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duino 習作工坊 
 

#4  通訊 



傳輸資料 



JY-MCU 
• 藍牙協定: Bluetooth V2.0 

 + EDR (Enhanced Data Rate) 

• 工作頻率:  2.4~2.48GHz, ISM Band 

• 傳輸距離:  空曠地有效距離 10 公尺 

• 介面: UART 

• 輸入電壓: 3.6V ~ 6V 

• 工作溫度: -20℃ ~ +75℃ 

預設 

Baud rate 9600 

Name HC-0X 

Pairing code 1234 



藍牙  MAC Address格式 
 

XX:XX:XX:XX:XX:XX 
 

同款裝置的前六碼應該都相同 



藍牙模組腳位定義表 

Pin ID 說明 

1 EN Enable / Disable module 

2 VCC 輸入電壓 3.6V ~ 6V 

3 GND Common Ground 

4 TXD UART TXD Output 

5 RXD UART RXD Input 

6 STATE 藍牙狀態指示，用來判斷藍牙是否已連接 



在藍牙連線之前… 

USB to TTL 



AT Command 

• 修改Baud rate, name, password…. 以便教
室管理 

 

• Arduino as an USB to TTL adapter 

• AT指令集 
 

http://coopermaa2nd.blogspot.tw/2012/07/arduino-as-usb-to-ttl-adapter.html
http://coopermaa2nd.blogspot.tw/2012/07/arduino-as-usb-to-ttl-adapter.html
http://byron76.blogspot.tw/2011/09/one-board-several-firmwares.html
http://byron76.blogspot.tw/2011/09/one-board-several-firmwares.html


藍牙接Arduino 

Arduino 藍牙模組 備註 

5V VCC 注意電源不可接錯 

GND GND 注意電源不可接錯 

RXD (pin 0) RXD   

TXD (pin 1) TXD   



測試藍牙連接 

打開 Serial Monitor 
把換行模式改成 "No line ending" 
接著輸入 AT 指令（指令全部大寫） 
然後按下 Send 按鈕或 Enter 鍵 
這時藍牙模組應該會回應 OK 

註：此時需接一條線在Arduino的GND與RESET，讓 
  Arduino停留在TTL mode 



在Serial Monitor中修改藍牙名稱 

• 修改藍牙設備名稱（預設為 linvor) 
指令：AT+NAME<p> 
回應：OKsetname 
其中： 
<p> 為 Parameter，即設備名稱，有效字元 20 個 
範例：將藍牙設備名稱改為 CAVEDU 
指令：AT+NAMECAVEDU 
回應：OKsetname 
• 修改藍牙配對密碼（預設為 1234) 
指令：AT+PIN<p> 
回應：OKsetPIN 
其中： 
 <p> 為 Parameter，即配對密碼，有效字元 4 個 
 範例：將配對密碼改為 5678 
 指令：AT+PIN5678 
 回應：OKsetPIN 



App Inventor 中文學習網 

http://www.appinventor.tw 



App Inventor2 
http://ai2.appinventor.mit.edu/ 



安裝並執行 AI2 模擬器 

• 下載模擬器 http://appinventor.mit.edu/explore/ai2/ 

• setup-emulator.html 

• 打開 aiStarter.exe 

• 首次開啟模擬器時，會要求更新。更新完畢關閉
模擬器。再次由 Connect 選單啟動模擬即可看
到程式畫面。 

 

http://appinventor.mit.edu/explore/ai2/setup-emulator.html
http://appinventor.mit.edu/explore/ai2/setup-emulator.html
http://appinventor.mit.edu/explore/ai2/setup-emulator.html
http://appinventor.mit.edu/explore/ai2/setup-emulator.html
http://appinventor.mit.edu/explore/ai2/setup-emulator.html
http://appinventor.mit.edu/explore/ai2/setup-emulator.html


Google Play 搜尋 MIT AI2 Companion 

 



