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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遇到你！

和我一起制作纸面的趣味电路吧！跟着手册里的指引和模

板做就很好玩！材料都放哪里呢？手册的背面有贴心的收纳袋

供小朋友收纳哦，找到了吗？

首先，大家一起来熟悉一下材料吧。在认识元件与材料这

部分里，有套件内元件的详细介绍，动手之前，请仔细阅读。

后面的部分包含一个个小型趣味项目。每个项目都包含有一个

创作纸面电路的新玩法。当你使用模板完成电路后，请一定要

用项目后的自由创作区域创作一幅自己的杰作！灯光加上画

笔，没有更合适讲故事的组合了！

如果在创作过程中遇到问题，不用着急。遇到问题的时候

这个部分里我整理有常见问题的原因解释，还是没有帮到你

吗？那就到我们的论坛上寻找小伙伴的支持吧：

chibitronics.com

一定要玩得开心哦！

如何使用这个手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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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夹能帮忙将电池固定在我们的纸面

电路上，其他的夹子也是可以的。磁铁也可以

哦，因为它能隔着纸靠吸力将电池固定好。

电池是为电路供电的元件。它的正面标有“+”号，表

示这边是电池的正极。相对应地，电池的反面是它的负极。

只要能够导电的材料与电池的正负极相连接，就可以把电池

里面的电引出来供电路所用啰。

小心！电池需要单独保存，以免里面的电在你不知道的情况
下偷偷跑掉。

元件与材料都有哪些呢？

纽扣电池

     从底下看从上面看            从旁边看

长尾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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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是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s）的缩写。

有电流通过时，它会发出光线。套件内的LED贴纸是箭头

型的，它宽的那边是正极，标有“+”号；而尖的那边是负

极，标有“-”号。

将LED贴纸连接到电路当中需要导电材料，例如导电胶

带，导电墨水或者导电线。当然啦，你也可以用传统的焊枪

来把它接入电路，只要焊接到贴纸两端的金属区域就好了。

如果你想用导电线来连接，贴纸的两端开有供针线通过的小

孔，是不是很贴心呢？

LED贴纸

L E D 贴 纸 是 每 六 个 一 组

的 。 它 背 后 标 有 其 颜 色 的 信

息 ， W 代 表 白 色 ， R 代 表 红

色，Y代表黄色，B代表蓝色。

正极

负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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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箔胶带是用金属铜做的胶带哦。铜

是一种非常优良的导电材料，能够帮助我

们进行纸面电路连接（以及作画）。铜箔

胶带的背面是可粘贴的，方便我们把它固

定到纸面上。

铜箔胶带很软，可以很容易地裁开或者用手撕开。窄一

点的胶带画画的时候更好操作一些，你可以把胶带像下面那

样裁成两半。

铜箔胶带

剪开

连续的胶带连接效果最好，需要拐弯的时候，不要剪断

它，那能怎么办呢？下面是一个小技巧。

回折胶带，露出有黏
性的那边。

以想要的角度摊开
胶带，以形成一个
折角。

将折角平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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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导电胶带

这种黑色塑料也能导电哦，但是导电性

能略差于金属材料。不过它有一个很棒的特

性，那就是它的导电性会随着受到的压力或

者拉力而改变。这点正好可以用来制作压力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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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个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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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点亮一盏灯开始吧。接下来我们会用铜片把

LED和电池连成一个回路。LED的“+”极需要连接到电池

的“+”极，而“-”极也要相应地连接起来。完成之后，

你的电路是不是像下面那样是一个完整的没有缺口的回路

呢？是的话，恭喜你完成第一个电路了！

只有在完整的回路当中，电子才会流动。电子的路程

是这样的，它从电池的正极出发，留到LED，然后再流回电

池。正是因为有电子这样的流动，LED才会发光发亮。

不说不知道，电子有一点很有趣的特性，它们很懒！只

挑电阻最小的路径来走。所以，如果铜箔在经过LED之外直

接接触到了，电子就会走这条捷径回到电池，而不愿意经过

LED。这种情况称之为短路，会导致电池瞬间耗尽，而LED

也不会亮起，所以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哦。

1. 第一个电路

LED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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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D电路贴纸

×1 3V纽扣电池

×1  长尾夹

×1 导电铜箔胶带 

动手前需要准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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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一起来：

