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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與
Arduino入門

本章將介紹 Python 程式語言及開放式電子原型設計平台 Arduino。第一部分將聚
焦於 Python，並與 Python 的安裝與組態程序一併簡略敘述其優勢。其餘部分則
將介紹 Arduino 與 Arduino 的開發環境。
於本章最後，您將為最愛的作業系統分別製作出一套程式設計環境。如果您是初
學者（Python、Arduino 或兩者皆是），建議遵循本章的步驟進行，因為在下一
章我們會假設您已經具備本章描述的基礎能力。若您先前曾有這些平台的操作經
驗，則可以直接跳至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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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與 Arduino 入門

1.1 關於 Python
自從被 Guido van Rossum 於 1991 年引進，Python 已成長為最廣為使用的通用
高階程式語言，並且由最大型之一的開放資源社群所支援。Python 為一擁有許多
函式庫支援的開放式程式語言。這些函式庫為 Python 最大的特點，並使其成為最
靈活的平台。Python 是一種動態的程式語言，捨棄以編譯器編譯與產生可執行位
元碼的方式，而使用直譯器解碼。
Python 背後的哲學是產生靈活、易讀且清楚的程式碼，藉此讓概念傳達更為簡
單。Python 使用空格來縮排，這種獨樹一格的方法使它有別於其他熱門的高階程
式語言。Python 以自動記憶體管理支援功能式、命令式與物件導向的程式編寫。

1.1.1 為何使用 Python ？
Python 被認為是對初次接觸程式設計者最簡單的程式語言之一。與其他熱門程式
語言如 C++ 及 Java 相比，Python 對程式編譯者來說主要有以下幾點優勢：
z

容易閱讀及理解

z

容許快速原型設計與減少開發過程所需時間

z

免費函式庫套件超級多

Python 具備龐大的開放式資源社群，持續致力於改進 Python。此 Python 社群也
負責許多開放式函式庫套件的開發，而這些函式庫套件能用於建立動態網站需要
複雜資料分析等各種應用軟體，包括開發簡易 GUI 應用程式到複雜數學函式的繪
圖的編碼。大多數的 Python 函式庫套件都是以相當有系統的方式來管理這些由熱
心社群負責更新的程式碼。編入最多 Python 套件庫為 PyPI（http://pypi.python.
org）。PyPI 也提供簡易的方式在您的作業系統上安裝各種套件，這部分將於之後
的章節介紹。
使用硬體平台時，在此硬體與用來開發的電腦之間必須利用某些手段進行通訊。
在常見的電腦與硬體通訊方式中，使用序列埠的通訊手段最為熱門，也的確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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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與 Arduino 入門

讓我們以一個簡單的內建範例開始。請由 Files │ Examples │ 01.Basics │ Blink
開啟 Blink 範例，IDE 會開啟一個新視窗，內含與以下相似的程式碼：
/*

Blink
點亮 LED 1 秒鐘之後熄滅 1 秒鐘，不斷重複
本範例程式可公開使用

*/
// 大部分 Arduino 開發板的 13 號腳位都連接了一顆 LED
// 宣告變數名稱：
int led = 13;
// setup 函式在按下 reset 鈕時會執行一次：
void setup() {
// 將指定數位腳位初始化為輸出
pinMode(led, OUTPUT);
}
// loop 函式會不斷執行，永不停止：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 LOW);
delay(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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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亮 LED（HIGH 是指電壓的高電位）
// 等候 1 秒鐘
// 設定電壓為低電位來熄滅 LED
// 等候 1 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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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專案─動作觸發 LED

▌硬體原型設計
是時候收集好先前提過的硬體零件、並開始建造此系統了。下圖為本專案使用
Fritzing 製作的電路圖。如果您有組裝電路的經驗，請繼續進行並依照圖片接好所
有零件：

如果這是您第一次使用感測器與麵包板，請依照下列步驟完成電路：
1. 由 Arduino 接到麵包板的 VCC（+5V）並接地。
2. 將紅色 LED 燈的正極（長腳）接到 Arduino 開發板的數位腳位 12，陰極（短
腳）則以 220 歐姆電阻接地。
3. 將綠色 LED 燈的正極（長腳）接到 Arduino 開發板的數位腳位 13，陰極（短
腳）則以 220 歐姆電阻接地。
4. 將 PIR 感測器的 VDD 接到麵包板上的 VCC。使用同一顏色的電線表示同一類
別的接線，將大大有助於排解電路的問題。
5. 將 PIR 感測器的訊號（中央的腳位）以 10k 歐姆上拉電阻接到 Arduino 數位腳
位 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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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PythonArduino原型設計

