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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micro:bit主板——大脑超声波传感器——眼睛

蜂鸣器——嘴巴
 

LED车灯

红外接收器

轮子——腿

巡线传感器——眼睛

RGB彩灯

电机——肌肉

电池盒

闯关之前，准备工作要做好！
我们先来检查和认识麦昆的装
备。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想要通关，还有一个工具必不可少，那就是mind+软件，是闯关的重要指挥基地，可以对麦昆设置控制指令。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下面的网址就可以获取这个工具啦！
·下载地址：http://www.mindplus.cc
·安装好通关基地mind+并运行之后，呈现以下界面。

菜单栏

舞台区

编辑区

背景库

角色库

指令区

扩展区

实时模式界面实时模式界面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通关基地mind+有两种操控模式，点击菜单栏右边的实时模式/上传模式即可进行切换。
·实时模式下，需要麦昆一直连接电脑，可以和mind+舞台互动。
·上传模式下，上传程序给麦昆之后，麦昆可以脱离电脑运行。

上传模式界面上传模式界面

在这个地方单击可以
来回切换界面哦！

菜单栏

指令区

扩展区

编辑区

串口区

代码查看区



单人闯关规则单人闯关规则



麦昆基础装备麦昆基础装备

行走的麦昆行走的麦昆

追光猎手追光猎手

会唱歌的麦昆会唱歌的麦昆

小小跟屁虫小小跟屁虫

节奏大师节奏大师

轨道列车轨道列车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在给麦昆的大脑发送指令前，我们需要在通关基地mind+找到与麦昆匹配的指令。

 

1.点击新建项目1.点击新建项目 2.点击扩展库2.点击扩展库 3.点击套件——麦昆3.点击套件——麦昆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只需要掌握通关基地mind+的基础操作就可以让麦昆“活”过来。所以我们来学习一下基础操作吧！  

 
基础操作1：将需要的指令从左边指令区移动到右边编辑
区，以此来对“麦昆大脑”下达命令

基础操作2：如需删除不需要或者错误的的指令，将
指令从右边编辑区，拖回到指令区，或右键选择直接
删除即可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基础操作3： 在每次完成指令编辑后即可将新的指令
按照该操作步骤传送给麦昆的大脑（micro:bit）

2.让Mind+连接麦昆

*打开Mind+中的“连接设备，打开连接“通道”。

*连接成功后，会显示通道
的名称

1.用USB线将麦昆的大脑（micro:bit）和电脑连接在
一起。

3. 将指令传送给麦昆大脑

*当进度条达到100%时，指令就传送
完毕了。

*点击“上传到设备”

4. 开启麦昆

开启麦昆身体上的开关

*指令传输完毕，开启麦昆身体上的开关，才能唤醒麦昆。



行走的麦昆行走的麦昆

   任务目标：

不走寻常路，让麦昆走出一个正方形的行驶路线。

指令技能获取：

显示图案指令:可以选择不同内置图案,让麦昆变成
一个行走的表情包。

运动控制指令:切换不同的运动方式,可以控制麦昆
按照不同方向行动。



行走的麦昆行走的麦昆

指令程序连线图

设置显示图案

设置运动方式

隐藏关卡：

向隐藏关卡发起挑战吧！
变身酷酷的麦昆，切换表情，修改运动方式，制作
一个“走T台的麦昆”。

*调试提示：让麦昆先前进,然后再转向；只要你耐心的调节速度和等待
时长,就能让麦昆走一个完美的方形路线了.



会唱歌的麦昆会唱歌的麦昆

   任务目标：

会唱歌的麦昆，让麦昆根据乐谱唱“小星星”