注意：要保持铜箔带连续哦，就算在拐弯的时候。如果
断开再用双面胶连接的话，连接的部分会很脆弱。        

1. 沿着灰色的区域铺好导电铜箔。

2.沿着虚线对折模板，将电池“+”朝

上放置在圆形区域内。�

3.将模板的角落折起来，并用长尾

夹将电池固定在角落里。

4.将LED贴纸贴到铜箔带上，你看

见LED亮起了吗？��

点亮LED之后，我们翻过一页，你会发现LED把灯泡点

亮了！这个灯泡照亮什么了？用你的画笔来和我们分享这个

灯泡下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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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电池放这里

用另一段连续的铜箔
带布置这段线路。

第一个电路

使用连续的铜箔带很重要

这里要留些空位
放LED。

先贴好铜箔带，再固定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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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下发生了什么故事啊？

用你的画笔告诉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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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右边的空白模板上，用你的线条画出一盏灯的

故事吧。

    注意铜箔胶带万万不可以重叠！不然就会导致电路短路哦！

到你了！

如果你想做出交叉的效果，只要在它

们交叉的地方加上一小片纸就好了。

如果需要的是支路的话，你只要将一

段铜箔胶带粘到另一段上就好了。牢牢地

把它按下去，以确保 粘稳了。想要更牢固

的吗？也可以用焊枪把它们焊在一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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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更好玩！

制作一幅电路画

用 铜 箔 胶 带 来 创 作 你 的 大

作，其他材料也可以用到画面当

中来丰富画面的故事感哦。

既然你已经学会点亮一盏灯了，那准备好学习一些小窍

门吧！

试试光渲染的效果

如 果 在 L E D 灯 上 方 覆 盖 一

片纸巾或者布料，效果会怎么样

呢？

试试在你的灯泡上覆盖不同

的材料吧，会有相当漂亮的效果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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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并联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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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学习如何在电路中加入更多LED灯。要想用一

个开关控制更多的LED灯，我们得先知道并联电路是什么。

并联电路的原理如下图所示，就是把电池和所有灯的正极连

在一起，而它们的负极也连在一起。

用这样的连接方式，可以令电子同时通过多个回路，用

一个电池同时控制它们的开启和关闭。

这种电路连接方式叫并联。用这个方法，你可以加任意

数量的LED灯。不过，灯多了，每盏灯会相应地暗一点。

2. 并联电路

LED电池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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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前需要准备的东西

 ×3   LED电路贴纸

 ×1  3V纽扣电池

 ×1   长尾夹

 ×1  导电铜箔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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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一起来：

1.沿着灰色区域铺好铜箔胶带，它们�

是LED的轨道，轨道之间的任意位置�

都可以加入LED。

2.沿着页角的虚线对折模板，将电池“-”

朝下，“+”朝上放好在标示的区域。 

3.将页角折起来，用长尾夹固定好电

池。

4.下面就是将LED贴到轨道的时候

了！你可以选择任何你喜欢的颜色！�

让它们在轨道上闪闪发亮！

5.现在让我们翻过这一页，看到一闪一闪的小星星了吗？����

你会创造怎样的星座啊？试着用更多的LED画出繁星点点的

夜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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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并联电路模板

电池

LED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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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LED来创造繁星点点的夜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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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右边的空白模板完成一幅星光闪耀的杰作！

轮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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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更好玩！

你知道怎么可以让电路跳出纸面，令生活中的其他物品

也闪闪发亮吗？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小窍门！

现在，你可以把学到的电路知识

用到装饰你最喜欢的物品上了，例如

杯子，帽子，甚至是苹果。但是记得

不能用在金属表面的东西上，因为这

样会导致短路哦。

1.将一小张纸张对折，并在纸的

两边描出纽扣电池的样子。一边标上

正极的符号“+”，一边标上负极的

符号“-”。

2.将铜箔胶带的一端贴到你画的

电池区域上，另一端引出到纸外，像

右边图示的那样。

3. 将电池夹好之后，你的电池座

就制作完毕了。

用电路来装饰

自己制作电池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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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作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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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做做看与人有互动的项目好了。怎么做呢？

嗯，从做个开关开始怎么样？开关是电路中断开的一个缺

口，你可以通过另一段铜箔胶带令电路接通或者继续保持断

开的状态。

 
 

当开关合上的时候，灯会亮起，因为这个时候电路是完

整的回路，电子能够沿着电路流回到起点。而当开关开着的

时候，电子找不到一条完整的通路，所以灯也就灭了。

说了这么多，我们马上做个纸开关来控制LED灯吧。

3. 制作开关

开关

打开的开关：
灯是灭的

开关

合上的开关：
灯是亮的

按下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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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ED电路贴纸

