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机器人培训 | 第1课：机器人载具 1 

虚拟机器人培训 
 

 

 

 

 

 

第1课：机器人载具 
 

 

 

 

 

 

 

 

 

 

 

 

 

 

 

 

 

 

 

 

 

 

 

 

 

 

 

学生指南 



 

 
 

目录 

03 
目标 | 开始入门 

 

04 
第1课——机器人载具 

 

04 
代码关联 

 

05 
开始授课 

 

05 
实践练习 

 

20 
资源 

 

20 
扩展活动 

 

21 
评价 



虚拟机器人培训 | 第1课：机器人载具 3  

虚拟机器人培训 
第1课：机器人载具 

 

 

 

 

 

 

 

 

 

 

 

 

 

 

 

 

 

 

 

 

 

 

 
 
目标 

 
本虚幻学习包课程旨在让学生使用坦克运动编写在线机器人代码，以最高效的代码选择达到特定目标。学

生将学习机器人工程设计的入门原则，学习焦点为编写机器人的移动代码，并与计算机科学概念进行关联。 
 

开始入门 

入门指南 

如果你还是初次安装和使用虚幻引擎，请在继续本次学习活动之前先完成入门指南。该指南包含了安装虚

幻学习包项目文件的指示，能帮助你完成本次学习活动。 
 

你可以在此处获取入门指南！ 

https://cdn2.unrealengine.com/getting-started-in-unreal-engine-hour-of-code-3c02e8672de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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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入门续 

课程内容 

我们建议学生按顺序学习课程，以便充分理解虚幻学习包，了解如何在虚幻引擎环境中支持机器人创建和

马达/传感器编写。 
 

虚幻学习包通过应用物理学探索了机器人工程设计的概念，使学生能够立即获得代码反馈，并传授他们所

需了解的原则/代码语言知识，以便应用于未来接触的其他物理机器人系统中。 
 

活动1——机器人载具 

简介 

在本活动中，你将学习使用坦克运动，为一个双轮机器人编写代码，使其能够导航至特定位置。你上次打

扫房间是什么时候？你希望让扫地机器人来帮忙打扫上周掉下的零食吗？如何让机器人避开你的猫和耳机

呢？ 

如今的扫地机器人已经将复杂的指令简化为自动化的移动和行为，从而快速高效地完成清洁。工程师和程

序员该如何确定必要的移动和代码呢？ 

活动概况 

在本活动中，你将学习使用坦克运动，为一个双轮机器人编写代码，通过最少的命令，使其能够导航至特

定位置。本活动中的虚拟机器人与大部分家庭中使用的扫地机器人类似，可以前后移动、左右转向和原地

旋转，并且采用了不会翻倒的设计。我们将探索设计精良的机器人的工程设计和物理原则，包括重量、轮

子的位置，以及机器人为保障效果稳定所使用的滚球。 
 

为了给机器人编写程序以完成任务，就必须先理解并传达输出操作。这种沟通需要使用特定的、学生和机

器人设备都能理解的软件语言来实现。我们将使用在虚幻学习包中基于节点的蓝图编码，从而控制机器人

的移动。 
 

我们会构建项目命令，测试机器人，随后回到代码中对未能完成既定目标的操作进行修改。我们会在虚拟

机器人上执行代码，直到最终实现目标。 
 
代码关联 

第一个活动会帮助学生熟悉虚幻引擎中的导航和内容构建。虚幻引擎是一个游戏开发平台，构建了《堡垒

之夜》、《火箭联盟》等热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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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授课 

机器人移动 

为了命令机器人前往目标位置，你需要依次学习以

下技能： 

1. 学习虚幻引擎机器人环境的导航和术语 

2. 探索机器人设计，了解如何为了特定优势而

进行构建 

3. 学习机器人坦克移动概念、马达功能和代码

命令 

4. 观察作品的结果，记录试验、成功和挑战 

5. 回顾学习成果，充分理解课程的概念 
 

在活动1中，我们首先会控制马达，使车轮能够转

向，从而使虚拟机器人能够移动。当前机器人模型

包含了两个马达，我们将其分别称为马达A和马达

B。 
 

 
图1-1 

实践练习 

练习1：平衡与设计 

由于机器人通常是一个在环境中开展行动的实体对

象，其设计方式会对运作效果产生影响。我们首先

会查看设计精良的机器人的重要组件。双轮机器人

会以滚球作为第三地面接触点，我们的所有活动都

会以这类机器人为焦点。在本模型中，为了便于用

户学习，机器人顶部的箭头指向了机器人前方。 

 