指令技能获取：

播放音符指令:可以根据乐谱选择不同的音符和
节拍，让麦昆变成一位歌唱家

《小星星》乐谱示意

单击此处，会出现一个钢琴键盘。

单击琴键选择音符。

～



会唱歌的麦昆会唱歌的麦昆

指令程序连线图

根据乐谱对“一闪一闪亮
晶晶”这一段进行编曲。

注意：“四分音符”为一
拍，“二分音符”为两拍。

隐藏关卡：

向隐藏关卡发起挑战吧！
设计好听的歌曲给麦昆，唱出不一样的歌曲！



节奏大师节奏大师

   任务目标：

节奏大师，让麦昆在“灯光师”、“歌唱家”
与“舞蹈家”这三者之间切换自如。

～

点亮RGB灯指令：选择不同的灯号和颜色，可以让麦
昆调节出好看的灯光效果。

按钮指令：可以选择不同的按键，让麦昆实现角
色切换。

播放声音指令：选择不同的声音，可以让麦昆播
放不同的曲谱。

指令技能获取：



节奏大师节奏大师

指令程序连线图

RGB灯循环移动1个单位

按下A键，让麦昆点亮RGB灯；按下B键，
让麦昆播放声音；按下A+B键，让麦昆动
起来。



追光猎手追光猎手

   任务目标：

麦昆是个喜欢光的机器人，快来让麦昆变身成为
一个追光者。

指令技能获取：

大于运算符指令：设置环境光强度的范围。

读取环境光强度指令：里面存放着光线的值。



追光猎手追光猎手

指令程序连线图

判断环境光的强度
是否大于100

隐藏关卡：

向隐藏关卡发起挑战吧！
追光猎手是追着光线向前跑，如果让
麦昆当一个避光机器人，应该怎样实
现呢？



小小跟屁虫小小跟屁虫

   任务目标：

让麦昆跟着你的脚步向前移动。

指令技能获取：

变量指令：相当于一个盒子，里面存放着各种数
据，通常是存放变化的数据。
在这里变量用来存放的是超声波的数据值。

读取超声波距离指令：里面存放着超声波的距离
值。

与运算符指令：需要同时满足左右两个条件，才能
驱动麦昆。



小小跟屁虫小小跟屁虫

指令程序连线图

变量D用来存储超声波测量的距离值

隐藏关卡：

向隐藏关卡发起挑战吧！
麦昆是个淘气的机器人，有时候它也
会躲着人，制作一个会躲开人的麦昆
吧！



轨道列车轨道列车

   任务目标：

让麦昆沿着黑线行驶，就像有轨列车一样。

指令技能获取：

等于运算符指令：主要用于赋值和判断，在本关
卡用来判断巡线传感器读取的数值。

读取巡线传感器指令：读取左右两侧的巡线传感
器的数值，让麦昆知道轨道在哪里。

提示：黑线宽度可以保证左右两个巡线传感器同时在黑线上。



轨道列车轨道列车

指令程序连线图

存放左侧巡线传感器的值

左右都检测到有黑线，直行

左侧检测到有黑线，左转

右侧检测到有黑线，右转

存放右侧巡线传感器的值



互动闯关规则互动闯关规则



小小数学家小小数学家 小小舞蹈家小小舞蹈家 小小画家小小画家

mind+编程技能mind+编程技能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将麦昆的大脑——micro:bit从身体上拿下来，互动模式
下，只需要通过大脑进行互动。

基础操作1： 准备micro:bit 基础操作2：连接micro:bit与通关基地mind+

1、在通关基地mind+菜单栏的项目选项中找到与麦昆
匹配的指令

2、将大脑与电脑进行连接，将大脑与电脑进行连接。
连接通道选择——COM-Micro:bit

3、等待设备连接后根据提示转动micro:bit进行电子
罗盘校准；点击操作演示，即可观看操作演示视频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基础操作3： 角色设计

