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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Edison 是你的新機器人朋友， 他將以有趣的、動手做的方式教你電子元件、程式設計和機

器人技術。 

Edison 配備了所有所需的感應器、輸出和馬達， 為你介紹機器人技術的神奇世界。 

很好， 但什麼是機器人？ 好吧， 好吧，這不

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Edison 的創作者布

蘭頓·奧布萊恩說那就是 "機器人是一台能夠自

主行為的機器。”這意味著機器人用特定方

式”思考”。機器人可以自行做出決定並根據

這些決定採取行動。其他許多人對機器人都有

不同的定義， 但我們喜歡這個， 因為它很

好，簡單和適合你的學習。 

沒有電子元件， 機器人是不可能產生的。你的愛迪生機器人有自己的電子元件， 你可以通

過透明的上蓋看到。上面有電阻， 電容器， 電晶體， 馬達和其他元件。他最重要的電子部

件是愛迪生的微控制器。 

 

微控制器就像愛迪生的大腦。這就是機器人所有 '思考' 發

生的地方。愛迪生的微控制器與電腦內的處理器晶片非常

相似， 只有小很多。就像電腦中的處理器晶片一樣， 愛

迪生的微控制器包含程式。這些程式是讓愛迪生' 思考 ' 

和做決定的東西。 

 

這是愛迪生機器人 

愛迪生的微控制器 

http://meete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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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迪生配備了預裝的程式，被啟動通過駕駛機器人在特殊的條碼。下面是一個示範條碼， 

用於啟動愛迪生的軌跡移動程式。 

準備開始 

 

讓愛迪生準備好! 

 

 

首先， 打開電池盒並卸下 EdComm 傳

輸線。接下來，放入 4 個 "AAA"電池。

請參考圖像， 並確保電池方向正確。將

電池蓋蓋回去。 

 

 

 

 

 

確保電池的使用方式正確 

啟動愛迪生的軌跡移動程式的條碼 

http://meete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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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將電源開關滑動到"開"位置， f

啟動愛迪生。愛迪生會發出聲音， 

當機器人通電時， 機器人的紅色 

led 燈就會開始閃爍。 

 

愛迪生準備好了! 

 

 

 

  

將開關推向 "開" 符號 

http://meete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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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愛迪生 

若要使用你的愛迪生，你需要知道機器人的感應器在哪裡以及 三個按鈕的功能。請看下面

的圖片。在觀看後面的章節時你可能需要再回來看這個部分。 

 

看看愛迪生底部。這是愛迪生的電源開關

和線條感應器都位於底部。  

 

愛迪生還有一部分: EdComm 傳輸線。

EdComm 傳輸線用於將程式下載到 愛迪

生。它連接到你的電腦或平板電腦上的耳

機插座。 

 

 

 

蜂鳴器/拍手感應器 
"錄製 (圓形)" 按鈕 

"停止 (正方形)" 按鈕 

"執行 (三角形)" 按鈕 

左光感應器 
左紅外光 LED 

左紅色指示燈 

右光感應器 
右紅外光 LED 

這是愛迪生機器人的頂部 

右紅色指示燈 

播放(三角形)按鈕 – 按一下啟動程式 

停止(正方形) 按鈕 – 按一下停止程式 

記錄(圓形)按鈕 – 按一下 = 從程式設計 app 下載程式 

按三下 = 讀取條碼 

線條感應器 
電源開關 

這是愛迪生機器人的底部 

EdComm 傳輸線 

你不需要 EdComm 傳輸線來使用條碼, 但要收

藏好! 當你將 Edison 與程式設計 app 一起使用

時, 你將需要此程式設計電纜。 

http://meete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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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之旅 1 – 拍手控制 

愛迪生配備了一個聲音感應器， 可以感應到響亮的聲音， 如鼓掌。 

此條碼啟動愛迪生的"拍手控制駕駛" 程式。程式"聽"一個響亮的聲音，就像拍手一樣。當愛

迪生感應到一個響亮的聲音時， 機器人就會向右轉。如果機器人偵測到兩次拍手， 它將向

前行駛， 然後停止。 

 

讀取條碼 

1. 將愛迪生放在右側箭頭上方， 面對條碼 

2. 按下記錄 (圓形) 按鈕 3 次 

3. 等待愛迪生向前行駛 ， 並掃描條碼 

  

 

  

 

 

該怎麼做 

要運行該程式， 將愛迪生在一個平面上， 並

按下執行 (三角形) 按鈕。 

現在，用你的手靠近愛迪生， 拍拍你的手一

次，機器人會右轉。現在拍拍你的手兩次。

愛迪生將向前行駛約 30 公分。 

接下來， 嘗試用手指點擊愛迪生， 首先點擊

一次， 然後點擊兩次。 

條碼-拍打控制駕駛 

http://meete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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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應用 

