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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慧编程软件与程小奔连接，便可以在程小奔身上创作
点阵动画，控制机器人的动作，让他演奏乐器等等。使用
慧编程，你会发现编程就跟搭积木一样简单。而且通过编
程，可以快速地帮助我们让手中的程小奔变得更加智能。

慧编程除了能跟机器人结合，还可以单独作为一个
编程软件使用。通过不同的编程设计，创造各种动
画，故事和游戏等。

认识程小奔

认识慧编程

程小奔是一款履带机器人，它集成了声音传感器、光线传感器、LED点阵屏幕等10余种电子
模块，只需结合简单的编程，就能实现演奏音乐、追光、模仿人脸表情等有趣的玩法。

慧编程----积木式编程和代码编程软件

小程和小奔组合就是
程小奔啦！

电脑端

移动端

电脑端请前往慧编程的官方网站进行下载和安装：http://www.mblock.cc/zh-home/
移动端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慧编程”。

慧编程可以在电脑端和移动端使用，该手册的软件界面以电脑端端软件为例，所有的项目都可以
在电脑端和移动端通用。随着软件更新，不同版本的软件界面会有所区别，最终界面以软件为准。

小程

小奔



慧编程界面导航

连接程小奔和慧编程 

iPad

舞台区

菜单栏

积木区 脚本区
除了呈现作品之外，设备的
连接、角色设置与背景设置
等功能都在这个区域进行。

切换中英文界面、打开和保存文件、示例程序、帮助等功能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提供编程所需的积木，可以
按照分类及颜色查找需要
的积木。

程序的编写区域，可以将积
木拖放到这个区域来编写
程序。

1.打开慧编程，然后用数据线连接小程和电脑（移动端按照app提示进行连接）



3、连接：在慧编程界面的舞台区， 找到连接键

选择串口，
进行连接。

扫一扫左侧二维码查看连接演示。
注：“COM3”为串口序号，不同系统及电脑会
有所不同。直接点击“连接”即可。

2、开机:按下小程的开机键



快， 摇晃小程试试！

快速上手 

新建程小奔的项目

从积木区找到一个“播放声音”积木（播放的代表色是紫色，利用积木区的颜色标记
可以迅速找到相应的积木），并将其拖到脚本区。

不同颜色、形状的积木可以相互拼接。
现在，拖出事件“当小程摇晃”积木
与 “播放声音”组合在一起，一个简单
的程序就写好了。（删除程序：把程序
拖回积木区或单击右键删除）

3 程序写完后，点击“上传到设备”，
这样程序会储存进小程中，即使
断开连接也能运行。



新建一个舞台的项目

在舞台区下方点击“角色”，然后点击“+”进行添加。在角色库中，选择你要的角色，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熊猫为默认的舞台角色）

让角色移动，从积木区里选择“移动10步”，并把积木拖到脚本区。点击积木，观察
舞台区角色的移动效果。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x”可以删除不使用的角色，或者在图标上单击右键删除。

或



快来做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将它展示给身边的小伙伴吧！

别忘了保存编好的程序喔~ 
在菜单栏点击“另存为”，就把作品保存到了本地。

3

4

给角色添加一个声音，再添加一个事
件，与之前的积木组合起来。一个角
色的程序就写好了！

点击舞台右下角的“          ”角色就会
向前移动 10 步并播放声音“啵”。
停止，请点击“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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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创作开始创作

选择表情。

使用工具栏绘制表情。

可选择其他声音

可编辑其他图案

把“播放声音”积木拖入脚本区。

在“显示”栏中找到“显示图案”，拖到脚本区与之前的积木组合起来。

添加声音

添加图案表情



到这里，一个简单、完整的程序就写好了，
上传这个程序，试试效果吧!

实现更多功能

用同样的方法快速完成下面的程序吧！

3添加事件
选择“当按下按钮A”，选好后，与之前的积木组合到一起:

到这里，一个简单、完整的程序就写好了，
上传这个程序，试试效果吧!

实现更多功能

用同样的方法快速完成下面的程序吧！

3添加事件
选择“当按下按钮A”，选好后，与之前的积木组合到一起:



快来试试快来试试

上传程序，按下按钮A、B、C试试。（别忘了保存程序哦！）



挑战更多挑战更多

你能用按钮 A、B、C，切换出更多
好玩的图案或者声音吗?



