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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认识 pcDuino V3 

第 1 课  pcDuino V3 参数及接口图 
1.1 pcDuino V3 的接口说明 

pcDuino V3 接口图 
 
pcDuino 专用接口控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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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pcDuino3Nano接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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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cDuino V3 物理参数 

 硬件参数 

Items pcDuino3B 

Picture 

 

pcDuino3B has a large integrated RJ45 port 

CPU AllWinner A20 SoC, 1GHz ARM Cortex A7 Dual 
Core 

GPU OpenGL ES2.0, OpenVG 1.1, Mali 400 Dual Core 

DRAM 1GB 

Onboard 
Storage 

4GB Flash, microSD card (TF) slot for up to 32GB 

Video Output HDMI 1.4 with HDCP support 

OS x Ubuntu 12.04 
x Android 4.2 

Arduino 
extension 
interface 

Arduino sockets, same as Arduino UNO 
14xGPIO, 2xPWM, 6xADC, 1xUART, 1xSPI, 
1xI2C 

Network 
interface 

x Built-in WiFi 
x Ethernet 10M/100Mbps/1Gbps 

Audio out x 3.5mm analog audio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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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2S stereo digital audio interface 

LCD LVDS 

IR IR receiver 

SATA SATA Host socket 

Camera CSI 

Battery Li-Poly Battery Interface 

USB 1 x USB host, 1xUSB OTG 

Power 5V, 2000mA 

Overall Size 121mm x 65mm 

Image 
download 

 Image for pcDuino3B 

 软件参数 

Items Description 

OS x Ubuntu 12.04 
x Android 4.2 

Language x English 

API x All the arduino shield pins are accessible with the provided API 
x It consists of API to access the following interfaces: 

o UART 
o ADC 
o PWM 
o GPIO 
o I2C 
o SPI 

Programming 
language support 

x C, C++ with GNU tool chain 
x Java with standard Android SDK 

http://www.linksprite.com/?page_id=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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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Python 

  

 

 

 

第 2 课  pcDuino V3 开机及上网 
2.1 pcDuino V3 的开机 

1.直连 
       pcDuino V3 通过 HDMI 线连接显示器（包括台式电脑显示器，电视机

等），再连接电源即可。 
 接线示意图 
pcDuino V3 
 
附 ：
pcDuino3Nano



宁波优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www.uranedu.com 

 
 

 

HDMI 线及 HDMI 口 
      
 

  
附：pcDuino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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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线及电源口 
    

 
 

附：pcDuino3N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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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设置： 
       一般无需重新设置，确有需要的，在开机进程跳转到提示按 F8 进行设

置时可以进行分辨率、语言等设置，按 F8 以后根据你的需要通过上下左右

键和回车键来设置。 
 
2. 通过 vnc 虚拟桌面操作 
    （通过 USB-OTG 口用 Micro USB 线和 PC 机直接相连）。 
 
1）在 Windows 系统的 VNC 连接。 
      第一步找到 USB OTG 接口（长的与电源口一样，但是这个口可以传输

数据） 
  
      第二步找到 USB 线，连接 OTG 口，另一端连接有主机的电脑（比如笔

记本，台式电脑主机） 
      第三步 WIN7、WIN8 系统连上以后，系统会自动寻找驱动，但是会提示

未安装，需要手动安装驱动。（WindowsXP 需要自行下载驱动） 
安装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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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设备管理。  

 
2） 点击更新驱动程序  

 
3） 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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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计算机列表中选取  

 
5） 找到网络适配器，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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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找到 Microsoft，列表中的 Remote NDIS based   

 
7） 点击下一步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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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然后打开网络共享中心，将本地连接---属性---interenet

协议版本 4 修改成下图数据。默认网关必须是

192.168.100.1，这是 pcDuino V3 的默认值，IP 地址为

192.168.100.X，X 只要不等于 1 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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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载 VNC 软件， 

 
 

 

打开 VNC 软件，在输入 VNC Server 的 IP 地址：

192.16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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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输入密码：ubuntu。 

 
 

确认后即可登录到 pcDuino V3 的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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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Mac 系统的 VNC 连接 

对于 Mac 电脑， 我们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来设置通过 USB-OTG 访问

pcDuino V3 桌面：  

       1. 在苹果的菜单中，打开“系统偏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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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 USB-OTG 口连接 pcDuino V3 到 Mac 的 USB 口。 选择 “网络” ，打

开控制面板， 这个时候在网络控制面板中将会出现一个名为“RNDIS/Ethernet 

Gadget” 的设备，待 ip 地址变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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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开 Safari 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 “VNC://192.168.100.1″: 

5. 在弹出来的对话框里输入：192.168.100.1.点击 “连接”。如果需要密

码，请输入： “ubu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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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们成功在 Mac 上访问 pcDuino3 的桌面了！ 

 

 

2.2 pcDuino V3 的上网 

1.网线直连 

把网线直接连到 pcDuino V3 的网口就可以直接上网。（和 PC 机操作完全

一样） 
 

2.通过 WIFI 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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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cDuino V3 自带系统（Ubuntu 系统）上面设置 WiFi 上网的方法和在

Windows 上面是原理是一样的，（注：pcDuino3Nano 需在的 USB 口插入

上网卡 WIFI Dongle），找到 WIFI 后输入密码即可，但具体操作方法有些不

同，这里我们把设置的步骤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点击屏幕右下角的 WiFi 的图标： 

 
 

它会弹出一个现有的 WiFi 热点的列表。从列表中，我们点击选择一个我

们准备选用的 WiFi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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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的问题来了：我们选择热点后，什么也没发生！这和 Windows 上面

的经历太不一样了。pcDuino3 坏了？ 

 

Ubuntu 的设置需要额外的一步。 如下图点击屏幕的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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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选择”Preferences-> Network Connections”: 

 

逐步按照下面的图来设置热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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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的 WiFi 图标在转，过一会，不出意外的

外，我们就能连上 WiFi。 如果前面密码错了，可能会花费更长的时间，最

后还上不了网。 

 

 

第 3 课  做一个自己的服务器 
3.1 pcDuino 网络打印服务器 

   网络打印服务器，顾名思义，就是有些不带网络打印的打印机，只有

USB 接口，这样打印机很麻烦，你每次打印都要到有打印机的电脑上打印，

pcduino 在这里实现，即使你只有 USB 接口也能实现网络打印，只要你电脑

和 pcduino 在同一个局域网，都能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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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你的 pcduino 是否带有打印机驱动，如果没，赶紧去改内核，

在内核里面把 printer 选上。然后再进行下面的操作。例如，我这个板子就是

没有打印机驱动的。 

root@ubuntu:~# ls /dev/usb 
usb_accessory usbdev1.2 usbdev3.1 usbdev3.3 usbdev3.5 
usbdev1.1 usbdev2.1 usbdev3.2 usbdev3.4 usbdev4.1 

重新烧了内核之后 

root@ubuntu:~# ls /dev/usb 
lp0 

这就有了。现在来测试一下。 

echo “Hello world” > /dev/usb/lp0 
 

这时候你的打印机已经还是打印，纸上打印出来就是 hello world. 