我们来看看这些模型的实际效果。请在试播动画时

注意机器人的平衡： 

• 在内容浏览器中，找到内容-

>LearningKit_Robots->Maps_Robots文

件夹并选择“L1”。 

• 在内容浏览器中双击打开“Map_1-

1_BalanceAndDesignA”关卡。 

• 使用导航快捷键在视口中移动。 

 

图1-2 

 

马达负责驱动左右两侧的车轮。要向前方移动，两

个车轮都必须朝同一个方向，以相同的速度转动相

同的时间。马达的设置能够控制这些行动的方向、

速度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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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1：轮子距离机器人身体太近 设计2：轮子放置得太过狭窄 

 

图1-3 图1-6 

如果轮子离机器人的框架太近，它们就无法自由旋

转，机器人也将无法移动。在设计机器人时，一定

要确保轮子不会触碰到载具的本体。 

实际效果 

• 在视口中点击 

• 按下1键，将摄像机移动到第一个演示位置。 

• 按下工具栏中的运行按钮。 

 

图1-4 

 

• 观察演示，反思因果。 

• 按下工具栏中的停止按钮（或者ESC键）。 

 

图1-5 

当轮子放置得过于靠近时，机器人很有可能会倒向

一侧。 
 
实际效果 

• 在视口中点击 

• 按下2键，移动到第二个演示位置 

• 点击运行 

• 观察演示，反思因果。 

• 注意载具如何轻易地倒向一侧。 

• 注意轮子是否太过狭窄。 

• 解决方案：确保轮子的间距足够宽，以免载具

轻易侧翻 

• 按下停止（或ESC键） 

设计3：轮子距离滚球太近 

 

 

 

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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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机器人的身体高于车轮，并且轮子距离机器人前方过近，它就会朝前后方向翻倒。 
 
实际效果 

• 在视口中点击 

• 按下3键，移动到第三个演示位置 

• 点击运行 

• 观察演示，反思因果。 

• 注意载具又高又瘦 

• 注意轮子和滚球距离较近 

• 注意载具会轻易地朝前后方向翻倒。 
 

在设计机器人时，一定要增大轮子的（左右）间距，将轮子和滚球（前后）分离，使它变得更为稳定，难

以倾覆。 

• 按下停止 
 

本次练习的收获总结： 

平衡的设计应该让车轮距离框架较近，但不触及框架。 
 

车轮应留有足够的（左右）间距，以免机器人轻易侧翻。 
 

车轮和滚球应当（前后）分离，以免机器人轻易前后翻倒。 
 

机器人的躯体应该是平的（不应过高），轮子和滚球应该构成三角形，可以将它当做三轮车的三个触地点，

这种车就连小孩都能安全骑行。 
 
练习2：移动时的摩擦力/牵引力 

躯体的重量将轮子向下压迫，使其与地面接触 

 
图1-8 

载具的重量将滚球压向地面，使轮子难以移动载具 轮子靠在表面上，可以在不移动载具的情况下轻松旋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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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机器人时，如果牵引力至关重要，驱动轮就应当更靠近躯体/质量，帮助轮子更好地接触地面/表面。 

• 在内容浏览器面板中，打开Map_1-2_FrictionTraction 

观察这两个试图爬坡的载具，根据上述信息，哪个载具在爬坡时的牵引力更好？ 

示例1 

• 在视口中点击 

• 按下1键，移动到第一个演示位置 

• 点击运行 

• 观察演示，反思因果。 

 

图1-9 

 

• 注意左侧载具的轮子靠近躯体，右侧载具的轮子远离躯体 

• 注意右侧载具无法爬坡，因为它的牵引力不足，导致轮子打滑。（可以类比为，垂直手握铅笔画线

和水平手握铅笔画线。哪种握笔方法更容易画出深色线条呢？） 

• 注意左侧载具能一路爬到坡顶 

• 确保你使用载具的重量，让轮子始终与地面接触。确保载具的躯体和重量都位于轮子附近。在轮子

附近添加重量，增大轮子向下的压力，使它们获得更好的牵引力 

• 按下停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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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 

• 在视口中点击 

• 按下2键，移动到下一个演示位置 

这里有两个针锋相对的载具。两个载具都使用相同的部件构成，使用的马达速度也一样。唯一的主要差别

就是轮子的位置。 

 