 

扫码看视频

画



1 添加图案
把“显示图案持续(1)秒”积木拖入脚本区。

可修改时间

点击这里绘制图案，右侧工具栏可进行修改和保存。

重复以上操作，画出不同动作的兔子。

开始创作开始创作

工具栏



2 添加声音
将“播放声音”积木与之前的积木进行组合。

3添加循环
将“重复（10）次”积木拖入脚本区，并把之前的积木“框起来”。

可选择其他声音

可修改次数



4添加事件
选择“当小程摇晃”，组合到之前的积木上。

到这里，一个简单的点阵动画程序就写好了，上传这个程序，
摇晃小程试试效果吧！
还可以用挂绳把小程挂在身上，看看小程在你跳动的时候
有什么变化。



尝试绘制不同的图案来创作完全
不一样的点阵动画吧！

挑战更多挑战更多

  别忘了保存程序哦！

快来试试快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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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一个简单的让小程播放
音乐的程序就写好了。上传程序，
听听小程播放出了什么音乐吧!

1

1

添加音符
把“播放音符C3以(0.25)拍”积木拖入脚本区。

可修改拍子

点击这里选择其他音符

2 添加事件
选择“当按下按钮A”，组合到之前的积木上。

重复以上操作，将不同的音符积木组合起来。

开始创作开始创作



3添加音量设置
把“将音量设置为（100）”拖入脚本区空白处。

4添加齿轮电位器
在积木区找到“齿轮电位器读值”，并把它放 入上个积木内。

齿轮电位器
齿轮电位器是一个可以通过拨动调
节数值输入设备，你可以用它控制
小程的音量、调节指示灯的亮度等。

小贴士

注意：圆形积木无法直接
与其他积木拼接

注意：不要与之前的积木组合。



现在第二个程序也编写好了，就可以
让小程播放音乐的同时控制音量啦！
快上传程序，试试 效果吧！

2

5添加循环
将“重复执行”积木拖入脚本区，并把上一步的积木“框起来”。

6添加事件
将“当小程启动”组合到上一步的积木上。



你能让小程播放不同的音效或
者在音乐中加入灯光效果吗？

快来试试快来试试

上传程序，按下按钮试试。别忘了保存程序哦!

挑战更多挑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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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

选择表情

1 添加表情
把“显示图案持续（1）秒”积木拖入脚本区。

可修改时间

点击这里选择或绘制图案，
右侧工具栏可进行修改和保存。

重复以上操作，添加不同表情图案，并且将积木组合起来。

开始创作开始创作



2 添加循环
将“重复执行”积木拖入脚本区，并把上一步的积木“框起来”。

3添加事件
将“当小程启动”组合到上一步的积木上。

到这里，让小程眨眼的程序就
写好了！上传程序，看看效果吧！
但如何让小程眨眼更自然呢？



4添加随机
在积木区“运算”栏中，选择“在（1）到（10）间随机取一个数”， 
并把这个积木放入之前的“显示图案”积木中。

可修改随机数字
注意：圆形积木无法直接与其他积木拼接

 上传程序，注意观察，
我每次眨眼的时间间隔
     是不一样的哦！



你能让小程做出不同的表情吗？

快来试试快来试试

挑战更多挑战更多

  别忘了保存程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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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传感器
把“检测到颜色是红色”积木拖入脚本区。

2 添加控制
将“如果，那么”积木，拖到脚本区，并把之前的积木放入“如果 ，那么”积木中。

3添加灯光
把“RGB LED亮起”积木放入上一步的积木中。

开始创作开始创作

可选择其他颜色

可选择其他颜色

注意：六边形积木无法直接
与其他积木拼接



4添加声音
把“播放声音哈喽”积木放入上一步积木中，并进行正确组合。

5添加事件
将“当小程启动”组合到上一步的积木上。

到这里，让程小奔识别红色的程序就写好了！
上传程序，把红色的物体放到程小奔面前，看
看效果吧！如果要让程小奔识别更多颜色，我
们就需要编写更多程序。

可选择其他声音



6添加循环
将“重复执行”积木拖入脚本区，并把上一步的积木“框起来”。

重复以上第1-第4步，完成以下操作。

现在程小奔可以识别两种
颜色啦！快上传程序，看看
程小奔的不同反应吧！



 注意：将颜色红外传感器转动至下方。

尝试用不同颜色的材料制作道具，并且
设计程小奔识别不同物体的反应。

快来试试快来试试

挑战更多挑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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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表情
把“显示图案”积木拖入脚本区。