聲音感應器就像愛迪生中的感應器一樣， 被用於現代汽車中， 以偵測引擎何時觸發每個氣

缸。這些資訊被輸入到汽車的電腦上， 以確保點火發生在正確的時間。如果引擎點火太

晚，可能會對引擎造成損壞。確保在正確的時間進行點火， 還可確保最經濟的油耗。 

 

冒險之旅 2 – 避開障礙物 

愛迪生可以”看”到紅外光不可見光，並且用它來偵測障礙物。 

此條碼啟動愛迪生的"避開障礙" 程式。這個程式控制愛迪生前進。然後， 當偵測到障礙物

時， 機器人轉彎避開障礙物，然後愛迪生將繼續向前移動。 

讀取條碼 

1. 將愛迪生放在右側箭頭上方， 面對條碼 

2. 按下記錄 (圓形) 按鈕 3 次 

3. 等待愛迪生向前行駛並掃描條碼 

  

 

  

 

  

 

條碼–避開障礙 

http://meete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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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做 

組裝一些物體是愛迪生要避免的障礙。障礙必

須至少與愛迪生相同的高度 (3.5 公分)和不透

明， 但不要太暗 (不是黑色)。 

要運行該程式， 請按執行 (三角形) 按鈕。愛

迪生接近一個障礙物，然後轉身離開， 以避

免與之碰撞。 

接下來， 為什麼不建一個迷宮， 看看愛迪生能不能逃離它呢？ 

實際應用 

愛迪生的障礙物偵測系統使用紅外 (或 "IR") 光， 這是看不見的，因為它的波長比人眼所能

看到的要長。我們的遙控器使用同樣的紅外光告訴電視要改變頻道! 

愛迪生 從兩個發光二極體 (Led) 中發射紅外光， 一個在左側， 一個在右側。在兩個 Led 之

間是紅外光感應器。感應器偵測障礙物反射的紅外光。如果紅外光從左指示燈反射，則障礙

物位於左側。如果紅外光從右 led 反射， 則障礙物位於右側。 

愛迪生偵測異常嗎？當物體還在很遠的時候，機器人不是撞到了障礙或是轉彎了？翻到第 1 9 頁， 瞭解如何校

準障礙物偵測系統。 

冒險之旅 3 – 追蹤光源 

愛迪生喜歡光! 當你運行這個程式， 機器人將向最明亮的光源駛去...即使這意味著從桌子上

摔下來。小心， 愛迪生! 

此條碼啟動愛迪生的"追蹤光源"計畫。該程式使用愛迪生的光感應器和馬達， 使機器人跟隨

它能偵測到的最明亮的光源。 

讀取條碼 

1. 將愛迪生放在右側箭頭上方， 面對條碼 

2. 按下記錄 (圓形) 按鈕 3 次 

http://meete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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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等待愛迪生向前行駛並掃描條碼 

  

 

  

 

 

 

該怎麼做 

你將需要一個手電筒筒和一個平坦的表面遠

離任何其他真正明亮的光源， 如陽光。 

要運行該程式， 按下執行 (三角形) 按鈕， 

並將你的光源對準愛迪生。一旦機器人 "看

到" 明亮的光源， 就會向它駛去。 

你可以控制愛迪生是如何跟著光源移動的。

這種行為讓你想起什麼了嗎？ 

實際應用 

這是愛迪生最有趣的節目之一， 因為它模仿了我們在一些飛蟲身上看到的行為。你見過在

炎熱的夏夜， 飛蛾在明亮的燈光下蜂擁而至嗎？這種行為被稱為 "趨光" ，也存在于生長向

太陽生長的植物中。 

這個程式也很有趣， 因為愛迪生的行為是自主的。這意味著愛迪生正在 ' 思考 ' 和回應變化

對環境的影響沒有任何説明。愛迪生的自主行為能力是否意味著愛迪生是還活著嗎？ 

條碼–追蹤光源 

http://meete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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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之旅 4 – 沿著線條跑 

沿著線條跑是一項非常受歡迎的機器人程式， 因為觀看機器人繞行和繞著軌道轉是很有趣

的。它是如何工作的？是魔法嗎？是磁性的嗎？ 

此條碼啟動愛迪生的"線路跟蹤"程式。該程式使用愛迪生的線路跟蹤感應器和馬達跟著黑線

的邊緣。 

讀取條碼 

1. 將愛迪生放在右側箭頭上方， 面對條碼 

2. 按下記錄 (圓形) 按鈕 3 次 

3. 等待愛迪生向前行駛並掃描條碼 

  