在按下运行之前，先问问自己，“哪个载具能在对推比赛中胜出？” 

 

图1-10 

 

• 按下运行（或者快捷键Alt+P） 

• 观察演示，反思因果。 

• 注意左侧载具百战百胜 

• 注意右侧载具的轮子在旋转，但是由于牵引力不足，轮子一直在打滑，无法推动载具 

• 确保你使用载具的重量，让轮子始终与地面接触。确保载具的躯体和重量都位于轮子附近。在轮子

附近添加重量，增大轮子向下的压力，使它们获得更好的牵引力 

• 按下停止按钮（或者按下ESC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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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练习的收获总结： 

• 在构建机器人时，如果牵引力至关重要，驱动轮就应当更靠近躯体/质量，帮助轮子更好地接触地面/

表面。 

• 确保你使用载具的重量，让轮子始终与地面接触。确保载具的轮子位于躯体和重量附近。在轮子附
近添加重量，增大轮子向下的压力，使它们获得更好的牵引力。 

• 在第一个设计中，轮子受到的向下的压力较高，由此提高了轮子的牵引力。 
 
练习3：移动机器人 

我们来探索一下机器人的移动方式，学习设计精良的机器人可以使用的各类转向方式。由于这是一个双轮

机器人，我们会通过驱动轮子的马达的方向和速度，从而控制它的移动。我们来看看移动和转向的演示吧。 
 
控制马达 

通过将速度值设置为-100到100之间的数字，我们就能够控制马达。这个值能让你看到马达旋转的速度和

方向。当这个值为0（零）时，马达不会移动。这个值位于-1到-100时，马达会逆时针旋转，-1表示速度

最慢，-100表示速度最快。如果要让马达沿顺时针旋转，就需要一个正值，1表示速度最慢，100表示速

度最快。注意：在本次活动的最后，你需要对自己的机器人马达值进行编辑，从而驱动机器人向多个目标

移动。 

 

图1-11 

 
载具马达位置 

这个机器人上安装了两个马达，每个轮子各有一个马达。轮子是安装在马达上的。其中一个马达在安装时

正面朝下（用于物理连接）。在调整单个马达的速度时，你也会改变这个轮子的移动方式。我们将其中一

个马达称为“马达A”，另一个称为“马达B”。马达A正面朝上，马达B正面朝下。速度设置范围为-100

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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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安装在载具任意一侧的马达会旋转180度。在为马达发出相同的移动指令时，它们就会在载具上沿反方向

旋转。 
 

为了让载具能够向前移动，一个马达就必须反向移动，才能让两个轮子朝相同的方向旋转。 
 
示例：向前移动 

这个演示旨在帮助你理解让机器人前后移动的马达指令。如前文所述，因为马达在载具上安装的方向是相

反的，所以马达必须向相反方向旋转，才能让机器人向前方或者后方移动。 
 

当两个轮子以相对于机器人躯体的相同速度，朝同一个方向转动时，机器人就会沿着直线行进。例如，将

马达A设置为+100，将马达B设置为-100，就能以100的速度向前移动。将马达A设置为-100，将马达B

设置为+100，就能以100的速度向后移动。 
 

观察马达A和B的速度设置，注意两个马达的值分别为正值和负值。参考这一演示，记住哪些设置能够让机

器人沿直线前后移动。 
 

• 打开Map_1-3_MovingStraight 

• 在视口中点击 

• 按下1键，移动到演示位置 

• 按下运行 

• 观察机器人的前后移动。注意马达A和马达B的速度设置 

• 按下ESC键停止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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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练习4：转向 

我们已经知道如何让载具沿直线行进了，现在我们该看看如何让双轮载具转向。当一个轮子的转向速度比

另一个轮子更快时，机器人就会沿曲线行进，速度差决定了曲线的弧度。 
 
注意轮子转向的方向： 

• 机器人A：锚点转向（一个轮子旋转，另一个轮子停止。） 

• 机器人B：旋转转向（两个轮子以相同的速度，沿相反的方向旋转。） 

• 机器人C：弧形转向（两个轮子以不同的速度，沿相同的方向旋转。） 

• 打开Map_1-4_Turning 

图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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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A：锚点转向——一个轮子旋转，另一个轮子停止 