讓手機可安裝App Inventor程式 

• 需要在手機的設定頁面中完成「未知的來
源」、「USB除錯中」、「允許模擬位置」
等設定 

• 連接 Wifi 或行動網路 





同步到模擬器及手機 

• Connect  Emulator  模擬器 

• Connect  AI Companion  實體裝置 

• Connect  USB 實體裝置，但須安裝驅動程式 

 



EX1：藍牙控制LED亮滅 

註：記得將接在Arduino的GND與RESET中間的線拔掉，解除TTL Mode 



手機程式 

CAVEDU小提醒： 
使用EX1control LED資料夾程式 



BluetoothClient元件 

• 對於App Inventor 來說，一個 
BluetoothClient 就是像 Arduino、樂高機
器人等裝置。 

• 可收、發位元陣列、文字以及1 / 2 / 4 位元
組長度的數值資料。 

• 目前不支援 BLE (藍牙4.0) 



初始化 / 連線 



發送藍牙字元 



ASCII Code 

ASCII（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美國訊息交換標準代
碼）是基於拉丁字母的一套電腦編碼系統。它主要用於顯示現代英語，而其擴展
版本EASCII則可以部分支援其他西歐語言，並等同於國際標準ISO/IEC 646。由於
全球資訊網使得ASCII廣為通用，直到2007年12月，逐漸被Unicode取代。 

常用到的ASCII Code 

圖形 十進制 圖形 十進制 圖形 十進制 

0 48 5 53 a 97 

1 49 6 54 b 98 

2 50 7 55 c 99 

3 51 8 56 A 65 

4 52 9 57 B 66 



EX1  電路圖 
Tx 10 / Rx 11 

腳位對應表 

LED+ 13 

LED- GND 



EX1  初始化與 setup()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Wire.h> 

 

SoftwareSerial I2CBT(10,11); 

//TX, RX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Arduino與電腦 

   

  I2CBT.begin(9600);  

  //Arduino 與 App Inventor 

} 

 

 

• 使用 SoftwareSerial  
函式庫，藍牙發射器
的 Tx / Rx 需接到 
Arduino 的 10, 11。 



EX1  loop() 

void loop() { 

 

  byte cmmd[20];   //藍牙資料放在本陣列
中 

  int insize; 

   

  while(1){ 

       if ((insize=(I2CBT.available()))>0){ 

          Serial.print("input size = ");  

          Serial.println(in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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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al.print(cmmd[i]=char(I2CBT.read()));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  ");  

    }     

 

• 當有收到藍牙資料時，
把 cmmd[] 陣列內容
透過 for 迴圈全部顯示
出來。 



switch 架構 

switch (cmmd[0]) { 

//根據陣列的第一個元素來判斷 

        case 97: //'a"      

 digitalWrite(13,HIGH);            

          break;   

      case 98: //"b" 

 digitalWrite(13,LOW); 

          break; 

    

      } //Switch 

       

  } //while 

 

} 

• 可以自由增加不同的 
case，每次都會根據 
cmmd[0] 來執行多個 
case 的其中一個。 



EX2：藍牙控制LED漸明漸暗 
 

PWM 



初始化 



透過 clock 元件定期送出 Slider 狀態 



中斷藍牙連線 



EX2  setup()與讀值皆與EX1 相同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Wire.h> 

 

SoftwareSerial I2CBT(10,11);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I2CBT.begin(9600);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byte cmmd[20]; 

  int insize; 

  int a=0; 

  while(1){ 

if ((insize=(I2CBT.available()))>0){ 

       Serial.print("input size = ");  

       Serial.println(in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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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al.print(cmmd[i]=char(I2CBT.read()));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  ");  

    } 

     

 



根據收到數值決定LED亮度 

   if(insize==4){   

      a = (cmmd[0]-48)*10; 

      a=a+(cmmd[1]-48); 

    } 

    if(insize==3){ 

      a=(cmmd[0]-48); 