先声明一下，这里用的是 cups+samba 方案，之前尝试过只用 cups，

也尝试过手动源码安装最新的 cups.这种方法只适合 sups 里面有你打印机的

型号，并不通用。 

一，先安装 cups,推荐从软件源安装，反正我用源码安装没有成功。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cups 

二，设置配置 cups 的用户，这里我直接把当前用户设置为配置用户。 

sudo usermod -a -G lpadmin ubu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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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置 cups 

sudo service cups stop #先关闭服务 
sudo  mv /etc/cups/cupsd.conf /etc/cups/cupsd.conf.bak   #备份默认的配置文件 
vim /etc/cups/cupsd.conf   #编辑配置文件 

将里面内容清空，用以下内容替换。 

LogLevel warn 
MaxLogSize 1m 
SystemGroup lpadmin 
Port 631 
Listen /var/run/cups/cups.sock 
Browsing On 
BrowseOrder allow,deny 
BrowseAllow all 
BrowseRemoteProtocols cups 
BrowseAddress @LOCAL 
BrowseLocalProtocols CUPS dnssd 
DefaultAuthType Basic 
WebInterface Yes 
Order allow,deny 
Allow @LOCAL 

Order allow,deny 
Allow @LOCAL 

AuthType Default 
Require user @SYSTEM 
Order allow,deny 
Allow @LOCAL 

<;Policy default> 
JobPrivateAccess default 
JobPrivateValues default 
SubscriptionPrivateAccess default 
SubscriptionPrivateValues default 

Order deny,allow 

Require user @OWNER @SYSTEM 
Order deny,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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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Type Default 
Require user @SYSTEM 
Order deny,allow 

AuthType Default 
Require user @SYSTEM 
Order deny,allow 

Require user @OWNER @SYSTEM 
Order deny,allow 

Order deny,allow 

<;Policy authenticated> 

JobPrivateAccess default 
JobPrivateValues default 
SubscriptionPrivateAccess default 
SubscriptionPrivateValues default 
AuthType Default 
Order deny,allow 

AuthType Default 
Require user @OWNER @SYSTEM 
Order deny,allow 

AuthType Default 
Require user @SYSTEM 
Order deny,allow 

AuthType Default 
Require user @SYSTEM 
Order deny,allow 

AuthType Default 
Require user @OWNER @SYSTEM 
Order deny,allow 

Order deny,allow 

BrowseWebIF Yes 

配置完了之后重新启动 cups sudo service cups start 



宁波优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www.uranedu.com 

现在我们在自己电脑上打开 https://192.168.3.107：631 这个网址，这里说

明一下 192.168.3.107 是 pcduino 的 IP，631 可以在配置文件里面看到，是

我们配置的端口。打开网址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下 web 网页。 

 
  
先的步骤就简单了。 
点 Administration->add pinter。这里会提示你输入密码，密码就是你

pcduino 的密码。 

 
选择打印机 

 

 

https://192.168.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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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打印机，里面没有打印机，我们就选择自己的 ppd 配置文件，这个文件

在打印的官网网址上的 Linux 驱动里面有，具体文件的如下： 
D:UnifiedLinuxDriver_1.13cdrootLinuxoarchat_optshareppd 
添加打印机进入下一个页面，选择默认设置即可。 
设置成功。 
由于，在 Linux 上，我们没有添加驱动，现在还不能打印。 
二，安装 samba 服务器。 
sudo apt-get install samba 
修改 samba 的配置文件，加入打印机支持。 
vim /etc/samba/smb.conf 
具体的需要修改的内容，我已经在下面图片中圈出。 
最后 reboot 重启一下。 

3.2 pcDuino 网络视频服务器频服务器 

 

Posted by: zou, baozhu , 六月 15, 2014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autho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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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on facebookShare on twitterShare on emailShare on 
pinterest_shareMore Sharing Services0 
这里使用的是 live555，Live555 是一个为流媒体提供解决方案的跨平台的

C++开源项目，它实现了对标准流媒体传输协议如 RTP/RTCP、RTSP、SIP
等的支持。Live555 实现了对多种音视频编码格式的音视频数据的流化、接

收和处理等支持，包括 MPEG、H.263+、DV、JPEG 视频和多种音频编

码。同时由于良好的设计，Live555 非常容易扩展对其他格式的支持。目

前，Live555 已经被用于多款播放器的流媒体播放功能的实现，如

VLC(VideoLan)、MPlayer。 
1，下载视频服务器源码 
$wget http://www.live555.com/liveMedia/public/live555-latest.tar.gz 
2，解压源码 
$tar xvf  live555-latest.tar.gz 
3,编译安装 live555 
$cd live 
$./genMakefiles linux 
$make -j 4 
这时候视频服务器就编译好了 
4，live555 只支持 elementary stream 的播发，比如 m4v,.h264, .acc 这样

的。 如果是 avi/mp4, 需要先用对应的 parser 解析成 audio/video 流，这里

我提供一个文件来测试。 
$wget   http://samplemedia.linaro.org/H264/big_buck_bunny_1080p_H264_
AAC_25fps_7200K.MP4 
$mv big_buck_bunny_1080p_H264_AAC_25fps_7200K.MP4 1.MP4 
5，启动视频服务器 
$./live555MediaServer 1.MP4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6908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6908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6908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6908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6908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6908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6908
http://baike.baidu.com/view/7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8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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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untu@ubuntu:~/live/mediaServer$ ./live555MediaServer 1.MP4 
LIVE555 Media Server 
version 0.82 (LIVE555 Streaming Media library version 2014.05.27). 
Play streams from this server using the URL 
rtsp://192.168.1.102:8554/<filename> 
where <filename> is a file present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Each file’s type is inferred from its name suffix: 
“.264″ => a H.264 Video Elementary Stream file 
“.265″ => a H.265 Video Elementary Stream file 
“.aac” => an AAC Audio (ADTS format) file 
“.ac3″ => an AC-3 Audio file 
“.amr” => an AMR Audio file 
“.dv” => a DV Video file 
“.m4e” => a MPEG-4 Video Elementary Stream file 
“.mkv” => a Matroska audio+video+(optional)subtitles file 
“.mp3″ => a MPEG-1 or 2 Audio file 
“.mpg” => a MPEG-1 or 2 Program Stream (audio+video) file 
“.ogg” or “.ogv” or “.opus” => an Ogg audio and/or video file 
“.ts” => a MPEG Transport Stream file 
(a “.tsx” index file – if present – provides server ‘trick play’ support) 
“.vob” => a VOB (MPEG-2 video with AC-3 audio) file 
“.wav” => a WAV Audio file 
“.webm” => a WebM audio(Vorbis)+video(VP8) file 
See http://www.live555.com/mediaServer/ for additional documentation. 
(We use port 8000 for optional RTSP-over-HTTP tunneling, or for HTTP live streaming (for indexed 
Transport Stream files only).) 