• 在视口中点击 

• 按下1键，移动到第一个演示位置 

• 在按下运行之前，思考“如果一个马达停下，另一个马达旋转，这会如何转向？” 

• 点击运行 
• 观察演示，反思因果。 

• 注意载具旋转时会将停止的轮子当作锚点 

• 按下停止 

在锚点转向中，只有一个轮子会转动，另一个轮子保持静止，机器人会围绕锚点，转向静止轮子的方向。 
 
机器人B：旋转转向——两个轮子速度相同，方向相反 

• 在视口中点击 

• 按下2键，移动到第二个演示位置 

• 在按下运行之前，思考“如果马达以相同速度朝不同方向旋转，这会如何转向？” 

• 点击运行 
• 观察演示，反思因果。 

• 注意载具会以载具的中点为锚点，在小半径的圆圈中旋转 

• 按下停止 

在旋转转向中，一个轮子会朝一个方向旋转（向前），另一个轮子会朝反方向旋转（向后），从而使机器

人旋转起来。 
 
机器人C：弧形转向——两个轮子速度不同，方向相同 

• 在视口中点击 

• 按下3键，移动到第三个演示位置 

• 在按下运行之前，思考“如果马达以不同速度朝相同方向旋转，这会如何转向？” 

• 点击运行 
• 观察演示，反思因果。 

• 注意两个马达以相同方向不同速度移动时，载具会朝一个方向漂移。 

• 按下停止 
 

在弧形转向中，两个轮子都在朝同一个方向旋转（向前），但速度不同。机器人会在向前移动的同时，以

弧线形态逐渐转向。转向弧度取决于两个马达的速度设置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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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不同转向类型可能产生作用的现实情景： 

• 锚点转向——绕圈转向，或者围绕一个物体转向 

• 旋转转向——实现几乎无半径的原地转向 

• 弧形转向——在向前移动的同时逐渐转向  
本次练习的收获总结： 

• 我们学习了三种转向类型： 

1. 锚点转向——绕圈转向或者围绕一个物体转向，一个轮子旋转而另一个保持静止，使机器人能够

将静止的轮子作为锚点并以此转向。 

2. 旋转转向——一种几乎无半径的转向，两个轮子同时朝不同的方向旋转（分别为向前和向后）。 

3. 弧形转向——在向前移动的同时逐渐转向，两个轮子朝相同的方向，以不同的速度旋转。 
 
本次练习的收获总结： 

• 我们学习了三种转向类型： 

1. 锚点转向——绕圈转向或者围绕一个物体转向，一个轮子旋转而另一个保持静止，使机器人能够

将静止的轮子作为锚点并以此转向。 

2. 旋转转向——一种几乎无半径的转向，两个轮子同时朝不同的方向旋转（分别为向前和向后）。 

3. 弧形转向——在向前移动的同时逐渐转向，两个轮子朝相同的方向，以不同的速度旋转。 
 
本次练习的收获总结： 

• 我们学习了三种转向类型： 

1. 锚点转向——绕圈转向或者围绕一个物体转向，一个轮子旋转而另一个保持静止，使机器人能够

将静止的轮子作为锚点并以此转向。 

2. 旋转转向——一种几乎无半径的转向，两个轮子同时朝不同的方向旋转（分别为向前和向后）。 

3. 弧形转向——在向前移动的同时逐渐转向，两个轮子朝相同的方向，以不同的速度旋转。 
 
练习5：定位推算结果不稳定 

• 在内容浏览器面板中双击Map_1-5_DeadReckoning 

该演示通过在特定时间内进行弧形转向，展示了一种非常简单的移动方式。使用朝向、速度和事件进行的

导航通常被称为定位推算。 

这种导航方式算不上可靠，因为风、水流或地形等外力作用会导致你难以判断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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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演示的目的就是向大家展示，即使条件完全相同，多次运行也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明确这一点之后，

你就能理解自己的机器人可能会在驶出一定距离后产生不稳定的结果了。机器人驶出的距离越长，误差幅

度就越大。（提示：为了让机器人行驶得更为精准，解决方法是添加一个传感器，为你的代码提供实时反

馈。我们会在第二节课中学习相关内容）。 

 

图1-15 

 

• 点击运行 

• 观察绿色方块中的机器人 

• 多次运行示例关卡，看看完全相同的设置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本次练习的收获总结： 

• 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朝向和速度驱动机器人，但不使用传感器，输入就会被称为定位推算 