    } 

    Serial.println(a); 

    analogWrite(9,map(a,0,80,0,255)); 

     

  } //while 

 

} 

 

• 根據收到的資料長度來決
定如何組合數值。 

 

 

 

• 顯示收到的數值(Slider) 

• 最後透過 analogWrite  
來控制LED亮度 



Arduino 回傳類比數值給 Android 
 

EX3 



到目前為止，我們使用的傳輸方式仍然符合無線傳
輸的限定範圍，也就是說資料都在0~255之間 

但如果今天有一筆資料是超過這個範圍的要如何進 
行傳輸? 
 



封包的傳送與接收 



封包的傳送與接收 

封包(Packet): 電腦傳輸資料的基本單位，通常一  
個標頭加上一段資料，就可稱為一個封包。 



封包的傳送與接收 

如果我們有一筆1013的資料，
要如何做成封包？ 

 

由於網路上可能會掉封包造
成資料判讀不正確，因此要
加上標頭，代表這是一筆資
料的開始。 

標頭

高位元
資料

建立封包

低位元
資料



把1013 加上”S” 之後分成兩筆送出 

  



自行定義封包如何拆裝： 10^4 

• 10345 

• Data[0] = 10345 / 10000 = 1 

• Data[1] = 10345 % 10000 = 345 

 

• Data[0] * 10000 + Data[1] 

 

• 如何定義沒關係，兩端一致就好，這就是
通訊協定 (protocol)。 



封包的傳送與接收 

收到此陣列資料Data[2]後，
要如何將其解碼並求得值為
多少？ 

解碼

確認起始
封包位元

計算高低
位元

求得座標



封包的傳送與接收 



封包的傳送與接收 

 

 

 

 

 

 

 

                                                      正確!! 



封包的傳送與接收 

 

 

 

 

 

 

 

                                                     錯誤!! 



封包的傳送與接收 

在電腦端，一個位元組的資料是0~255，但是當資
料傳送到Arduino時，它卻會將128~255的資料誤
判為-128~-1。 

1位元組: 0~255 

解碼 

PC: 0~127→Arduino: 0~127 
PC: 128~255→Arduino: -128~-1  



封包的傳送與接收 

接收資料

判別高位元
組資料正負

資料1*256
(256+資料

1)*256

正

負

判別低位元
組資料正負

負

資料2 資料2+256

高低位元組
的資料相加

取得座標



封包解碼與接收 



電路圖 

腳位對應表 

VR A0 



初始化，同 EX1 



定時處理藍牙接收資料 
告訴Arduino 可以送資料了 
 – 握手機制 hand shaking 

組合資料完成 



因此我們就能拿 number 來做很多事情 

• 讓手機發 email 

• 讓手機發出聲音、震動 

• 更換圖片 

• 紀錄資料點等等 

• 請參考 http://www.appinventor.tw/exm  

http://www.appinventor.tw/exm
http://www.appinventor.tw/exm


序列資料就是一個個發出去 

40485667879095100 

掉一個資料也沒感覺…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Wire.h> 

SoftwareSerial I2CBT(10,11); 

byte serialA; 

void setup(){ 

  //define pin modes for tx,rx pin 

  pinMode(10,INPUT); 

  pinMode(11,OUTPUT); 

  Serial.begin(9600); 

  I2CBT.begin(38400); 

} 

///////////////////main/////////////////// 
 
void loop (){ 
    byte Data[2]; 
    byte cmmd[20]; 
    int insize; 
    int i=analogRead(A0); 
    serialA=I2CBT.read(); 
    Data[0]='a'; 
    Data[1]=i/256; 
    Data[2]=i%256; 
     Serial.println(i); 
     if (serialA == 49){ 
         for(int j=0;j<3;j++) 
         I2CBT.write(Data[j]); 
         serialA=0; 
      }  
  delay(100);     
} 
 

封
包
加
標
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