 ×1  3V纽扣电池

 ×1   长尾夹

 ×1  导电铜箔胶带 

动手前需要准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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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一起来：

1.沿着灰色区域铺好导电铜箔胶带。

2.单独那块黑色补丁也得用铜箔胶带

铺上，它是开关的触控点。 

3.沿角落上的虚线对折模板，这样，

补丁就能落到电路的缺口上了。你真

棒！刚刚你完成了一个开关罗！

4.上方的页角是用来放电池的，还记

得怎么做吗？具体的做法可以参见前面

的项目。

5.将一个LED电路贴纸贴到用线条描

出来的区域上。当你按下补丁开关的时

候，LED就会亮起来。

6.现在翻过一页，当你按下补丁开关时，灯光照亮了什么呢？

把它画在你的模板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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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纸开关模板

电池

开关

为开关留一个缺口

这个补丁可使电路
接通

对
折

对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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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按键时发生什么事了？在这里画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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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不一定在角落上。在一小片纸的一面覆上导电铜

箔，它就变身一个可移动的纸开关，你可以把这个开关安置

到任意地方。试试在画面的中央运用这样的一个开关吧！

轮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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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更好玩！

AND和OR的逻辑

如果你在一个回路里加

入多个开关（也称串联），那

么为了将灯点亮，你需要把

所有的开关都按下，这称为

AND（与）逻辑，因为你需

要按下开关一“与”开关二才

能令灯发光。

另一种多个开关的接法是

用不同的分支来连接电路（也

称并联），这样你只要按下其

中一个开关都可以令灯发光，

这称为OR（或）逻辑，因为

只要按下开关一“或”开关二

就可以了。

在电路里设置多个开关可以令电路变得更好玩。下面的

电路会在怎样的情况下用到呢？

1 2

1 2

1

2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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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闪烁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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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电路当中加入各种各样的开关或者它们的组合

来实现不同的控制效果。  

在闪烁的星星这个项目中，我们会做一段平行的轨道，

用于放置多个开关，以制作闪烁的灯光效果。  

如上图所示的，当你的手指从对轨的一边划到另一边

时，轨道两边处于接通和开断的交替状态当中。于是乎，灯

光就开始闪烁了。

4. 闪烁的星星

LED亮起 LED亮起LED熄灭

LED电池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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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ED电路贴纸

 ×1  3V纽扣电池

 ×1   长尾夹

 ×1  导电铜箔胶带

 ×1  剪刀  

动手前需要准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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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这里按下并划动

跟我一起来：

1.沿着灰色区域覆盖铜箔胶带。

2.将LED电路贴纸贴到木板上指定的

位置。�

3.做一个电池座，并且夹好电池。

4.沿红线剪开。

5.沿虚线对折模板，当手指在这个条形

开关上来回划动的时候，灯就会一闪一

闪。

6.移动导电条的位置可以改变闪烁的方式和频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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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闪烁的星星模板

电池

划动开关

开关间隙

               开关触点 从
这

里
剪

开

沿这里对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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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滑过冰面时发生什么了？把它画在画面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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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做任意形状的划动开关，不一定是直的。试试

看做弯曲的划动开关吧！只要制造一个配套形状的导通条就

好了哦。弯的，甚至是圆形的划动开关，可以令画面更具趣

味。

轮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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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闪烁的星星　61

这样更好玩！

做动画看看

当你的手指沿着划动开关划动时，LED会随着你手指的

位置分别亮起。

不同的灯光布置和开关安排可以制造各种各样不同的灯

光效果。

试着在一个划动开

关上连接多个LED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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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制压力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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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制压力开关　65

除了完全点亮或者关掉LED灯，你还可以通过压力传感

器控制它的亮度。套件里的黑色导电塑胶电阻值会随压力而

变化。换句话说，随着压力大小的不同，它的阻值也会相应

变化。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可以用它来做压控开关。

你按下的力气越大，LED灯越亮。

没按下的时候，导电塑胶中可导电的材料彼此之间隔得

很远，电子没办法流过。所以灯是灭的。当被按下时，这些

导电的分子被挤到一起了，电子找到路流过去，于是灯就开

始发光了。

5. 自制压力开关

没按下：
LED处于熄灭状态

按下：
LED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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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ED电路贴纸