• 定位推算不是一种可靠的导航方式，因为风、水流或地形等外力作用会导致你难以判断自己的位置 

• 在不使用传感器输入的情况下引导机器人非常困难，因为多次不同试验会存在差异，导致每次试验

的结果各不相同 

回顾 

• 哪些方法很有效？ 

• 存在哪些挑战？ 

• 为什么你依然需要亲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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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开始吧！ 

• 在内容浏览器中，双击Map_1-6_Challenge，打开挑战地图。 
 
目标 

找到用于引导机器人前往多个目标位置的马达速度和持续时间。该挑战关卡会展示多个目标，你必须为机

器人编写代码，使用单次弧形转向抵达一个目标。你可以设置每个马达的速度，在运行每次测试前确定方

向。你还可以设置马达持续时间，从而控制机器人行进的距离。 
 

使用工程设计流程：预测、测试、观察与迭代 
 
记录每次试验，使用数据为后续的试验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图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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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马达设置和移动方向时可以参考该表： 
 

移动方向 马达A设置 马达B设置 行为描述 

向前 +50 -50 马达A必须为正值，马达B必须为负值，并且速度相同，

才能向前方笔直行驶。 

向后 -50 +50 马达A必须为负值，马达B必须为正值，并且速度相同，

才能向后方笔直行驶。 

锚点左转 +0 -25 马达A必须停止，马达B必须向前转动（负值）。 

锚点左转 +25 -0 马达B必须停止，马达A必须向前转动（正值）。 

旋转左转 -25 -25 马达A必须向后转动，马达B必须向前转动。 

旋转右转 +25 +25 马达A必须向前转动，马达B必须向后转动。 

弧形左转 从+0到+20 从+0到+20 马达B的速度必须快于马达A，才能在前进的同时略微左

转。 

弧形右转 从+0到+20 从+0到+20 马达A的速度必须快于马达B，才能在前进的同时略微右

转。 

• 在目前的机器人设计中，一个马达是朝下安装的（用于连接），这会将该侧机器人轮子的移动

方向更改为与马达的顺时针方向相反。因此，设置必须结合正值和负值，才能使两个轮子朝相

同的方向移动 

• 马达速度值的范围为0到100 

• 设置0到100或0到-100之间的数值就能提高速度。0表示不移动，100（或-100）表示最大速

度。根据以下规则，你可以替换数值来获得理想的速度 

• 当一个轮子向前转动的速度比另一个轮子更快时，机器人就会驶出曲线。速度差异决定了曲线

的弧度 

• 注释：行驶速度越快，结果可能就越不稳定。开始测试时先从慢速起步，再确定你的理想

速度 

• 需要注意的是，马达速度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行驶的距离。提高马达速度时，你可能需要缩短时

间，才能驶出相同的距离 

重要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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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视口中点击机器人 

 

图1-17 

• 点击细节面板（确保你正在编辑的项目是BPC_Robot_Deadrec_Challenge，或者使用世界大纲视

图搜索并点击BPC_Robot_Deadrec_Challenge） 

 

图1-18 

 

• 在细节面板中，点击编辑蓝图。 

•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打开蓝图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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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提示 

你可以点击视口并按下0键，查看所有目标。按下1键可以放大目标1，按下2键可以放大目标2，按下3

键可以放大目标3，按下4键可以放大目标4。 

 
 

• 在蓝图图表里，点击马达A和马达B，根据你大致猜测抵达目标#1所需的马达速度和时间，输入对应

的新值，对它们进行更改。 

图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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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蓝图代码之后，点击编译并保存，关闭蓝图标签页，返回视口。 

图1-21 

 

• 点击视口，按下数字键1、2、3或4，将摄像机聚焦在对应的挑战上。 

• 按下运行。 

• 记录你的试验过程，同时记录结果。 

• 排查错误，更正设置，不断重复，直到抵达目标处。 

• 多次重复上述步骤，完成目标#1到目标#4，记录下每一次试验。 
 

提示 

马达速度数值可以包含小数。在代码中，这通常在被称为浮点（或者浮点数）。如果速度值为31时过

于缓慢，32又太快了，就可以试试31.5。 
 

资源 

基础教程 

打开虚幻引擎工程之后，点击帮助菜单，选择教程，然后点击基础。 

• 导航说明表（导航——在环境中自如导航的重要性） 
 

拓展活动 

• 你能多快抵达目标处呢？ 

• 尝试提升速度，此时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会有什么变化？ 

• 拼接多条命令，创造出更复杂的路径。 

• 将机器人移动到多个目标位置。 

• 为机器人编写代码，让它跳起胜利之舞！ 

• 思考能使用哪些解决方案改进机器人指令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 调整机器人设计。（提示：在编辑机器人蓝图的同时使用视口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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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评价标准 

