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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石科技开源资料网盘下载链接 

（2017-02-08 更新） 
硬石科技论坛 

www.ing10bbs.com 

硬石科技云盘链接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hare/home?uk=2323956628#category/type=0 

 

硬石 YS-F1Pro 开发板资料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mh7hKdM 密码：cych 

 

硬石 YS-F1Mini 板资料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pLlmKqR 密码:sctd 

 

硬石 YS-F1Pro 开发板 HAL 库例程持续更新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slN8rIt 密码：u6m1 

 

软件工具：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hr8bwk0 密码: n1vj  

 

硬石技术论坛共享文档--硬件设计部分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slOUmjb 密码: qjnd 

 

硬石技术论坛共享文档--软件编程部分 

百度云盘: https://pan.baidu.com/s/1pKFoBUF 密码: niqg 

 

硬石科技 STemWin 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cfwhMu 密码:ebig 

 

硬石科技 FreeRTOS 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jIuESJG 密码:6c9s 

 

硬石科技 uCOS-II & uCOS-III 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i4Ed2DZ 密码:gkqe 

 

硬石科技 Labview 资料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kUWmwlT 密码:gy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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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石模块资料 
模块资料汇总链接：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c2ohqiW 密码：6b6e 

360 云盘：http://yunpan.cn/Oc6efhEW7cGLym  密码 b38c 

 

1.硬石 1 路继电器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hrEHrPa 密码：of46 

2.硬石 3.5 寸 TFT 液晶屏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jHWogRW 密码：0562 

3.硬石 GSM(SIM900A & SIM800)电话短信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i5vY9Op 密码：un36 

4.硬石蓝牙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o86RRmU 密码：gf6x 

5.硬石 MG996R 舵机资料（舵机通用）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gfO2WSV 密码：o5zh 

6.硬石 MPU6050 六轴陀螺仪模块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hr9r9E8 密码：5jab 

7.硬石 NEO-7M(GPS)模块资料 

链接：http://pan.baidu.com/s/1kU5NFON 密码：f6pd 

8.硬石 NRF24L01+ 2.4G 无线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eSfjLdg 密码：rcde 

9.硬石 ST-Link v2 仿真器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gfHHvY7 密码：ri2v 

10.硬石 W5500 以太网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jIq6T4U 密码：oo66 

11.硬石步进电机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eSvyMhO 密码：x2p0 

12.硬石光敏传感器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bpoduqz 密码：d0zz 

13.硬石红外遥控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kVKrc0Z 密码：y6wr 

14.硬石热敏传感器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bF91Wq 密码：fkfl 

15.硬石温湿度传感器资料（AM2302、DHT11 和 DS18B20）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bpBdXAv 密码：cqiw 

16. 硬石 J-link 仿真器驱动 

百度云盘: https://pan.baidu.com/s/1gfln91T 密码:rddq 

17. 硬石 USB 转串口驱动(CH340) 

百度云盘: https://pan.baidu.com/s/1jH87LWy 密码:76og 

18. 硬石 HC-SR501 人体红外感应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dF2mQtz 密码：21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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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硬石有刷直流电机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slJz0O9 密码：p1y3 

20. 硬石 ESP8266 WiFi 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 http://pan.baidu.com/s/1gf4RGqv 密码: kaff 

21. 硬石心率传感器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 https://pan.baidu.com/s/1pLAcceZ 密码: swy5 

22. 硬石 US-100 超声波测距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o8xYlzc 密码：lff9 

23. 硬石 MH-Z14A 二氧化碳传感器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slCOcs1  密码：4645 

24. 硬石 OLED 液晶显示屏资料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eR1yVdS  密码：5h3u 

25. 硬石 SW-420 震动模块传感器资料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eR4MHYa  密码：v7ts 

26. 硬石直流无刷电机(BLDC&&PMSM)资料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bpzJvR5  密码：n64u 

27. 硬石 RFID 射频(RC522)模块资料 

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slhGvuP  密码：4zrw 

28. 硬石串口屏资料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i471rgD  密码：s3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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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我们的配套代码将持续更新，请关注我们论坛最新发布帖子 

 

技术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电     话：020-29814159 

旺     旺：硬石电子 

QQ 交流群：515110016（买家专用，请提供订单号申请） 

 

www.ing10bbs.com
http://www.ing10bb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