 ×1  3V纽扣电池

 ×1   长尾夹

 ×1  导电铜箔胶带 

 ×1  黑色导电塑胶

动手前需要准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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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一起来：

1.翻到下一页，沿着灰色区域铺好导电铜箔

2.将页角的部分折起，并用长尾夹固定好

电池的位置。 

3.将LED电路贴纸贴到模板的指定位

置，沿虚线对折模板，你的LED会亮

起，因为这就是一个开关了。

4.重新沿虚线打开，在红色虚线区域

覆上导电塑胶。

5.有了导电塑胶之后，重新对折回去，

当你按下导电胶带时，灯就会随着你按

的力度改变亮度。

6.翻过下一页，当你按在心形上时，有些东西活过来了！是什

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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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自制压力开关模板

电池

压力传感器

将黑色导电塑胶
裁成红色虚线框
的形状，并且在
上面
覆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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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心形时，什么活过来了？

把你的想法画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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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做的任何开关都能被改为压力开关。只要在导

电铜箔之间加入导电塑胶就可以了。试着在这页制造一个用

一小片独立压力开关来控制的小灯吧。

轮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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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更好玩！

制作一个弯曲传感器

导电塑胶也可以制作弯曲传感器，

只要把它做成长型的，并在其中铺好导

电塑胶就好了。你将它弯曲时，灯的亮

度会改变哦。

渐变可以产生很多有趣的灯光效果，比闪烁更有意思

哦！试试看！

在纸的反面画上图案，再把卡片折起来，那就可以制作

出只在灯亮起时才出现的图案哦。灯越亮，图案越清晰，是

不是？

秘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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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问题的时候　77

遇到问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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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问题的时候　79

你的LED灯没有亮起？

遇到问题的时候

LED装反了？

装反的LED是不会亮的哦。一个快速检查的方法是，

将电池反过来。如果把电池反过来之后，LED亮了，那说明

LED的方向接反了。

有时候贴纸的连接不太稳定。用力按下贴纸与导电铜

箔胶带的连接处，看是否因此而导致的电路失灵。如果是的

话，按下时LED会亮。平整的铜箔胶带有利于贴纸贴附，如

果在胶带折叠的位置上放置LED的话，可以先用橡皮在折叠

处来回擦，把折痕压平。 

LED连接正常吗？

用力地按按电池，或者重新夹夹电池，看是不是电池松

动导致的问题。

电池连接正常吗？

别担心，电路没有像预期那样工作可能是一些常见而且

简单的原因导致的，例如下面罗列的几个。检查看看你的电

路是不是出了下面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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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短路了吗？

如果电池的正负极用一段金属直接连接上了，你会很快

令电池衰竭的。重新检查你的电路，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电池没电了吗？

有时灯没亮只是因为电池没电了。试着换一个新电池看

看。

铜箔胶带上有断裂的地方吗？

如果你折铜箔胶带的次数太多了，铜箔上就有可能出现

断裂的地方。试试用另一小段铜箔胶带来贴到折叠处，检查

是不是这个问题。是的话，可以用上面的方法解决。如果你

会用电烙铁的话，也可以用焊的方法来解决哦！

铜箔胶带的接触都是良好的吗？

如果你有把两段铜箔胶带叠到一起来搭电路，试着用力

按看是不是接触不良导致的连接问题。如果是，再拿一大段

铜箔胶带，把接触点好好地包起来，以增加连接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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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使用小技巧和好玩有趣的模板，可以到我们的网

站上浏览：

chibitronics.com

提问呢？到我们的社区论坛上留言吧！

chibitronics.com

还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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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趣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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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趣的材料

特效贴纸，控制器贴纸，传感器贴纸!

关于如何使用特效贴纸，传感器贴纸和可编程的控制器

贴纸，可浏览我们的网站：circuitstickers.tumblr.com

做了个很厉害的项目吗？和全世界的小伙伴分享吧。将

你的项目上传到下面的网站就可以 。

circuitstickers.tumblr.com

与小伙伴分享你的项目!

觉得电路贴纸好玩吗？我们还有更厉害的贴纸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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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洁（Jie Qi）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的博士生。在

那里，她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新颖的材料和技术，例如为艺术和手工

服务的可弯曲电路。第一眼见到这种电路时，她便爱上了这种材料。她

希望可以与其他人分享用这种材料制作有爱而且有故事的手工作品，于

是有了我们的电路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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