2 添加运动
把“前进以动力50%”积木拖入脚本区，并与上一步积木组合起来。

3添加传感器
把“检测到物体”积木拖入脚本区。

开始创作开始创作

注意：六边形积木无法直接
与其他积木拼接



4添加控制
把“等待直到”积木拖到脚本区，并把“检测到物体”积木放入此 积木里，
再与上一步的积木组合起来。

5添加停止运动
把“停止运动”积木与上一步积木组合起来。



到这里，程小奔自动躲避障碍物的
程序就写好了！快上传程序，把障
碍物放在程小奔前面试试效果吧！

6添加运动
依次把“后退以动力50%，持续1秒”和“右转以动力50%，
持续1秒 ”积木组合到上一步的积木上。

7 添加事件
将“当小程启动”组合到上一步的积木上。



这样程小奔就能一直识别
障碍物啦！

8添加循环
将“重复执行”拖入脚本区，并与之前的积木组合起来。



快来试试快来试试

 程小奔遇到障碍物会回避呢！

注意：将颜色红外传感器转动至前方。



尝试用这个积木                         做一个让程
小奔躲避悬崖的程序。

挑战更多挑战更多

注意：将颜色红外传感器转动至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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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广播
把“广播message” 积木拖入脚本区。

2 添加事件
把“当按下按钮A”积木与第一步的积木组合起来。

3添加角色
在舞台区角色栏下添加一个鼓“drum”。

开始创作开始创作

可以创建新消息

每个设备和角色都有
一个独立的脚本区哦~

小贴士



4添加声音
将“播放声音 high tom”拖入脚本区。

5添加造型
把“将造型切换为drum-a”积木与上一步的积木组合起来。

6添加控制
将“等待1秒”积木与上一步的积木组合起来。

可以选择其他造型



7 添加造型
把“将造型切换为drum-a”积木与上一步的积木组合起来。

8添加事件
将“当接收到A”组合到上一步的积木上。

到这里，程小奔控制舞台中的鼓并让
它演奏的程序就写好了。快上传程序，
听听效果吧！



快来试试快来试试

挑战更多挑战更多

尝试添加更多角色，创建一
个乐队！

按下小程的按钮听听效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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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角色
在舞台区角色栏下添加一个箭头“arrow1”。

2 添加广播
在当前角色的脚本区添加“广播message”积木。

3添加事件
把“当角色被点击时”积木与上一步的积木组合起来。

开始创作开始创作

可以创建新消息



重复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完成四个方向箭头，在“造型”中修改箭头方向。

每个设备和角色都有一个独立的脚本区，以上这
些程序应分布在其对应的角色脚本区。

小贴士



到这里，程小奔的控制台就设计
好了，上传程序操作看看吧！

4添加运动
在舞台区下方点击设备，将“前进以动力50%，持续1秒”，拖入脚本区。

5添加事件
将“当接收到Up”组合到上一步的积木上。

重复第四步第五步，快速完成所有与箭头对应的程序。

可以选择其他方向的箭头



尝试添加不同的图标为控制台增加
更多功能：控制表情/控制声音等。

点击方向键看看效果吧！

快来试试快来试试

挑战更多挑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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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变量
在数据栏点击“新建变量”，添加一个“number”，点击确定。

2 添加数据
把“将number设定为0”积木拖入脚本区。

3添加显示
将“显示hello直到结束”积木与上一步积木组合起来。

开始创作开始创作



4添加变量
把数据栏中的“number”积木放入显示积木中。

5添加事件
把“当小程启动”积木与上一步的积木组合起来。

6添加数据
把“将number的值增加1”积木拖入脚本区空白处。



7 添加声音
把“播放声音哈喽”积木与上一步积木组合起来。

重复第三步第四步。

可以选择其他声音



8添加事件
把“当按下按钮A”积木与上一步积木组合起来。

到这里，计数器的程序就写好了，
上传程序试试吧！



实现更多功能

做一个与小伙伴一起玩的数字炸
弹小游戏，两人交替按下A键，数字
增加，按到炸弹的人就输了。



快来试试快来试试

挑战更多挑战更多

快跟小伙伴一起玩，看看谁会按到炸弹！

尝试修改上面的程序，让游戏按
下C键清零并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