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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使用滑鼠與鍵盤的時候，是否有時候會覺得有點麻煩呢？因為還要手移開打

字的鍵盤去放到滑鼠上，我們的構想就是一個可穿戴在手上的『手套滑鼠』，所

有滑鼠上的功能，在我們所製作的手套滑鼠上都有，手套滑鼠是集結一個使用方

便及快速的構想，讓使用者在打字的時候可以做到手不用離開鍵盤也可以控制滑

鼠，將彎曲感測器與壓力感測器結合在 Arduino 板上，再透過程式的撰寫與數值

的測試，讓滑鼠游標在螢幕上可以做到跟有線滑鼠甚至是無線滑鼠一樣的靈敏度，

可能剛開始的使用者會很不習慣，因為滑鼠的游標是讓手指去控制的，大約練習

15~20分鐘左右，就會開始習慣了，手套滑鼠的發明讓坐辦公室、做會計的人，

在打字方面可以更迅速，而且手套滑鼠是採用藍芽傳輸系統，不用像一般的滑鼠

要接線，無線滑鼠雖然不用接線，但是它還是需要一個可以反光的地方來倚靠才

能操作，且不操作時也須擺置空間，但手套滑鼠卻不用任何額外的空間來放著使

用，只要把手一直放在鍵盤上就可以迅速切換進行操控了。 

關鍵字：Arduino、滑鼠、藍芽、手勢操控、無線遙控。 

1. 緒論 

1.1研究動機 

此一發想是想到通常一般人使用桌上型電腦時,往往滑鼠與鍵盤的操作是同

時必須的，但每當雙手同時敲擊著鍵盤時，又有使用滑鼠的需求，某隻手就必須

離開鍵盤去尋找並碰觸滑鼠，為了讓這隻手在鍵盤與滑鼠轉換控制上更加順暢，

因而我們想到了手套滑鼠的概念。 

 

 



1.2研究目的 

手套滑鼠所想要達到的一個目標，就是經過無線的方式，讓使用者在同時操

作鍵盤與滑鼠的時候，花在鍵盤與滑鼠之間的轉換時間是最少，滑鼠的靈敏度當

然也是手套滑鼠很重要的一個重點。我們希望讓手套滑鼠可以像傳統滑鼠一樣，

可以自然直覺的使用它，而不用去擔心買來以後有不會使用或需要長時間練習使

用的問題，我們測試結果是新手大約只需要使用 15分鐘左右就可以上手了，對

於需要快速使用電腦打字或是玩電腦遊戲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實用的發明。 

 

1.3研究方法 

我們分別在手套的食指、中指、無名指與大拇指位置加裝「彎曲感測器」與

「壓力感測器」,透過彎曲與按壓，經由連接的 Arduino將類比訊號轉換成數位

訊號再經由藍牙無線傳輸到電腦,再經過程式的撰寫,即可傳遞滑鼠訊號至電腦,

達到手勢操控的功能,詳細功能測試會在以下實作部分進行解說。 

 

2. 相關文獻與技術探討 

2.1相關文獻探討 

Arduino Leonardo 

    Arduino的 Leonardo 是一個基於微控制器板 ATmega32u4。它有 20個數字輸

入/輸出接腳（其中 7 可以用作 PWM輸出和 12 為模擬輸入），一 16 兆赫的晶體

振盪器，一個微型 USB 連接，電源插孔，ICSP 插頭，和一個復位按鈕。它包含

支持微控制器所需的一切; 只需用 USB連接線連接到電腦或 AC轉 DC轉換器或電

池將電源接入即可。Leonardo板不同於所有前面幾代面板的，是如上所述的微

控制器 ATmega32u4具有內置的 USB通信，省去了二級處理器。這允許 Leonardo

板可以直接模擬成滑鼠及鍵盤來傳遞訊號給電腦，而不用再使用虛擬（CDC）的

串列傳輸 com port接口了[3]。 

 

 

圖 2.1 Arduino Leonardo  



 
圖 2.2 HC-05藍牙模組 

HC-05藍牙模組 

    HC-05藍牙模組是一個易於使用的藍牙 SPP（串行端口協議）模組。 此串

列藍牙模組是完全合格的藍牙 V2.0+ EDR（增強數據速率）並達到 3Mbps 調整

完整的 2.4GHz 射頻收發器。它採用 CSR 的 BlueCore 04，外接單芯片藍牙系

統，採用 CMOS 技術，與 AFH（自動適應跳頻功能）。它具有面積小 (12.7mmx27mm)

的特點。 

壓力感測器 

    壓力感測器是彎曲壓力傳感器的一種，簡稱 FSR，FSR是一種隨著有效表面

上壓力增大而輸出阻值減小的高分子薄膜，簡單的來說，FSR 是一個可以根據受

力大小產生不同電阻變化的元件。 

      FSR 的基本原理：本身他是一個電阻，隨著感受到了力量越大，電阻會逐

漸變小；力量和電導(conductance=1/r) 成正比，所以我們可以經由感應到的電

阻值回推受力大小。 

 

 

圖 2.3 壓力感測器壓力與電阻的變化關係 

 



 

圖2.4 壓力感測器 

 