 

学习概念 成果优异 熟练精通 基本完成 有待培养 
机器人设计概
念 

可以解释机器人设计组

件及其运作方式。在工

程中展示出对机器人的

所有马达和锚点的运

用。学生展示中包含了

组件定义。 

展示出对机器人的马达

的运用。完全理解机器

人组件，并能通过工程

展示或予以口头说明。 

可以移动机器人，对马

达具有基本理解。学生

的工程展示中包含了对

硬件组件理解的基本证

明。 

无法证明学生对机器人

组件及其功能的理解。

学生展示中不包括或未

提及硬件组件。 

软件概念 展示出复杂的命令组合

和工程目标。能够说明

使用马达、机器人平衡

和锚点所需的命令组。

学生展示或说明文字说

包含了命令或命令组。 

学生理解使用马达、机

器人平衡和锚点所需的

命令组。学生的工程展

示中提到了命令或命令

组。 

学生对使用马达、机器

人平衡和锚点所需的命

令具备基本理解，可能

未在学生展示中提及。 

无法证明学生对命令及

其功能的理解。学生展

示中不包括或未提及命

令。 

代码概念 可以调试代码错误，展

示了复杂的代码组合和

独特用法。可以说明大

部分代码。学生展示或

说明文字中包含了代

码。 

展示出对默认设置、循

环和条件命令的理解。

学生在工程中至少引用

了每种命令类型的代码

各一条。 

学生对代码具备基本理

解，可能未在学生的工

程项目中提及。 

无法证明学生对命令代

码及其功能的理解。学

生展示中不包括或未提

及代码。 

现实概念 能够提出在现实世界中

运用机器人、代码和移

动的创意。展示出相关

理解并能够予以记录。 

理解在现实世界中应用

代码、移动和机器人的

用例。在学生工程展示

中包含至少一个示例。 

对现实世界中的代码、

移动和机器人应用具备

基本理解，可能可以在

提示下口头说明，但未

包括在学生展示中。 

无法证明学生对现实世

界中运用代码、移动和

机器人的用例有所理

解。 

挑战活动 能够高效地抵达挑战中

的目标，运用试验记录

在每次迭代中做出改

进。可以识别出多种能

够完成同一目标的不同

配置。 

能够抵达多个目标，运

用试验记录在每次迭代

中做出改进。 

能够抵达一个或多个目

标。记录的试验次数有

限，或者无法高效利用

记录来找到目标。 

未能抵达任何目标，无

法证明学生对试验进行

过记录，不理解马达设

置如何驱动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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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指南 

 

 

 

 

 

 

 

虚拟机器人培训 
 

 

 

 

 

第1课：机器人载具 


	虚拟机器人培训
	第1课：机器人载具
	学生指南
	开始入门
	入门指南
	课程内容

	活动1——机器人载具
	简介
	活动概况

	代码关联
	开始授课
	机器人移动

	实践练习
	练习1：平衡与设计
	设计1：轮子距离机器人身体太近 设计2：轮子放置得太过狭窄
	实际效果
	实际效果
	• 按下停止（或ESC键）
	设计3：轮子距离滚球太近
	实际效果
	练习2：移动时的摩擦力/牵引力
	示例1
	示例2
	本次练习的收获总结：
	练习3：移动机器人
	控制马达
	载具马达位置
	示例：向前移动
	• 打开Map_1-3_MovingStraight
	• 按下运行
	练习4：转向
	机器人A：锚点转向——一个轮子旋转，另一个轮子停止
	机器人B：旋转转向——两个轮子速度相同，方向相反
	机器人C：弧形转向——两个轮子速度不同，方向相同
	思考不同转向类型可能产生作用的现实情景：
	本次练习的收获总结：
	本次练习的收获总结：
	本次练习的收获总结：
	练习5：定位推算结果不稳定
	本次练习的收获总结：
	回顾

	挑战
	目标
	考虑马达设置和移动方向时可以参考该表：

	资源
	基础教程

	拓展活动
	评价
	评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