6，安装 windows 客户端。到 http://www.videolan.org/下载你对应平台的软

件，我这里是 windows。下载之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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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IP 就是你开发板的 IP，这个地址上面的 log 也可以看到提示。下面

是播放刚才那段 1080P 视频的效果。 

 

下面是播放 MP3 的效果： 

 

经测试 1080P 的视频快进没有压力，CPU 保持 20%左右。 

3.3 pcDuino 网络文件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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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Next 

 
Posted by: zou, baozhu , 三月 16, 2014 
Share on facebookShare on twitterShare on emailShare on pinterest_shareMore Sharing Services0 

 

  
NFS，是 Network File System 的简写，即网络文件系统。网络文件系统是

FreeBSD 支持的文件系统中的一种，也被称为 NFS. NFS 允许一个系统在网

络上与他人共享目录和文件。通过使用 NFS，用户和程序可以像访问本地文

件一样访问远端系统上的文件。 
 
安装 nfs 软件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打开/etc/exports文件，在末尾加入： 

$vim /etc/exports 

/home/ubuntu *(rw,sync,no_root_squash) 

注：nfs 允许挂载的目录及权限，在文件/etc/exports 中进行定义，各字段含

义如下： 
/home/ubuntu：要共享的目录 

* ：允许所有的网段访问 

rw ：读写权限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4695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4695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author=5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4698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4698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4698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4698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4698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4698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3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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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资料同步写入内在和硬盘 

no_root_squash：nfs 客户端共享目录使用者权限 

重启服务： 
$sudo /etc/init.d/portmap restart                  <—重启 portmap，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重启 nfs 服务 
$showmount -e                                          <—显示共享出的目录 

注：nfs 是一个 RPC 程序，使用它前，需要映射好端口，通过 portmap 设定 

命令执行情况如下：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ubuntu@ubuntu:~$sudo /etc/init.d/portmap restart 

Rather than invoking init scripts through /etc/init.d, use the service(8) 

utility, e.g. service portmap restart 

  

Since the script you are attempting to invoke has been converted to an 

Upstart job, you may also use the restart(8) utility, e.g. restart portmap 

portmap start/running, process 474 

  

  

ubuntu@ubuntu:~$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 Stopping NFS kernel daemon                                              [ OK ]  

 * Unexporting directories for NFS kernel daemon...                   [ OK ]  

 * Exporting directories for NFS kernel daemon...      

  

  exportfs: /etc/exports [1]: Neither 'subtree_check' or 'no_subtree_check' specified for export "*:/home/xgc". 

  Assuming default behaviour ('no_subtree_check'). 

  NOTE: this default has changed since nfs-utils version 1.0.x 

                                                                                 [ OK ] 

 * Starting NFS kernel daemon                                       [ OK ] 

  

ubuntu@ubuntu:~$showmount -e 

  

/home/ubuntu * 

现在可以在本机上试一下： 
$sudo mount -t nfs localhost:/home/ubuntu /mnt 

注：localhost 为本机 linux 的 IP 地址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p=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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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把共享目录挂到了/mnt 目录，取消挂载用： 
$sudo umount /mnt 

如果用在嵌入式设备上挂载，要加上参数-o nolock 

我在开发板上使用的挂载命令： 

$sudo mount -t nfs -o nolock 192.168.1.8:/home/ubuntu /mnt 
 

第二单元 Scratch 编程 
Scratch for pcDuino 软件更新： 

一般不需要重新做更新，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如下操作。 

o 双击打开 Lxterminal  
o 更新安装库，确认 pcDuino V3 已经连上网络后， 

如下图输入命令：sudo apt-get 
update

 
o 安装库更新完毕后，会有更新完成的提示，并跳出以下图标： 

  

o 更新 Scratch for pcDu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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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如下图输入命令：sudo apt-get iinstall pcduino-scratch 

 
            更新完毕后，会有更新完成的提示，并再次跳出以下图标：

图标后，已经更新成功了。 

 
【课程介绍】 

          在点亮 pcDuino 上的第一盏灯后，我们开始通过 Scratch for pcDuino
让这盏灯闪烁起来。通过控制 pcDuinoGPIO 端口引脚的输出电平的高低来

点亮、关闭 LED 灯。 

 

【材料准备】 

          找到红、黄、绿 三个 LED 模块，如下图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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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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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课  按键控制灯（硬件控制硬件，数字量输

入） 

【课程介绍】 

做一个和我们日常习惯不一样的开关灯控制，当按钮导通时灯是灭

的，松开按钮灯就亮了。 

【材料准备】 

           在上一课的基础上再找到按键模块 ，接到 D6 口，如下图

一连接。       备注：这个按键按下时为高电平信号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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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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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课  温控风扇（硬件控制硬件，模拟量输

入） 
【课程介绍】 

         温控器（Thermostat）是根据工作环境的温度变化，在开关内部发生

物理形变，从而产生某些特殊效应，产生导通或者断开动作的一系列自动控

制元件，或者电子原件在不同温度下，工作状态的不同原理来给电路提供温

度数据，以供电路采集温度数据。 本单元是通过温度传感器来检测环境温

度，当环境温度较高时触发风扇开启，温度降低后，风扇停止。 
 

【材料准备】 

找到温度模块 ，接到 A4 口，电风扇模块  
接到 D2、D3 口，如下图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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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脚本: 
 

 
 

第 7 课  钓鱼提示器（角色硬件互动） 
剧情介绍】大家看过《小猫钓鱼》的动画片吗？还有谁记得猫妈妈的话

么？钓鱼就钓鱼，不要这么三心二意的。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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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能钓到鱼呢？影片告诉孩子们，学习和做事情要专心致志才能成功。 小猫

在河边钓鱼，当有鱼上钩时，红色指示灯闪亮提示小猫赶快拉竿，如果鱼儿

脱钩指示灯熄灭。你够专心吗，来试试吧！ 

 

图 20-1 小猫钓鱼 

【准备道具】 

1.将 Linker Base Shield 安装到 pcDuino 上，然后按照下图位置连接红色

LED 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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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 引脚连接图 

2.绘制背景小河 

  首先点击 ，然后点击 ，最后点 ，绘制如下背景。 

注意：水体的四周要使用相同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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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3 绘制背景小河 

3.导入角色 

  第一步：点击 ，导入 cat1-a 这个角色，然后点击 ，给小猫绘

制鱼竿。 

  第二步：继续点击 ，导入三条鱼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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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4 导入鱼的角色 

【编写脚本】 

鱼的脚本 

  第一步：点击角色 2 

  第二步：设置脚本 

 

                                             图 20-5 鱼的脚本 

       第三步：将角色 2 的脚本复制给角色 3、角色 4 

 