 绘制新角色
           

选择角色库中的画笔 利用工具栏中的工具绘制角色

工具栏工具栏

 对已有角色进行修改
           

1、选中已有角色 2、切换到外观选项

3、使用工具栏进行修改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基础操作3： 舞台设计

 绘制新背景
           

 对已有背景进行修改
           

选择背景库中的画笔 利用工具栏中的工具绘制背景

工具栏工具栏

1、进入背景选项 2、选择要修改的背景

3、利用工具
栏对背景进行
修改



小小数学家小小数学家

   任务目标：

计算出在一条长N米的直路上，每隔M米种一颗树，
能种多少颗？

布置舞台与角色

1、选择舞台背景

2、选择角色

3、修改“Mind+”角色位置与确定定位

1.在舞台中选中角色，
拖动到合适位置

2.定位坐标，可以看到角色的位置

打开角色库

打开背景库 选择蓝天背景

选择Mind+



小小数学家小小数学家

指令技能获取：

运行指令：条件指令，点击绿色的旗帜，运行
任务中的整段指令。

运算符指令：解决简单的数学问题，为麦昆成
为数学大神打基础。

显示文字指令：可以在micro:bit主板上显示数
字、字母。

说……指令：设计角色的对话框



小小数学家小小数学家

参考指令

随意设置N,M的值，当N除以M余数为0,就显示正确种树数量，否则就需要重新输入一个能被整除的数。

完成指令后点击菜单栏                  
绿色旗子即可运行指令。
 



小小舞蹈家小小舞蹈家

   任务目标：

让micro:bit动起来控制芭蕾舞女孩起舞吧！

2、选择角色

打开角色库

打开背景库 选择剧场背景

选择芭蕾舞女孩

1、选择舞台背景

布置舞台与角色



小小舞蹈家小小舞蹈家

指令技能获取：

造型设置指令：当角色有几个造型的时候，可
以设置显示某一个造型

读取加速度的值指令：可以读取X,Y,Z三个方
向的重力加速度以及摇动强度。

获取随机数：设置一个范围，可以随机产生一
个数字

滑行运动指令：控制角色在舞台上平滑的运动

切换下一个造型指令：设置切换到下一个造型

选择角色 看到所有的角色造型选择角色



小小舞蹈家小小舞蹈家

参考指令

间隔一秒钟读取micro:bit的加速度值X的变化量，如果变化量大于100，那么舞台上的芭蕾舞女孩起舞；
设置舞台的区域，让芭蕾舞女孩在舞台自由的起舞。

接上一段指令



小小画家小小画家

   任务目标：

用micro:bit控制舞台区的画笔。

布置舞台与角色

1、选择舞台背景

2、选择角色

3、修改“铅笔”角色的中心位置

打开背景库 选择蓝天背景

打开角色库
选择铅笔

（也可以搜索角色名字）

1.选中铅笔角色 2.切换到外观选项 3.选中铅笔，将“铅笔”的
笔尖移动到中心位置



小小画家小小画家

指令技能获取：

角色运动指令：主要用于设置目标角色的位置、
移动的步数和方向。

画笔指令：是用来设置画笔的状态；清空路径、
抬落笔、画笔的颜色等等

姿态指令：主要用来设置micro:bit的姿态，可以
控制画笔的状态，然后绘制路径。

1.点击扩展库 2.点击功能模块

4.画笔相关指令 3.点击画笔



小小画家小小画家

参考指令

当micro:bit主板向左倾斜时，铅笔向左上方向绘画；向右倾斜，铅笔横向绘画；徽标朝上，铅笔竖直方向
绘画。

设置起点

设置micro:bit主板姿态

接上一段



多人闯关规则多人闯关规则



额外道具解锁额外道具解锁

麦昆的指挥官

体感小车

飞行棋

遥控赛车

无线遥控器装备 双麦昆大脑配合

双麦昆大脑配合 Gamepad遥控手柄



麦昆的指挥官麦昆的指挥官

   任务目标：

上传模式下，用迷你红外遥控器无线控制麦昆

指令技能获取:

红外信号指令:

串口打印指令

接收和读取红外信号的值，可以设置按键，让麦昆听你的话。

串口打印是一种可以实时看到数据的方法，将micro:bit连接
电脑，在串口查看数据时不能拔掉USB线。

1.串口打印“hello” 2.上传程序

3.打开串口 4.串口显示数据



参考指令

分别按下遥控器上的2，8，4，6，5这几个按键，实现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停止等功能。

麦昆的指挥官麦昆的指挥官

按下“2”键.麦昆前进

按下“4”键.麦昆左转

按下“6”键.麦昆右转

按下“5”键.麦昆停止

按下“8”键.麦昆后退

*提示：想用遥控器控制麦昆，需要知道遥控器的按键值。
利用串口获取到的红外遥控器按键值：
键2=119；键8=103；
键4=215；键6=151；

接上一段指令



体感小车体感小车

   任务目标：

上传模式下，让麦昆随着micro:bit左右倾斜而左转、
右转。

指令技能获取:

无线通信指令:可以打开或关闭无线通信，设置
无线频道，需要保持设备在同一个频道，才可以
收发无线数据；让麦昆感受micro:bit的变化而行
动。

清屏指令：熄灭屏幕上的所有指令，相当于初始
化LED点阵屏。



体感小车体感小车

micro:bit参考指令：

通过改变micro:bit的姿态，发送不同的信息给麦昆。

接上一段指令

设置无线频道为”7“

micro:bit屏幕朝下
无线发送“B”

micro:bit屏幕向左倾斜
无线发送“L”

micro:bit屏幕向右倾斜
无线发送“R”

micro:bit徽标朝上
无线发送“S”

micro:bit屏幕朝上
无线发送“F”



麦昆参考指令：

    
当麦昆接收到micro:bit发送的无线数据，便开始随着它的姿态前进、后退、左转、右转。

体感小车体感小车

接上一段指令

设置无线频道为”7“

当收到的数据为“F”
麦昆前进

当收到的数据为“B”
麦昆后退

当收到的数据为“L”
麦昆左转

当收到的数据为“R”
麦昆右转

当收到的数据为“S”
麦昆停止



飞行棋飞行棋

   任务目标：

上传模式下，两块micro:bit之间进行通讯，摇一摇
手上的micro:bit，摇到数字几，麦昆就前行几秒。

指令技能获取

函数指令：可以自定义函数，便于区分功能，让
代码更加清楚。

字符串转换指令：
可以将字符串（数据的一种类型）转换成数字。
利用它就可以将接收到的无线数据（字符串类
型）转换成数字。

设置函数名称

1

2
3

数字摇到1 

麦昆前行1s 



设置无线频道为”10“

摇一摇micro:bit

1～6之间的随机数

调用自定义函数

自定义函数

micro:bit参考指令：

手持的micro:bit作为发送信号的控制器，设置发送的指令，摇一摇micro:bit,然后随机发送1~6之间的数字
给麦昆。

飞行棋飞行棋



参考指令：

麦昆作为接收信号的执行设备，接收信号并执行，当麦昆接收到micro:bit发送来的信息，麦昆收到数字几，
就前进几秒。

飞行棋飞行棋

设置无线频道为”10“

存放1～6之间的随机数

将接收到的数据转换为数字类型

将接收到的无线输数据字符转换为整数



Gamepad遥控赛车Gamepad遥控赛车

   任务目标：

在上传模式中，利用gamepad手柄控制麦昆。

指令技能获取

读取数字引脚指令：用来读取micro:bit主板上的
数字引脚，部分数字引脚与手柄上的按键相关
联。

设置模拟引脚输出指令：设置micro:bit主板上模
拟引脚的输出。可以让振动电机动起来。

*提示：想要启动gamepad，需要在菜单栏中找到micro:bit的
指令哦。

点击扩展库 选择主控板 选择micro:bit



Gamepad遥控赛车Gamepad遥控赛车

Gamepad样例指令：
打开无线通信，gamepad发送信息给麦昆
接收麦昆反馈回来的信息，如果麦昆与障碍物的距离小于12cm, gamepad就开始振动提醒

接上一段指令

转到下一页

设置无线频道为”11“

按下“UP”键，无线发送”F“

按下“DOWN”键，无线发送”B“

按下“LEFT”键，无线发送”F“



Gamepad遥控赛车Gamepad遥控赛车

Gamepad样例指令：

接上一页

按下“RIGHT”键，无线发送”R“

如无线接收到的信号为”Vib”
手柄震动

如无线接收到的信号为”STOP”
手柄停止震动

按下“X”键，无线发送”S“



Gamepad遥控赛车Gamepad遥控赛车

麦昆样例指令：
麦昆接收到gamepad的信息，就开始执行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停止等功能，
如果遇到前方有障碍物，就发送反馈信息给Gamepad。

当收到的数据为“B”
麦昆后退

设置无线频道为”11“

麦昆检测到距离<12,无线发“Vib”

麦昆接收到无线数据为“F”
麦昆前进

否则无线发送“STOP”

接下一页



Gamepad遥控赛车Gamepad遥控赛车

麦昆样例指令：

接上一页

当收到的数据为“L”
麦昆左转

当收到的数据为“R”
麦昆右转

当收到的数据为“S”
麦昆停止



Gamepad遥控赛车Gamepad遥控赛车

将指令传送给gamepad手柄和麦昆,拨开电源开关。然后试着用gamepad控制麦昆吧。
设计一个高难度的赛道，与其他人一起来挑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