 

  

 

 

 

該怎麼做 

你首先需要的是一條線。你可以在下一頁上

列印小軌道， 列印大型 A1 (84 公分 x 59 公

分) Edmat 從 meetedison.com/edmate/  

或是在白色桌子上使用黑色膠帶製作自己的

線 (線路必須為 1.5 公分寬)。 

要運行該程式， 請將愛迪生放在你的線路的

一側。確保線路跟蹤感應器是在白色部分上的，不要將感應器直接放置線上。然後，按執行 

(三角形) 按鈕， 看愛迪生找到並按照這條線進行。 

條碼 – 線路跟蹤 

http://meete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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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應用 

愛迪生的線路跟蹤感應器由兩部分組成: 紅色 LED 燈和光感應器。紅色的 LED 在機器人下面

發光。然後， 光感應器測量反射回的光量。如果表面是白色的， 它反射大量的光線，光感

應器得到高光讀數。如果表面是黑色的， 它不會反射太多光線，光線感應器會獲得較低的

光讀數。 

當愛迪生運行"線路跟蹤"程式時， 機器人處於持續的不穩定狀態。當愛迪生離開線條時， 

它會右轉回到線條。但是，當愛迪生回到線條，它又左轉離開線條。結果是愛迪生'搖搖晃

晃的'線上的邊緣。 

http://meete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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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之旅 5 – 範圍內移動 

聽說過恐懼症嗎？好吧， 這是對穿越馬路的恐懼，我們要把它的一個版本給愛迪生!邪惡的

笑聲...哇哈哈!!! 

此條碼啟動愛迪生的"在範圍內移動"程式。該程式使用愛迪生的線路跟蹤感應器和馬達阻止

機器人越過黑線。 

 

讀取條碼 

1. 將愛迪生放在右側箭頭上方， 面對條碼 

2. 按下記錄 (圓形) 按鈕 3 次 

3. 等待愛迪生向前行駛並掃描條碼 

  

 

  

 

 

 

該怎麼做 

你首先需要的是一個有深色邊框的形狀。你可以

列印最後一頁上的小軌道， 列印大型 A1 (84 公

分 x 59 公分) Edmat 從 

meetedison.com/edmate/ 或是在白色桌子上

使用黑色膠帶製作自己的形狀 (線條必須是 1.5 

公分)。 

條碼–在範圍內移動 

http://meete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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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運行該程式， 請將愛迪生置於線條範圍邊界內。確保線路跟蹤感應器是白色的。不要將

感應器直接放置線路上。然後， 按執行 (三角形) 按鈕。 愛迪生將向前行駛， 直到線路跟蹤

感應器偵測到線路， 然後向後倒車， 轉彎， 繼續行駛。   

實際應用 

"線路跟蹤" 和"在範圍內移動" 的程式很有趣， 但也有

其他重要的用途。使用機器人移動物品的倉庫使用地

面上的線條或標記引導機器人到達目的地，亞馬遜倉

庫裡的機器人就使用地板上的條碼標記來導航 

冒險之旅 6 – 大相撲 

帶來機器人戰爭! 

此條碼啟動愛迪生的"大相撲" 節目。該程式彙集了"在範圍內移動"程式， 以保持機器人在

邊界內另外加上偵測障礙物功能， 以定位和攻擊對手。 

 

讀取條碼 

1. 將愛迪生放在右側箭頭上方， 面對條碼 

2. 按下記錄 (圓形) 按鈕 3 次 

3. 等待愛迪生向前行駛並掃描條碼 

  

 

  

 

 
條碼 – 大相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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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做 

列印大型 A1 (84 公分 x 59 公分) Edmat 從 

meetedison.com/edmate/ 或創建自己的相撲

圈，使用黑色膠帶在白色表面。相撲圈應該是至

少是直徑 40 公分。  

將至少兩個愛迪生機器人放入圈內， 同時按兩個

機器人播放。 

每個愛迪生都會慢慢向前，呆在圈內"尋找" 對手。如果機器人探測到對手， 愛迪生將全速

向前衝鋒， 直到它探測到相撲圈的邊緣。機器人然後迴轉帶回勝利並繼續尋找另一個對

手。 

然而， 戰鬥並不總是按計劃進行。這裡有這麼多的變數， 比如對手的角度， 離邊線的距

離，只是簡單的壞運氣! 繼續打好仗， 愛迪生! 