第 8 课  小猫钓鱼（硬件控制角色） 
在上一课的基础上，我们在鱼儿咬钩的时候把小鱼钓起来，我们在 D6 口

接上一个我们前面用过的按钮模块，在鱼咬饵的时候，按按键把小鱼钓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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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装置: 

 

 
 

脚本: 

小猫的脚本： 

 
 

小鱼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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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课  打乒乓球（硬件控制角色） 

在前面的实战中，我们了解了红外传感器可以用来测量距离。在这个实

战中，我们进一步用手势来控制球拍进行乒乓球游戏。 

硬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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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有两个玩家，每个人控制一个红外传感器。这两个红外传感器分

别接到 Linker Base Shield 的[A0 A1 V S ]和[A5 A4 V S]槽子。 

 

脚本: 

  这个实战中我们会用到 5 个精灵：球，红球拍，黑球拍，红球门和黑球

门。 

游戏的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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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开始，球会选择随机选择一个方向开始运动。运动的过程中，如果球碰

到球拍或者边框，就会反弹。在球向对方的球门运动的过程中，如果球没被

球拍接住碰到了球门，对方就得分了。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简单的精灵：红色和黑色的球门。他们就是在最左右

的两段直线。控制他们的脚本也非常简单。 程序运行后，红色球门移到舞台

最右边。  

 
 

黑色球门移到舞台最左边。 



宁波优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www.uranedu.com 

 
 

  这里我们需要两个变量来放两个玩家的得分： score1 和 score2。 如果我

们选中变量前面的可选框，这个变量就出现在舞台上。 变量的位置可以通过

拖拉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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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球拍和黑球拍用各自的红外传感器控制。我们看一下控制红球拍的脚

本。 程序运行后，红球拍跳到舞台的最右边， 然后它的上下位置(y 坐标) 用

红外传感器的输出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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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黑球拍的脚本如下。和控制红球拍唯一的区别就是：程序一开始，

黑球拍移到舞台的最左边。  

 
 

       这次实战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控制球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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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们先初始化变量 score1 和 score2。然后球选一个随机的方向

运行。运动的过程中，如果球碰到任意一个球拍，它就朝反方向运行。如果

它碰到了球门，对方的得分变量就加一。 

第 10 课  呼吸灯（PWM 信号输出控制） 
       

让我们的灯可以像我们的呼吸一样，慢慢亮起来再慢慢暗下去。 

 

【材料准备】 

        把 LED 强光模块接到 pcDu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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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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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Arduino 编程 
第 11 课  呼吸灯 (Arduino 编程) 
 

从这个实战开始，我们使用 pcDuino3 自带的 Arduino 风格编程环境对

pcDuino3 的 Arduino 风格的硬件接口进行编程。首先，我们使用 pcDuino3

的 PWM 功能来调节 Linker 高功率 LED 的亮度，做一个呼吸灯。 

硬件装置: 

拿出 Linker 高功率 LED 模块，然后通过 Linker 20mm 连接线连接到 

Linker base shield 上面标识为 [D6 D7 V S]的槽子。Linker Base Shield 安

装到 pcDuino3 上面。 具体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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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 

打开 pcDuino3 自带的自带的 Arduino 风格编程环境,然后输入以下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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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也可以在我们的学习中心下载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wp-content/uploads/2013/10/pwm.rar). 

http://cnlearn.linksprite.com/wp-content/uploads/2013/10/pwm.rar


宁波优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www.uranedu.com 

 

运行效果: 

点击“Upload”进行编译和执行: 

 

编译开始，pcDuino3 调用它自身的 GCC 编译器编译代码，编译完成

后，打开一个窗口运行代码。‘uploading’是一个用在 Arduino 上面的历史

名词。在 pcDuino3 上面使用 Arduino 风格的编程不需要真正的上传代码，

因为代码本来就在 pcDuino3 上面。运行的新窗口会一直保持打开，直到我

们中断运行这个代码。代码运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 Linker 高功率模块

开始呼吸。下面是运行效果图： 

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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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亮: 

 

全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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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课 测量温度（Arduino 中的模拟量输入） 
 

在实战 6 中，我们用 Scatch for pcDuino 读取温度然后在温度计上面画

出水银柱。在这次的实战中， 我们使用完全相同的温度传感器，但是使用

Arduino 风格编程。  

硬件装置: 

 

(上图没有接 LED 模块)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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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uino3 上面的 ADC2 到 ADC5 是 12 位的，也就是说它们的读数是 0-

4095： ADC 的输入电压是 0V 的时候，读数是 0， ADC 的输入电压是 3.3V

的时候，读数是 4095。 其它中间的电压就在 1-4094 直接线性映射。 

根据前面实战 6 学习到的知识，环境温度每增加 1 摄氏度，温度传感器

芯片 TM36 的输出电压会增加 10mV。 

当输出电压落在 0.2V 到 0.3V 之间 (也就是说，环境温度是 20 到 20 摄

氏度), ADC 的读数将在 248 到 372z 之间。这个时候，我们点亮绿 LED 表

示环境温度很宜人。 

当输出电压落在 0.3V 到 0.4V 之间 (也就是说，环境温度是 30 到 40 摄

氏度), ADC 的读数将在 372 到 496 直接。这个时候，我们点亮黄 LED 表示

环境温度不舒服。 

当环境温度在 20 摄氏度以下或者 40 摄氏度以上)，我们点亮红 LED 表

示环境温度极度不舒服。 

脚本: 

Arduino 风格的完整脚本如下: 

int led_green=9; 

int led_yellow=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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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led_red=11; 

int sensorPin =A5; 

void setup() 

{ 

int j; 

for(j=9;j<=11;j++) 

{ 

pinMode(j,OUTPUT); 

} 

} 

void loop() 

{ 

int sensorValue; 

 

while(1) 

{ 

sensorValue=analogRead(sensorPin); 

  

printf("sensorValue=%d\n", sensorValue); 

  

if(sensorValue>248&&sensorValue<372) 

{ 

digitalWrite(led_green,HIGH); 

printf("I am here"); 

digitalWrite(led_yellow,LOW); 

digitalWrite(led_red,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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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if(sensorValue>=372&&sensorValue<496) 

{ 

digitalWrite(led_yellow,HIGH); 

digitalWrite(led_green,LOW); 

digitalWrite(led_red,LOW); 

} 

else 

{ 

digitalWrite(led_red,HIGH); 

digitalWrite(led_yellow,LOW); 

digitalWrite(led_green,LOW); 

} 

} 

} 

把上面的脚本拷贝复制到 pcDuino3 自带的 Arduino 风格的开发环境中。 

运行效果: 

点击’Upload’编译运行代码。 当环境温度在 20 摄氏度和 30 摄氏度之

间的时候，绿 LED 亮。 这个时候，我们用手指压住温度传感器使温度上升

到 30 摄氏度以上，黄灯就会亮。 用打火机在温度传感器附近快速加热，红

灯就会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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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课 风扇控制(Arduino) 
舵机被广泛地使用在机器人领域，它使用可以被精密控制的集成的齿轮