第一個專案完成啦！您成功讓 Python-Arduino 開始互動了。我們也讓多種硬體零
件產生互動，即經由數位腳位以 Arduino 使動作感測器與 LED 產生互動。在此專
案中，在利用簡易 Python 方法幫助您自己建立 Arduino 開發板與 Python 程式的
連接時，學到的不只有關於 Firmata 通訊協定的知識。在製作複雜專案時，您會用
到比基礎更深入一點的方法，才能實作這些專案所需的各種功能以及相關的電子
元件。本章將介紹關於互動的綜合經驗，好讓您從下一章開始便具備排除各種疑
難雜症的能力。我們已經介紹過 Python-Arduino 以及 Arduino 對元件這兩種不同
的互動通訊協定了，本章也包含為這些通訊協定準備的實際範例，包括適當的程
式碼與電路表。本章涵蓋以下主題：
z

介紹原型設計

z

詳述各種 pyFirmata 方法，藉此把各種 Arduino 功能帶入 Python

z

介紹各種 Python-Arduino 互動範例，將 Firmata 用於各種基礎電子元件，
例如電位計、蜂鳴器、直流馬達與伺服馬達。

z

介紹 I2C 元件之內部整合電路（inter-integrated circuit，I2C）通訊協定與
原型設計範例，如溫度感測器（TMP102）及光感測器（BH1750）。

• 4.2 使用 pyFirmata 方法 •

服機轉軸角度。PWM 與 SERVO 模式會在本章後段以詳細的範例來解釋。如果您
使用其中任一模組，請由 pyFiemata 函式庫來匯入它們的合適類別。由 pyFirmata
套件包輸入類別後，便能以下列程式碼存取腳位合適的模組：
board.digital[3].mode = PWM

board.digital[10].mode = SERVO

Note 
在 電 子 學 領 域 中，PWM 為 一 種 訊 號 調 變 技 術， 大 量 用 於 提 供 零 件 電 力 控
制。與數位腳位配合後，PWM 技術便以方波及控制訊號寬度取得類比結果。
如我們所知，Arduino 開發板的數位腳位只能有兩種狀態 5V（HIGH）和 0V
（LOW），但可以藉由控制 HIGH 與 LOW 之間的開關規則來產生方波脈衝。
藉由改變這些脈衝的寬度，您可以產生任何介於 0V 及 5V 的電壓值。由下圖
可見，有一個方波為 25% 的工作週期寬度。意味著我們正為這個工作週期產
生 0.25*5V=1.25V 的電壓：

工作週期

工作週期

Arduino 語言使用 analogWite() 功能支援 PWM，能把位於 0V 至 5V 範圍的
電壓值線性對應到 0 與 255。舉例來說，50% 工作週期（以 2.5V 來模擬）
轉換至值 127，能以 analogWrite(13,127) 記入 Arduino 程式碼中。在此，數
字 13 代表 Arduino Uno 開發板上支援 PWM 的數位腳位。同樣的，20% 的
工作週期 (1V) 會轉換為 analogWrite(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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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使用 Firmata 的原型設計樣板 •

4.3.5 伺服馬達―將馬達轉動至特定角度
伺服馬達是個用途廣泛的電子元件，常用於相機的水平 / 垂直操控、機器手臂、
移動式機器人的動作等需要精密控制馬達轉軸的情況。這種對於馬達轉軸的精密
操控多虧了位置感測編碼器才得以實現，它是伺服馬達總成中的一個零件。一
個標準的伺服馬達能在 0 至 180 度之間控制轉軸角度。pyFirmata 函式庫提供的
SERVO 模式可執行於任一數位腳位上，此原型設計範例提供了關於讓伺服馬達與
Python 互動的程式樣板及指南。

▌接上線路
一般來說，伺服馬達有紅、黑、黃三條電線，分別對應電源、接地、Arduino 開
發板訊號的電線。請將伺服馬達的電源與接地線連接至 5V 與 Arduino 開發板的接
地端。如下圖所示，請將黃色的訊號線連接至腳位 13：

如果要改用其他數位腳位的話，請在下一段確認您已更改了 Python 程式中的腳位
編號。接好電線之後，就讓我們來看看 Python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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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Python GUI

本範例的 Python 檔叫做 workingWithLabels.py，一樣位於程式碼資料夾中。請先
執行程式來理解它到底能幹嘛。定義 port 變數時，請確認輸入的字串符合當下的
Arduino 開發板。成功執行的話，程式的畫面會類似下圖，您可點選 Start 按鈕來
持續更新電位計的輸入值：

所以，到底是怎麼做到的？這個程式碼的邏輯相當複雜，程式也與先前做過的不
同。如您所見，我們使用名為 flag 的變數在執行監測與上傳 while 迴圈值時追蹤
Exit 鈕的狀態。為了更加瞭解程式，首先要熟悉下列新的 Tkinter 類別與方法：


