servomotor(PORT_D10, 180); 

 // 如果需要，用户可以在伺服电机移动到目标角度前加入 delay 

 board.Timer(1000);  

 

 

 for (;;) {} // 为了不让处理返回最开始，加入无限循环。 

} 

 

3.4.3. 控制蜂鸣器的范例程序 

在 Studuino 的 A0 端口连接蜂鸣器，用 Arduino IDE 将下面的程序写入 Studuino。输出“哆”

音 1 秒钟后，输出“唆”音 1 秒，然后输出歌曲“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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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Arduino.h > // 基本头文件 

#include <Servo.h>  // 伺服电机用头文件 

#include <Wire.h>  // 加速传感器用头文件  

#include <MMA8653.h> // 加速传感器用头文件   

#include  "Studuino.h" // Studuino 用头文件 

 

//以 Studuino 电路板为原型。因为是电路板，所以 1个程序里只能创建 1 个 

 

// 最开始且只执行一次的函数。主要用于初始化。 

void setup() { 

 // 使用初始化函数，将连接元件的 Studuino 的端口初始化 

 board.InitSensorPort(PORT_A0, PIDBUZZER);// 将连接蜂鸣器的 A0端口初始化 

} 

 

// 无限重复执行的函数。主处理。 

void loop() { 

 // 从蜂鸣器输出声音 1秒钟后停止 

 board.Buzzer(PORT_A0, BZR_C5, 1000);  

  

 board.Timer(1000);  // 等待 1 秒 

 

 // 从蜂鸣器输出声音 1秒钟后停止 

 board.BuzzerControl(PORT_A0, ON, BZR_G5);  

 board.Timer(1000); 

 board.BuzzerControl(PORT_A0, OFF, 0); //OFF 时，忽略最后的参数 

 

 board.Timer(1000);  // 等待 1 秒 

  

 // 从蜂鸣器输出旋律 

word myPitches[] = { BZR_C5, BZR_C5, BZR_G5, BZR_G5, BZR_A5, BZR_A5, BZR_G5 }; 

byte number = sizeof(myScales) / sizeof(word); // 输出声音的数量 

float myBeats[] = { 1, 1, 1, 1, 1, 1, 1 }; //  拍数 

board.Melody (PORT_A0, myPitches, myBeats, number, TEMPO90); 

 

 for (;;) {} // 为了不让处理返回最开始，加入无限循环 

} 

 

3.4.4. 控制 LED 的范例程序 

在 Studuino 的 A1、D9 端口连接 LED，用 Arduino IDE 将下面的程序写入 Studuino。使 A1

的 LED 闪烁 3 次后，慢慢点亮 D9 的 LED。 

 

#include <Arduino.h > // 基本头文件 

#include <Servo.h>  // 伺服电机用头文件 

#include <Wire.h>  // 加速传感器用头文件  

#include <MMA8653.h> // 加速传感器用头文件  

#include  "Studuino.h" // Studuino 用头文件 

 

// 以 Studuino 电路板为原型。因为是电路板，所以 1个程序里只能创建 1 个 

Studuino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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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开始且只执行一次的函数。主要用于初始化。 

void setup() { 

 // 使用初始化函数，将连接元件的 Studuin 的端口初始化 

 board.InitSensorPort(PORT_A1, PIDLED);// 将 LED 所连接的 A0端口初始化 

 board.InitServomotorPortForLED(PORT_D9);// 将 LED所连接的 D9端口初始化 

} 

 

// 无限重复执行的函数。主处理。 

void loop() { 

 // 使连接 A1 的 LED 闪烁 3次 

 for (int i = 0;i < 3;i++) { 

   board.LED(PORT_A1, ON); // 使 A1的 LED亮灯 

   board.Timer(1000); // 等待 1 秒 

   board.LED(PORT_A1, OFF); // 使 A1的 LED熄灭 

   board.Timer(1000); // 等待 1 秒 

} 

 

// 慢慢点亮连接 D9的 LED 

board.Gradation(PORT_D9, 0); 

 for (int i = 0;i < 255;i++) { 

  board.Gradation(PORT_D9, i); 

  board.Timer(100); 

 } 

 

 for (;;) {} // 为了不让处理返回最开始，加入无限循环 

} 

 

 

3.4.5. 使用传感器的范例程序 

在 Studuino 的 A1 连接触摸传感器，A2 连接声音传感器，A3 连接红外线反射传感器，A4/A5

连接加速传感器，A6 连接光传感器，用 Arduino IDE 将下面的程序写入 Studuino。写入后，

从 Arduino IDE 的菜单栏选择[Tools] → [Serial Monitor]，显示串口监视工具。串口监视工具中

会显示各传感器的数值。 

 

#include <Arduino.h > // 基本头文件 

#include <Servo.h>  // 伺服电机用头文件 

#include <Wire.h>  // 加速传感器用头文件   

#include <MMA8653.h> // 加速传感器用头文件   

#include  "Studuino.h" //  Studuino 用头文件 

 

// 以 Studuino 电路板为原型。因为是电路板，所以 1个程序里只能创建 1 个 

 

// 最开始且只执行一次的函数。主要用于初始化。 

void setup() { 

 

 

 



20 

 

 // 使用初始化函数，将连接元件的 Studuin 的端口初始化 

 board.InitSensorPort(PORT_A0, PIDPUSHSWITCH);  

 board.InitSensorPort(PORT_A1, PIDTOUCHSENSOR);  

 board.InitSensorPort(PORT_A2, PIDSOUNDSENSOR);  

 board.InitSensorPort(PORT_A3, PIDIRPHOTOREFLECTOR);  

 board.InitSensorPort(PORT_A4, PIDACCELEROMETER);  

 board.InitSensorPort(PORT_A5, PIDACCELEROMETER);  

 board.InitSensorPort(PORT_A6, PIDLIGHTSENSOR);  

 

 // 串口输出的初始化 

 Serial.begin(9600); 

} 

 

// 无限重复执行的函数。主处理。 

void loop() { 

// 以 100msec 为单位获取光传感器的数值，向串口监视工具输出 

for (;;) { 

  byte pVal = board.GetPushSwitchValue(PORT_A0); 

  byte tVal = board.GetTouchSensorValue(PORT_A1); 

  int  sVal = board.GetSoundSensorValue(PORT_A2); 

  int  iVal = board.GetIRPhotoreflectorValue(PORT_A3); 

  int  xVal = board.GetAccelerometerValue(X_AXIS); 

  int  yVal = board.GetAccelerometerValue(Y_AXIS); 

  int  zVal = board.GetAccelerometerValue(Z_AXIS); 

  int  lVal = board.GetLightSensorValue(PORT_A6); 

  Serial.print("button:"); Serial.print(pVal);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touch:"); Serial.print(tVal);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sound:"); Serial.print(sVal);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ir:"); Serial.print(iVal);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x:"); Serial.print(xVal);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y:"); Serial.print(yVal);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z:"); Serial.print(zVal);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ight:"); Serial.print(lVal); Serial.println(); 

  board.Timer(100); 

} 

} 

 



付録A. Studuino 电路板与直流电机的连接 

按照以下步骤组装小车。 

 

（３）用积木制作后轮。 

（４）将直流电机及电池盒分别连接至 Studuino电路板。 

M1：右侧的直流电机 

M2：左侧的直流电机 

POWER：电池盒 

（１）如下所示在直流电机上安装车轮。 

※制作左右对称的 2 个。 

（2）将直流电机安装至电路板底座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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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将电池盒固定在电路板底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