和轴承。普通舵机的轴可以停在任意的角度（一般是在 0 度和 180 度之

间）。连续旋转舵机允许它的轴用不同的速度 360 度连续旋转。 

在这次的实战中，我们使用 pcDuino3d 的 GPIO 管脚直接控制迷你舵机

SG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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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装置: 

SG90 迷你舵机有三个输入管脚： VCC, GND, 和控制信号输入。我们把

舵机的 VCC 接到 pcDuino3 的 5V 输出管脚，把舵机的 GND 接到 pcDuino3

的 GND。 然后把 pcDuino3 的数字 7 脚接到 SG90 的控制信号管脚，也就

是说在这里我们用数字管脚 7 来驱动舵机。 

 

脚本: 

这里我们继续使用 pcDuino3 自带的 Arduino 风格编程环境来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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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 Arduino 风格脚本如下： 

int servopin=7;  //Define servo PWM control as digital 7 

int myangle;     //define variable angle 

int pulsewidth;   //define variable pulse width 

int val; 

void servopulse(int servopin,int myangle)//define a pulse 
function 

{ 

//translate angle to a pulse width value between 500-2480 

pulsewidth=(myangle*11)+500; 

digitalWrite(servopin,HIGH);//pull the interface signal level 
to high 

delayMicroseconds(pulsewidth);//delay in microseconds 

digitalWrite(servopin,LOW);//pull the interface signal level 
to low 

delay(20-pulsewidth/1000); 

} 

void setup() 

{ 

pinMode(servopin,OUTPUT);//set the interface pin as output 

} 

 

//translate the number 0-9 to angle between 0 degree to 180 
degree, 

// and let LED blink the same times 

void loo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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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9； 

val=val*(180/9);//translate number to angle 

//wait enough time so that the servo can rotate to the 
specified angle 

for(int i=0;i<=50;i++){ 

servopulse(servopin,val);//call the pulse function 

} 

} 

 

控制效果: 

点击”Upload” 进行代码编译和运行。在代码中，我们使用变量 val 来

控制舵机停的角度。 

 

当 val 等于 0，舵机的轴在 0 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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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val 等于 4，舵机的轴在 90 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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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val 等于 9，舵机的轴在 180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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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课 开机自启 (Arduino 编程) 
如前面的实战一样，我们有了 pcDuino3, 我们创建了令人兴奋的 Arduino

风格的程序，代码也如我们预期的一样工作。 我们怎样才能让 pcDuino3 每

次开机自动运行我们创建的 Arduino 风格的程序呢？  

这里我们使用 pcDuino3 自带的 Arduino 风格编程环境里自带的例子: 

linker_led_test，来看一下如何设置 Arduino 风格的程序自启动。 

 

硬件装置: 

在我们的百宝囊里面拿出任意一种颜色的 Linker LED 模块。然后通过

Linker 20mm 连接线连接到 Linker base shield 上面标注为[D1 D2 V S]的槽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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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 

首先，我们打开 Arduino 风格编程环境， 找到例子 Linker_led_test, 打

开，点击’Upload’进行编译和运行： 



宁波优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www.uranedu.com 

 

我们可以看到程序运行了，LED 灯在闪。  

可执行文件在哪里？ 

我们可以退到根目录’/’下，然后输入下面的命令来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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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截图，我们发现，可执行文件位于: 

/tmp/build4983804596965501837.tmp/linker_led_test.cpp.o 

我们推荐把可执行文件拷贝到另外一个比较容易记住的目录下，比如

/home/ubuntu。然后把新的完整的路径加到文件”/etc/rc.local”中: 

$sudo nano /etc/rc.local 

如果 nano 这个命令没有，我们可以使用“sudo apt-get install nano”安

装。 

请在 ‘exit 0′前面加入 “/home/Ubuntu/linker_led-test.cpp.o”: 



宁波优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www.uranedu.com 

 

 

按”Ctrl’+’O’ 保存退出。 然后重启 pcDuino3, 我们可以看到 LED

自动闪了！ 这说明，我们自己创建的 Arduino 风格程序自动运行了！ 这个

方法也可以让其他任何可执行程序自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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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课  使用网络功能 (Arduino 风格编程) 
pcDuino3 自带以太网接口和 WiFi 模块。很多用户询问，如何在 Arduino

风格编程中使用网络功能？ 使用方法会和 Arduino 的 WiFi Shield 使用一样

吗？ 

pcDuino3 是一个本身运着 Linux 操作系统的卡片电脑。所有和网络(以太

网和 WiFI)有关的协议和功能在 Linux 操作系统里面都自带了，我们根本不

再需要像在 Arduino Uno 上面那样费事的来实现网络功能。在这次实战中， 

我们将使用 Arduino 风格编程实现通过 TCP/IP 远程控制 LED 灯。  

硬件装置: 

在我们的百宝囊里面拿出任意一种颜色的 Linker LED 模块。然后通过

Linker 20mm 连接线连接到 Linker base shield 上面标注为[D2 D3 V S]的槽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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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在 pcDuino3 上面，我们实现一个 TCP/IP Socket 服务器, 它在一个预定

的端口监听和接收来自客户端的数据包。当它收到来自客户端的字符是’

O’的时候，它就打开 LED。 如果它收到来自客户端的字符是’F’, 它就关

闭 LED。 如果是其他任何字符，就不采用任何行动。 

我 们 在 另 外 一 个 Windows PC 上 安 装 TCP/IP 客 户 端 

（ https://s3.amazonaws.com/cutedigi/Tools/sokit-1.3-win32-chs.rar），然

后使用它和 pcDuino3 上面的服务器进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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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 

Arduino 风格编程的完整服务器脚本如下： 

/* 

* LED test program 

* The LED will be controlled by TCP socket 

* This program serves an example of TCP socket server 

* The TCP socket code is adpoted from : 
http://www.thegeekstuff.com/2011/12/c-socket-programming/ 

*  

* Please use linker kit LED module,and install it on D2 D3 V G 
postion 

** Jingfeng Liu 

*   5/4/2013 

*/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time.h>  

  

http://www.thegeekstuff.com/2011/12/c-socket-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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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core.h> 

  

int led_pin = 2; 

int listenfd = 0, connfd = 0; 

int n; 

struct sockaddr_in serv_addr;  

char sendBuff[1025]; 

time_t ticks;  

void setup() 

{ 

    led_pin = 2; 

   pinMode(led_pin, OUTPUT); 

  

    listen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memset(&serv_addr, '0', sizeof(serv_addr)); 

    memset(sendBuff, '0', sizeof(sendBuff));  

  

    serv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_addr.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ANY); 

    serv_addr.sin_port = htons(5000);  

  

    bind(listenfd, (struct sockaddr*)&serv_addr, 
sizeof(serv_addr));  