      因此，加諸不同的力量（擠壓、重量），便會得到不同的電阻，進而改變

從 Arduino類比輸入腳位所讀取到的電壓值。不過施加壓力的力道與電阻之間的

變化關係，並非線性,如圖 2.3所示。 

    此種壓力感測器價格低、容易使用，但不精確，不可用來偵測確實的力道或

重量，而是應該取出幾個範圍，譬如無壓力、有點壓力、中等壓力、很大的壓力、

等等，然後加以運用[10]。 

 

4.5吋彎曲感測器 

    我們選用的 Flex 傳感器有 4.5吋長，基本上可視為一個可變電阻，通過將

傳感器彎曲的角度加大，可以量測到傳感器的電阻將隨之增大，使用上如坊間任

天堂電力手套即為一例。未彎曲傳感器前，其電阻值大約為 10KΩ，隨著彎曲曲

率增加，其電阻值大約可增加至 30~40KΩ。彎曲感測器是一種藉由彎曲程度的

多寡來改變電阻值的一種感測器， 因此就算是極微小的彎曲變化，它都可以感

應到並且給予一定物理量的電阻變化。 

 

圖2.5 彎曲感測器4.5吋  

 

 



2.2相關技術探討 

這是我們測量彎曲感測器的讀值，以每彎曲五度所量到的電阻值為基準，而

為了要找到最適合與彎曲感測器串聯的電阻，所以量測出彎曲感測器的電阻值。 

      

圖 2.6 彎曲感測器電阻測試 

3. 系統實作 

3.1系統架構 

 

圖3.1 系統架構圖 



 

圖 3.2 Arduino IDE 

 

3.2系統軟體配置 

    我們使用的軟體開發環境為 Arduino IDE，可以在不同的作業平台上撰寫，

不管是 Windows 、蘋果電腦還是 Linux ，都可以使用以開發 Arduino。軟體使

用上，視窗中間為程式撰寫區，下方是相關的訊息顯示區。 

 

 

3.3系統硬體配置 

 

圖 3.3 手套滑鼠接收端(1. Arduino Leonardo 2. HC-05藍牙模組 3. 其它電子

零件) 

 



 

圖 3.4 手套滑鼠控制端 (1. Arduino Mirco  2. 彎曲感測器  3. 壓力感測器 

4. 6p有段開關 5. HC-05藍牙模組 6. 鋰電池與充電模組 7. 可變電阻 8. 其

他電子零件) 

 

3.4操作說明 

 



4.結果與比較 

在本研究中,我們完成了下列成果: 

(一) 找出適用於手套滑鼠之手勢控制方法，能夠快速且輕鬆的做出操控滑鼠的

手勢動作。 

(二) 成功的利用手指彎曲、點擊動作來達成滑鼠的游標移動、點擊、滾輪捲動

頁面的功能。 

(三) 使用HC-05藍牙模組達到無線傳輸的功能，使手套滑鼠更具便利性。 

(四) 利用可變電阻讓使用者可依個人化調整滑鼠移動靈敏度。 

 

與現有相關產品的比較: 

(一) 與現今最常見的光學滑鼠或無線雷射滑鼠比較,在實際操作上,手套滑鼠可

以在邊打字時邊切換滑鼠動作,可不必像一般滑鼠一樣,例如像是在打字打

到一半時,可能發現之前打錯了某個字需要修改,這時手就必須離開鍵盤去

移動滑鼠游標選字,這時如果是手套滑鼠,手依然可放在鍵盤上,只需動一

下手指即可切換到使用手套滑鼠，並將游標移到想要改的字旁邊,省去了手

去摸滑鼠且來回切換移動的時間。 

(二) 手套滑鼠由於是直接穿戴在手上操作,不須像一般滑鼠一樣需要在一個平

面放置來操控,相對來講比較省空間。若剛好處在一個沒有多餘空間來放置

滑鼠的地方的話,則手套滑鼠是理想的選擇。 

(三) 另外還有一種控制滑鼠的技術是影像辨識,利用影像設備來偵測手部位置

移動的變化控制滑鼠游標,此種控制方式雖與手套滑鼠一樣直觀輕鬆操縱,

但可能會受到活動範圍的限制,還有遮蔽性的問題,在價錢方面,影像辨識

系統也較為昂貴。 

(四) 此手套滑鼠初次使用時，一般使用者僅需用個15至20分鐘的練習時間就可

以輕鬆上手,但對與手指關節活動較有困難的使用者而言,基本上是不適合

也不建議使用的。 

 

5.結論與未來方向 

5.1結論 

本專題做出來的手套滑鼠,具有創新性與實用性,改善了日常生活中在操

作滑鼠上的一些不便之處,使操作電腦時順暢度增加,配上簡單的操作方法加上

可依個人感覺調整滑鼠靈敏度的特性，使得大多數的使用者都能夠接受,目的就

是希望所有使用者都能感受到人鼠合一的感覺。 

 



5.2未來方向 

    後續工作上，首先我們希望能夠再添加製作可以調整各個手指靈敏度數值的

電腦端程式,讓使用者能依自己的感覺去調整靈敏度,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手感。其

次，我們希望進一步縮小電腦接收端硬體的部分，讓攜帶起來更方便。第三，我

們希望在手套滑鼠上，增加一般滑鼠沒有的 PAGE UP、PAGE DOWN、或使用者自

訂的鍵盤功能，讓我們所設計製作的手套滑鼠，在運用上能夠更多元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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