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圖式語言Flowcode
Flowcode讓開發電子與機電系統更方便與快速
Flowcode流程圖式語言是一套高階的整合開發環境軟體(IDE).

適合學校的程式語言教學、系統開發與專題實作.
特色:
1. 標準流程圖 : 訓練程式邏輯 , 開發電子系統更快速與簡易
2. 支援多種晶片 :Arduino、PIC、AVR、ARM、Raspberry Pi
3. 顯示多種語言 : 流程圖、Blocks、C、Psudocode
4. 整合測試環境 : 線上即時測試、線上即時除錯、示波器、
系統模擬、SCADA
5. 單晶片彈性切換 : 一鍵切換晶片 , 不需更改程式
6. 豐富元件庫 : 提供常見輸入、輸出、螢幕、感測器、通訊、
馬達等元件
7. 函式庫 : 內建元件提供函式直接應用 , 也可自行定義客製化
函式
8. 測試及除錯 : 使用內建的資料紀錄器與示波器
9. 使用內建的通訊協定開發系統 :UART, Bluetooth, I2C, SPI... 等
10. 介面自定義 : 提供淺色及深色模式 . 程式窗格可自行定義
位置大小 .

可顯示 Blocks,C 及 Psudocode 語言

內建資料紀錄器功能 , 可紀錄腳位信號波形

內建示波器功能 , 可觀測四個腳位信號狀態

內建元件函式庫功能 , 可直接操作讀取元件資料

可自定義功能視窗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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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code功能
測試環境
•
•
•
•

Full simulation capabilities
In-Circuit-Test
In-Circuit-Debugging
Ghost Technology

支援晶片
•
•
•
•
•

8, 16 and 32-bit PIC
AVR
Arduino
32-bit STM32 ARM MCU’s
Raspberry Pi

SCADA IDE
• Hardware support
• Separate SCADA runtime mode

機電系統開發
• Robotics
• AllCode technology
• MIAC PLC

C code editor
• Full C code editor
• Simulate your C code
• Convert between C and flowcharts etc.

有線及無線通訊協定
• Serial comms including I2C
• Comms hardware solutions available
• Internet of Things project development

感測器介面
• Sensor module support
• Grove sensor compatibility

支援多種程式語言
•
•
•
•

Flowcharts
Blocks
Pseudocode
C code

Flowcode開發流程4步驟
1. 設計
電子工程師
電機工程師
系統工程師

設計電路並使用Flowcode來模擬晶片
功能

開發機電系統並使用Flowcode來控制與
整合資料狀態

2. 模擬

設計開發數學或物理的系統模型,並用Flowcode
來控制

模擬並測試設計元件的功能
模擬機電系統,電子系統與資料解碼
系統

3. 測試

使用E-Blocks2硬體,利用In-Circuit-Test及
示波器功能來驗證腳位的信號

使用In-Circuit-Test功能來測試與除錯
透過Dlls及SCADA功能,連結儀錶板物件,示波器
與控制台到第三方儀器來確認效能

4. 應用

製作實際的電路板成為產品

使用Flowcode儀錶板物件來模擬人機介面

製作成品,驗證功能後即可上市

應用單晶片,MIAC或是透過Dlls連結到第
三方控制器來實現您的系統

硬體
E-Blocks2模組化硬體,教學&研發兼顧
E-Blocks2硬體提供給學生及開發者彈性及多元選擇的硬體.

特色:
1. 彈性 : 模組化的電路板讓教學、學習與專題開發更有彈性
2. 支援多種晶片 :Arduino、8-bit PIC、16-bit PIC、32-bit PIC、
AVR、32-bit STM32 ARM、Raspberry Pi

3. 支援多種通訊協定 :CAN, Bluetooth, GSM, Wi-Fi, RS232,

RS485, IrDA, PS2, VGA, TCP/IP, MIDI,
SPI, I2C, ZigBee, RFID, VGA, USB, GPS,
SD/ FAT16/FAT32, RF(ISM), RC5
4. 提供課程與範例 : 提供課程教材、程式範例及線上 WiKi

5. 堅固耐用的設計 : 模組設計有保護電路 , 避免程式錯誤
造成損壞
6. 與 Flowcode 整合應用 :Flowcode 提供所有 E-Blocks2 硬體的
函式庫功能 , 使用更佳便利

教學模式多元
模組化硬體可以讓學生專注在程式與系統架構上的學習與應用,
也可以使用麵包版讓學生學習連接電路元件 .

MIAC 控制器 , 使用單晶片控制氣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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