  

    listen(listenfd, 10);  

  

    connfd = accept(listenfd, (struct sockaddr*)NULL,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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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 loop() 

{ 

    n = read(connfd, sendBuff, strlen(sendBuff) );  

     if(n>0) 

    { 

      if(sendBuff[0]=='O')           digitalWri
te(led_pin, HIGH);  // set the LED on 

      if(sendBuff[0]=='F')           digitalWri
te(led_pin,LOW);  // set the LED off 

    } 

 } 

 

我们把以上代码复制粘贴到 Arduino 风格的编程环境中，然后点击’

Upload’编译运行， 这样 pcDuino3 上面就运行了 TCP/IP 端口服务器。 

 

运行效果: 

在 pcDuino3 上面运行 TCP/IP 端口服务器后， 在 PC 上面运行 TCP/IP

客户端和 pcDuino3 上面的 TCP/IP 端口服务器进行通讯。 TCP/IP 客户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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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 TCP/IP 服务器的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可以通过在 pcDuino3 上面执

行“$ifconfig” 来找到。 

TCP/IP 客户端的屏幕截图如下: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发送’F’ 或者’O’来远程控制 LED 的开关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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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课 火车鸣笛 (Arduino 风格编程) 
 

圣诞佳节，我们需要搭建一些火车模型。最好玩是，可以在驾驶室一个

小机关，拉动绳子，发出火车鸣笛的声音。 我们可以使用 Linker 霍尔传感

器， 在绳子上面粘上小磁铁。当绳子拉动的时候，这个磁铁就从 Linker 霍

尔传感器前面走过，霍尔传感器就输出一个高电平。 当 pcDuino3 检测到霍

尔传感器的高电平输出后，它就在 Arduino 风格编程中通过调用系统函数执

行 mplayer 来播放火车鸣笛的 mp3 文件来播放声音。 

硬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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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Linker 霍尔传感器模块通过 Linker 20mm 连接线连接到 Linker base 

shield 上面标注为[D2 D3 V S]的槽子。 

 

安装 mplayer 媒体播放器： 

我们使用以下命令来安装 mplayer: 

$sudo apt-get update 



宁波优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www.uranedu.com 

$sudo apt-get install pulseaudio 

$sudo apt-get install pavucontrol 

$sudo apt-get install gnome-mplayer 

pcDuino3 的声音缺省从声音插座输出。如果我们需要改变声音输出的方

式，例如从 HDMI 输出，可以在 pavucontrol 很轻松的进行设置。 

 

火车鸣笛的 MP3 文件可以在这里下载：(http://learn.linksprite.com/wp-

content/uploads/2014/10/train-whistle-01.mp3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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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pcDuino3 自带的 Arduino 风格的编程环境，拷贝粘贴以下全部代

码： 

int ropepull=2;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ropepull, INPUT);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nt pullstatus=0; 

  pullstatus=digitalRead(ropepull); 

  if(pullstatus==0) { 

    system("mplayer /home/ubuntu/train-whistle-01.mp3"); 

  } 

 } 

 

      点击’Upload’编译运行，当磁铁经过 Linker 霍尔传感器的前面，

pcDuino3 就发出火车鸣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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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希望代码能开机就自动执行，请参考实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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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课 增加时钟模块(Arduino 编程) 
  

      pcDuino3 板子不自带实时时钟(RTC)。每次重启后，它会自动从网络同

步获取时间信息。 如果没有网络连接呢？ 我们如果让 pcDuino3 能获得正确

的日期和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给 pcDuino3 安装 RTC 模块。  

      在这次实战中， 我们会 pcDuino3 安装 Linker RTC 模块，然后让

pcDuino3 每次开机自动从 Linekr RTC 模块获取时间和日期信息。 

 

硬件装置: 

        把 Linker RTC 模块通过母到公跳线连接到 pcDuino3 的 I2C 接口上。

具体接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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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Linker RTC模块的 GND 连接到 pcDuino3 的 GND 

x Linker RTC模块的 VCC 连接到 pcDuino3 的 5V  

x Linker RTC模块的 SDA 连接到 pcDuino3 的 SDA 

x Linker RTC模块的 SCL 连接到 pcDuino3 的 SCL 

 

Arduino 风格编程的命令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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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之前的 Arduino 风格编程实战中，我们一直采用 Arduino 风格的编程环

境。在这次的实战中，我们采用 Arduino 风格编程的命令行模式。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 git: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用下面的命令下载 Arduino 风格编程程序库：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pcduino/c_enviroment 

用 c_enviroment 目录下，输入:$make all 编译。 

测试 Linker RTC 模块的脚本： 

       源文件在目录’c_enviroment/sample’下面的 “linker_rtc_test.c”。 

可执行文件位于 “c_enviroment/output/test”。 

       请使用下面的命令设置日期和时间： 

a)        ./linker_rtc_test [Year] [Month] [Date] [Hour] 

[Minute] [Second]. 

   b)      Check the outputs on you terminal. 

 Note: [Year] [Month] [Date] [Hour] [Minute] [Second] are 

optional parameters. 



宁波优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www.uranedu.com 

设置日期和时间的脚本： 

当 pcDuino3 启动的时候，它会自动执行脚本 /etc/rc.local/。我们在这个脚本

里面添加从 Linker RTC 模块里面读日期和时间的程序，然后用读出的结果

来设置 Linux 系统的日期和时间。 

完整的 C 语言代码如下： 

ubuntu@ubuntu:~/c_enviroment/sample$ more dateset_linker_rtc.c  

/* 

* RTC test program 

*/ 

#include  

#include  "Wire.h" 

#define  DS1307_I2C_ADDRESS  0x68 // This is the I2C address 

// This is the command char, in ascii form, sent from the 
serial port  

int command = 0;  

int zero = 0;  

//long previousMillis = 0; // will store last time Temp was 
updated byte second, 

 minute, hour, dayOfWeek, dayOfMonth, month, year; byte test; 

//Convert normal decimal numbers to binary coded decimal 

byte second, minute, hour, dayOfWeek, dayOfMonth, month, year; 

byt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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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e decToBcd(byte val)  

{ 

   return ( (val/10*16) + (val%10) ); 

} 

// Convert binary coded decimal to normal decimal numbers 

byte bcdToDec(byte val)  

{ 

  return ( (val/16*10) + (val%16) ); 

} 

 

void setDateDs1307() 

{ 

  Wire.beginTransmission(DS1307_I2C_ADDRESS); 

  Wire.write(zero); 

  Wire.write(decToBcd(second));     // 0 to bit 7 starts the 
clock 

  Wire.write(decToBcd(minute)); 

  Wire.write(decToBcd(hour));     // If you want 12 hour am/pm 
you need to set 

                                  // bit 6 (also need to 
change readDateDs1307) 

  Wire.write(decToBcd(dayOfWeek)); 

  Wire.write(decToBcd(dayOfMonth)); 

  Wire.write(decToBcd(month)); 