 

冒險之旅 7 – 使用遙控器控制 

所以你真的想控制你的愛迪生!？這是你的機會像控制汽車一樣控制愛迪生和你可以用你的

電視遙控器! 

這些條碼允許 愛迪生 從你的電視或 DVD 遙控器中學習命令。 

 

讀取條碼 

1. 將愛迪生放在右側箭頭上方， 面對條碼 

2. 按下記錄 (圓形) 按鈕 3 次 

3. 等待愛迪生向前行駛並掃描條碼 

4. 按下你想要與條碼操作相匹配的 TV/DVD遙控器上的按鈕 

http://meete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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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 – IR 學習前進 

條碼 – IR 學習後退 

條碼 – IR 學習左迴轉 

條碼 – IR 學習右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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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 – IR 學習左轉 

條碼 – IR 學習右轉 

條碼 – IR 學習播放蜂鳴聲 

條碼 – IR 學習播放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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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做 

教愛迪生每一個條碼一個接一個。使用遙控器上的按鈕 ， 這些按鈕

與 愛迪生 將執行的操作保持一致。例如， 使用"向上" 箭頭(如 "向上

音量") 表示"向前推進"。你可以隨時變更按鍵，可以找出最適合你的

按鍵。 

現在去開車! 

愛迪生 相容約 75% 的電視和 DVD 遙控器。如果你的一個遙控器沒

有成功，試試另一個。如果你遙控器都沒辦法配對，那麼你可以購買

一個便宜的 ' 萬用遙控器 '， 並將其設置為索尼 DVD 遙控器，這與愛

迪生相容性相當高。 

調校障礙物偵測 

你可以調節愛迪生障礙偵測系統的靈敏度。通過使障礙物偵測系統更加敏感， 愛迪生可以

在更遠的地方偵測障礙物。通過降低系統的靈敏度， 愛迪生只會偵測到非常接近的障礙。

按照此表格上的說明調整愛迪生的障礙物偵測系統。 

讀取條碼 

1. 將愛迪生放在右側箭頭上方， 面對條碼 

2. 按下記錄 (圓形) 按鈕 3 次 

3. 等待愛迪生向前行駛並掃描條碼 

  

 

  

 

 

  

條碼–調校障礙物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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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最大靈敏度 

掃描條碼後， 將愛迪生放在桌子或桌子上， 並消除愛迪生面前的任何障礙。然後按執行 (三

角形) 按鈕。愛迪生現在處於校準模式。 

首先校準左靈敏度。 

1. 重複按下執行 (三角形) 按鈕， 這增加了靈敏度， 直到左側的紅色 LED 閃爍。 

2. 重複按下記錄 (圓形) 按鈕， 這會降低靈敏度， 直到 LED 完全停止閃爍。 

3. 按下停止 (正方形) 按鈕切換到右側進行校準。 

4. 重複按下執行 (三角形) 按鈕， 直到右紅色 LED 閃爍。 

5. 重複按下記錄 (圓形) 按鈕， 直到指示燈完全停止閃爍。 

6. 按下停止按鈕以完成校準。 

 

自訂靈敏度 

可以設置偵測到障礙物的距離。要做到這一點， 掃描 "校準障礙偵測" 條碼， 將障礙物放置

在愛迪生前面的距離， 你想愛迪生偵測障礙， 按下播放按鈕， 然後重複步驟 1 到 6 設置靈

敏度。 

 

下一步是什麼？ 

現在， 你已經瞭解了愛迪生的所有能力、感應器和控制項，你已準備好開始程式設計了!轉

到 www.meetedison.com 查看不同的編碼語言， 你可以使用你的愛迪生機器人。 

Edblock 

Edblock 是愛迪生機器人的一種拖放、完全

圖形化的程式設計語言。Edblock 是程式設

計的完美介紹， 也是開始編碼之旅的有趣方

式。 

http://meetedi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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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cratch 

EdScratch 是直式方塊的程式設計語言， 可用

於基於 Scratch 的愛迪生機器人。EdScratch 

可輕鬆的拖放程式方塊並具強大的功能和靈活

性。 

 

 

EdPy 

EdPy 是愛迪生機器人的一種類似于 python

文字敘述程式設計語言。EdPy 讓你在學習基

於文字敘述的程式設計的同時， 可以解鎖愛

迪生更多的能力。 

 

別忘了！ 
你也可以下載彩色或黑白的免費 EdMat 活動

墊。 Edmat 的尺寸為 A1 (59 公分 x84 公分), 只

需支付少量費用即可在當地的印刷廠進行列印。 

下載: meeteddison.com/edmate/ 

http://meetedison.com/
https://meetedison.com/edm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