BooleanVar()：與用來追蹤常數的 IntVar() 變數類別相同，BooleanVar() 是一
種用來追蹤 Boolean 值變化的 Tkinter 變數類別：
flag = Tkinter.BooleanVar(top)
flag.se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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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以 CSV 檔案儲存 Arduino 資料 •

6.3 以 CSV 檔案儲存 Arduino 資料
在前面的內容中，您已經學到一些將資料儲存於 CSV 檔案的方法。雖說檔案需要
的資料已經透過程式碼完成初始化，但相同的程式碼也可以在修改之後用於儲存
Arduino 的輸入資料。
在開始儲存 Arduino 資料之前，先要建立一個能產出這些數值的電路。我們在第
三章使用過動作感測器，並在第四章使用過電位計。後續將使用這兩個感測器分
別提供數位與類比輸入值。為了開發此範例所需的電路，請連接電位計至類比腳
位 A0，而 PIR 動作感測器則接到數位腳位 11，如下圖所示：

請照上面的 Fritizing 接線圖來連接其餘 Arduino 腳位，例如 5V 及接地。由於我
們將使用 pyFirmata 讓 Python 與 Arduino 開發板進行互動，您會需要使用第三章
裡描述的方法將 StandardFrimata 草稿碼上傳至 Arduino 開發板。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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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網路介紹

瀏覽器
感測器
濕度感測器

乙太網路
中介程式

動態感測器

網路

網路

在本範例中，我們會將濕度感測器與動態感測器資訊分別貼上 Arduino/humidity
和 Arduino/motion 主題標籤。以 Arduino 為基礎的 MQTT 發布者和以 Python 為
基礎的 MQTT 訂閱者如果想要透過 Mosquitto 中介程式傳送資訊，便會使用這
些主題名稱。在開始在 Arduino 執行 MQTT 用戶之前，讓我們先在電腦中開啟
Mosquitto 中介程式吧！

▌Arduino 作為 MQTT 用戶
Arduino MQTT 用 戶 的 目 標， 是 定 期 發 布 濕 度 與 動 態 資 料 給 電 腦 中 執 行 的
Mosquitto 中介程式。請進入 Exercise 4 - MQTT gateway 資料夾，並開啟 Step1_
Arduino.ino 草稿碼。和其他範例一樣，您需要先修改 MAC 位址與伺服器位址，
接著為 Arduino 用戶端指定一個 IP 位址。完成這些修改之後，便可以看見我們在
setup( ) 函式中發布一次性的連接訊息到 Mosquitto 中介程式來檢查連線。若您的
Mosquitto 連線不時出現問題，可以定期執行類似的函式作為解決方案：
if (client.connect("Arduino")) {

client.publish("Arduino/connection","Connected.");
}

在 loop() 函式中，我們每五秒鐘執行一次 publishData() 函式，它包含發布感測器
資訊所需的程式碼。client.loop() 方法也能維持 Mosquitto 連線正常運作，並且避
免來自 Mosquitto 中介程式的連線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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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與物聯網

雲端平台

電腦

乙太網路

路由器

智慧型手機

乙太網路
路由器

物聯網的架構範例

身為最老牌也是最常用的 IoT 平台，Xively 對於初學者來說有大量的線上社群資
源來協助他們。這也是我們在後續練習中選用 Xively 作為平台的主因之一。近
來，Xively 在建立免費開發者帳號上的做法有些調整，使用者需要申請這個免費
帳號的權限，而非像以往一樣自由取得。如果您想要使用除了 Xively 之外的平
台，我們在本段最後會簡單介紹幾個類似的平台。

9.2.1 Xively – 用於 IoT 的雲端平台
Xively 算 是 非 常 早 期 的 IoT 專 屬 雲 端 平 台 之 一， 以 Pachube 之 名 創 辦 於 2007
年。以往叫做 Cosm，也經歷過幾次改名，但現在的名稱就是 Xively。Xively 提供
一個具備各種工具與服務的 IoT 雲端平台，您可藉此開發各種聯網裝置、產品與
整體解決方案。如其原廠網站所說，Xively 是特別針對 IoT 應用而誕生的公開雲
服務。

▌設定 Xively 帳號
現在要建立新的 Xively 平台使用者帳號了。請根據以下步驟來建立帳號：
1. 請在網路瀏覽器中開啟此連結來進行登錄：https://xively.com/sig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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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階段二：處理推文的 Python 程式碼 •

下圖為運算單元的詳細程式流程：
開始

解析推文
在下一次解析
前待機
是否有新
的推特 iD?

否

是
更新推特 ID

否

是否含有檢查
狀態的關鍵字 ?

否

是否含有切
換電源的關
鍵字 ?
是

是
發布詢問狀
態的訊息

發布開關電源
的訊息

接收狀態訊息

結束

發布狀態推文

結束

在 Python 層，您可以改變程式流程以加入其他想要的功能。辨識和切換電器的邏
輯可自由應用在更複雜的推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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