  Wire.write(decToBcd(year)); 

  Wire.endTransmis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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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 the date and time from the ds1307 and prints result  

void getDateDs1307()  

{ 

    char str_cmd[1000]; 

    // Reset the register pointer 

    Wire.beginTransmission(DS1307_I2C_ADDRESS); 

    Wire.write(zero);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DS1307_I2C_ADDRESS, 7); 

    // A few of these need masks because certain bits are 
control bits 

    second     = bcdToDec(Wire.read() & 0x7f); 

    minute     = bcdToDec(Wire.read()); 

    hour       = bcdToDec(Wire.read() & 0x3f);  // Need to 
change this if 12 hour am/pm 

    dayOfWeek  = bcdToDec(Wire.read()); 

    dayOfMonth = bcdToDec(Wire.read()); 

    month      = bcdToDec(Wire.read()); 

    year       = bcdToDec(Wire.read()); 

 

    sprintf(str_cmd, "sudo date -s  %d/%d/%d\n", month, 
dayOfMonth, year); 

    system(str_cmd); 

    sprintf(str_cmd, "sudo date -s  %d:%d:%d\n", hour, minute, 
second); 

    system(str_c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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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etup()  

{ 

    Wire.begin(); 

 

    getDateDs1307(); 

 

}  

 

void loop() 

{ 

  exit(0);   

} 

 

我们把编译出来的可执行文件的带完整路径名的文件名加到文件 

/etc/rc.local.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命令打开 rc.local “sudo vi /etc/rc.local”,然后在

“exit 0″那一行前面插入下面一行： 

/home/ubuntu/c_enviroment/otuput/test/dateset_linker_r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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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退出，我们可以重启 pcDuino3，然后在没有网络连接的情况下仍然

可以得到正确的日期和时间。 

 

 

 

第四单元  Python 编程 
第 18 课  pcDuino 作为物联网节点推送温度到云

端(Python) 
Xively 是一个物联网服务器。用户可以把采集到的传感器数据上传到 

Xively,然后在这个服务器上面开发应用。  

在这次的实战中， 我们用 pcDuino3 作为物联网节点，采集环境温度，

然后上传到 Xively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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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装备: 

把 Linker 温度传感器模块通过 Linker 20mm 连接线连接到 Linker base 

shield 上面标注为[A5 A4 V S]的槽子。 



宁波优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www.uranedu.com 

 

安装必要的软件包： 

在这次实战中，我们将使用 Python 开进行开发。首先，我们需要安装必

要的软件包: 

1. 安装 Python 

$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dev 

2. 安装 python-pip (python-pip 是用来安装管理 python 的工具) 

$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pippip 

安装 xively 扩展: 

$sudo pip install xively-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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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uino3 的 Python 库文件可以在 github 上使用下面的命令在

从 https://github.com/pcduino/python-pcduino 下载：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pcduino/python-pcduino 

在 xively 注册： 

在向 xively 推送数据之前，我们需要先在 xively.com 注册一个免费的开

发者账户。 

 

https://github.com/pcduino/python-pcdu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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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账户后，我们继续注册设备然后创建一个名为’office_temp’的通

道。 记下来 API key 和 feed ID。 

Python 代码： 

这次实战的完整的 Python 代码可以在 github 下载

https://github.com/pcduino/python-

cduino/blob/master/Samples/adc_test/xively-temp.py 

# part of the python code is copied from page 82 of Getting 
Started with BeagleBone, by Matt Richardson 

# Jingfeng Liu 

# LinkSprite.com/pcDuino.com 

  

from adc import analog_read 

import time 

import datetime 

import xively 

from requests import HTTPError 

 

api =xively.XivelyAPIClient("APIKEY") 

feed=api.feeds.get(FEEDID) 

  

def delay(ms): 

    time.sleep(1.0*ms/1000)  

def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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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read channel ADC0 value ,the V-REF = 3.3V" 

delay(3000) 

def loop(): 

    while True: 

        value = analog_read(5) 

temp = value*(3.3/4096*100) 

        print ("value = %4d"%value) 

print ("temperature = %4.3f V" %temp) 

        now=datetime.datetime.utcnow() 

        feed.datastreams=[ xively.Datastream(id='office_temp', 
current_value=temp, at=now) 

        ] 

        try: 

              feed.update() 

              print "Value pushed to Xively: " + str(temp) 

        except HTTPError as e: 

                         print "Error connecting to Xively: " + 
str (e) 

        time.sleep(20) 

def main(): 

    setup() 

    loop()  

main() 

 

按下面的方式运行代码: 

$python sively-tem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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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一段时间后，我们可以在 xively.com 网页看到数据: 

 
 

第 19 课 通过浏览器控制 pcDuino3 的 GPIO 管

脚(Python) 
在这次实战中，我们将用 Python 实现一从网页控制 LED 灯。这个实战

可以作为智能家居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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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软件工具： 

更新 apt-get 源： 

$ sudo apt-get update 

安装 Requests 软件包. Requests 是 Python HTTP 客户端库: 

$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requests 

安装 python-pip, pip 可以替代 easy_install 来管理 python 软件工具： 

$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imaging python-imaging-tk python-pip 

python-dev 

  安装 Flask。 Flask 是一个用 pcDuino 进行网页开发的底层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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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do pip install flask 

  安装 pcDuino-python 的例子库。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pcduino/python-pcduino 

脚本: 

1. 重新命名 blink_led 目录下面的 blink_led.py 文件为 web-led.py, 然后加

入下面的代码： 

import gpio 

from flask import Flask, render_template, request  

app = Flask(__name__) 

pins = { 

         'gpio0':{'name':'Red_LED','state':False}, 

         'gpio1':{'name':'Blue_LED','state':True} 

        } 

for pin in pins: 

    gpio.pinMode(pin,gpio.OUTPUT) 

    gpio.digitalWrite(pin,gpio.LOW) 

@app.route("/")   

def main():  

    for pin in pins : 

        pins[pin]['state'] = gpio.digitalRead(pin) 

    templateData = { 

            'pins':pins 



宁波优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www.uranedu.com 

            } 

    return render_template('pin.html',**templateData)  

@app.route("/<changepin>/<value>") 

def action(changepin,value): 

    setpin = changepin 

    message = " " 

    deviceName = pins[setpin]['name'] 

    if value == "on" :   

        gpio.digitalWrite(setpin,gpio.HIGH) 

        message = "turned " + deviceName + " on." 

    if value == "off" : 

        gpio.digitalWrite(setpin,gpio.LOW) 

        message = "turned " + deviceName + " off." 

    if value == "toggle" : 

        gpio.digitalWrite(setpin,not gpio.digitalRead(setpin)) 

        message = "toggled " + deviceName + " ." 

    for pin in pins: 

        pins[pin]['state'] = gpio.digitalRead(pin) 

    templateData = { 

                'message' :  message , 

                'pins' : pins 

            } 

    return render_template('pin.html',**templateData) 

if __name__ == "__main__" : 

    app.run (host='0.0.0.0',port=80,debug=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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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另外一个目录下创建模板文件 pin.html。代码如下： 

 <!DOCTYPE html> 

<head> 

    <title>Current Status </title> 

</head> 

<body > 

    <center> 

    <h1>Device Listing and Status</h1> 

    <font size="5" color="red"> 

    <p>The {{ pins['gpio0'].name }} 

    {% if pins['gpio0'].state == true %} 

        is currently on !  (<a href="/{{ 'gpio0' }}/off">turn 
off</a>) 

    {% else %} 

        is currently off !  (<a href="/{{ 'gpio0' }}/on">turn 
on</a>)        

    {% endif %} 

    </p> 

    </font> 

    <font size="5" color="blue"> 

    <p>The {{ pins['gpio1'].name }} 

    {% if pins['gpio1'].state == true %} 

        is currently on !  (<a href="/{{ 'gpio1' }}/off">turn 
off</a>) 

    {% else %} 

        is currently off !  (<a href="/{{ 'gpio1' }}/on">turn 
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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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dif %} 

    </p> 

    </font> 

    {% if message %} 

    <h2>{{ message }}</h2> 

    {% endif %} 

    <hr> 

    <font size="6"> 

    <a href="http://www.pcduino.org">pcDuino.org</a> 

    </font> 

    </center> 

</body> 

</html> 

 

运行效果： 

     按下面的方式运行代码： 

$sudo python ./web-led.py 

 

在另外一台和 pcDuino3 在一个本地网络的 pc 上面打开浏览器，然后输

入 pcDuino3 的 IP 地址(pcDuino3 的 IP 地址可以用$ifconfig 命令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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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在 web 上对 GPIO 进行操作了。  

 

第五单元  Android 编程 
第 20 课  让 pcDuino V3 变成 Android 系统 
       pcDuino V3 支 持 Linux 和 Android 操 作 系 统 。  我 们 使 用

Win32diskimagewrite 创建一个生产 SD 卡，然后把该生产 SD 卡插入

pcDuino3 的 SD 槽，重启 pcDuino3。重启后，烧录过程就开始了，在这里

LED 灯不会闪。 请耐心等待 10 分钟。拔出 SD 卡，重启 pcDuino3, 我们可

以看到 Android 系统启动了。 

第 21 课  海龟出壳（硬件控制 Android 画面） 
   pcDuino 有相应的 NDK，在 Android 系统里可以读取 ADC 信号。 

    把 pcDuino 的系统变成安卓以后，安装对应的 APK 文件，在 A2 口接入

红外距离传感器，随着你手的移动，小海龟会做同步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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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目前这个版本是 pcDuino V2 的，V3 需要有部分匹配性调整。 

第 22 课  屏幕开关灯（屏幕、硬件联动）      

     pcDuino 有相应的 NDK，在 Android 系统里可以控制 GPIO 信号。 

   把 pcDuino 的系统变成安卓以后，安装对应的 APK 文件，在 D1、D2、

D3 口接入 LED 灯，可以通过按动屏幕上面的对应的图片来控制 LED 灯。 

    注：目前这个版本是 pcDuino V2 的，V3 需要有部分匹配性调整。 

第 23 课  Android 智能电视机顶盒 
     下图显示连在 HDMI 电视上的 pcDuino3 跑着 Android 4.2。我们可以用

飞鼠来方便的对它进行控制。我们也可以到 google play 里面下载 APP。可

以用 youtube 和 Netflix 播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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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使用 PPTV 看中文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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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一个名为 Airplay 的 APP,  pcDuino3 就变成一个可以接收 Airplay 音乐

和视频的 apple TV 或者 google chrome 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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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  SimpleCV 编程 

第 24 课   安装 SimpleCV 

1. 按照下面的步骤安装 SimpleCV： 

$sudo apt-get install ipython python-opencv python-scipy  

$sudo python-numpy python-setuptools python-pip 

$sudo pip install https://github.com/ingenuitas/SimpleCV/zipball/master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pygame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imaging 

 

2.安装完毕后，输入 simplecv 进入 shell 模式进行交互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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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untu@ubuntu:~$ simplecv 

 

+-----------------------------------------------------------+ 

SimpleCV 1.3.0 [interactive shell] - http://simplecv.org 

+-----------------------------------------------------------+ 

  

Commands:  

"exit()" or press "Ctrl+ D" to exit the shell 

"clear" to clear the shell screen 

"tutorial" to begin the SimpleCV interactive tutorial 

"example" gives a list of examples you can run 

"forums" will launch a web browser for the help forums 

"walkthrough" will launch a web browser with a walkthrough 

  

Usage: 

dot complete works to show library 

for example: Image().save("/tmp/test.jpg") will dot complete 

just by touching TAB after typing Image().  

Documentation: 

help(Image), ?Image, Image?, or Image()? all do the same 

"docs" will launch webbrowser showing documentation 

SimpleCV:1> cam=Camera() 

VIDIOC_QUERYMENU: Invalid argument 

VIDIOC_QUERYMENU: Invalid argument 

VIDIOC_QUERYMENU: Invalid argument 

VIDIOC_QUERYMENU: Invalid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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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IOC_QUERYMENU: Invalid argument 

VIDIOC_QUERYMENU: Invalid argument 

VIDIOC_QUERYMENU: Invalid argument 

SimpleCV:2> img=cam.getImage() 

SimpleCV:3> img.show() 

SimpleCV:5: 

 

 

 

 

 

 

 

 

 

 

 

 

 

Simplecv 扑抓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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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课  SimpleCV 的基本摄像头功能 

安装好 SimpleCV 后，我们可以拷贝复制以下 Python 代码： 

from SimpleCV import Camera, Display 

from time import sleep 

myCamera = Camera(prop_set={'width': 640, 'height': 480})  

myDisplay = Display(resolution=(640, 480))  

while not myDisplay.isDone():  

    myCamera.getImage().save(myDisplay)  

    slee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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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到一个名为 ‘basic-cam.py’的文件。 输入‘$python basic-

cam.py'来运行： 

 

 

第 26 课  用 SimpleCV 从视频流中检测脸部 

在这个子实战中，我们在摄像头的视频流里面来检测脸。Python 代码如

下 

from SimpleCV import Camera, Display 

from time import sleep 

myCamera = Camera(prop_set={'width':640, 'height':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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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Display = Display(resolution=(640, 480)) 

 while not myDisplay.isDone(): 

    frame = myCamera.getImage() 

    faces = frame.findHaarFeatures('face')  

    if faces:  

        for face in faces:  

              print "Face at: " + 

str(face.coordinates()) 

    else: 

        print "No faces detected." 

    frame.save(myDisplay) 

    sleep(.1) 

 

拷贝复制代码到一个脚本，然后运行。我们可以在摄像头视频流里面检

测到脸部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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