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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安全警告：操作不当将引起意外事故或造成不可预估的伤害，必须是具有相

应资格的人员才能操作本产品。

1.1 安全使用工业机器人安全使用工业机器人安全使用工业机器人安全使用工业机器人

本章主要说明操作机器人系统应遵守的安全须知。机器人及有关机器的安装请遵照

国家的法规法令，请由具有工业机器人使用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安装作业。

安装、运转、维修、检查前请务必将本说明书详读，在熟悉所有机器知识、安全信

息与注意事项，然后再使用。

本体及电柜的“警告、注意”标签：为了能够正确有效地使用 AR系列机器人，保

证作业者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避免发生其他机器设备受损等生产事故而设

计的警示标签。

此标签的含义如下图所示。请在充分理解其含义之后，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手册）。

危险 如果忽视此标识操作机器人，推测会导致使用者或机器人运动区域内

人员的伤亡。

警告 如果忽视此标识操作机器人，推测会造成人身伤害及设备损坏的严重

后果。

表 1.1 标签

警告、注意标签 标签上的内容

危险

不正确的安装或操作会导致严重受伤或死

亡。

操作时应在安全范围外。

靠近机器人时应关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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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在操作过程中要远离安全警戒。

靠近机器人前请切断电源。

为了安全进行调整、操作、维修等注意事项：

（1）作业人员请穿戴安全帽、安全服、安全鞋等。

（2）接入电源时，请确认机器人运动范围内没有作业人员。

（3）机器人动作范围内的作业，请确认电源已关闭后进行。

（4）检查维修等作业，有时须在通电状态下进行，此时，必须由两人一组进行作

业，一人在作业时，另一人请确保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随时按下急停按钮，同时作业

前请先确认退避路径

1.2 关于机器人动作范围的术语及其定义关于机器人动作范围的术语及其定义关于机器人动作范围的术语及其定义关于机器人动作范围的术语及其定义

最大可动领域( Maximum space )：是指终端受动器、工件、附加装置等构成机器人

所有部位所能移动的最大空间范围。该范围是单从设计上所预计的范围。

可动限制领域( Restricted space )：是指机器人的移动范围由于限制器等机械装置所

受限的空间。

可动领域( Motion space )：是指利用软件限制的可动空间。

运行领域 (Operating space)：是指任务程序实际操作机器人时，机器人受到限制的

可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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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装注意事项安装注意事项安装注意事项安装注意事项

1.3.1 安装环境安装环境安装环境安装环境

AR系列机器人不属于防爆、防尘、防溅规格，因此不可以安装在以下环境中。

（1）可燃性气体、易燃性液体等环境中。

（2）金属加工切屑等导电物质飞散的环境中。

（3）酸、碱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

（4）切削液、磨削液等烟雾环境中。

（5）含硫的切削液、磨削液等烟雾环境中。

（6）大型变压器、大输出高频发振器、大型电磁接触器、电焊机等电磁干扰源附

近。

1.3.2 作业空间作业空间作业空间作业空间

请事先确保可以安全地进行教导、维修点检等作业的空间后，再安装机器人本体及

周边设备。

1.3.3 将控制器安装在机器人可动限制领域之外将控制器安装在机器人可动限制领域之外将控制器安装在机器人可动限制领域之外将控制器安装在机器人可动限制领域之外

机器人控制器、多功能示教器的悬挂场所应在机器人可动限制领域之外，并且必须

安装在能够确认机器人运行状态的场所。

1.3.4 仪表的安装仪表的安装仪表的安装仪表的安装

压力计、油压计及其它仪表必须安装在操作者能够随时确认的场所。

1.3.5 布线布线布线布线、、、、气管的保护气管的保护气管的保护气管的保护

为避免损坏电线、气管，请利用保护罩或类似物品对其进行保护。

1.3.6 确保确保确保确保 D种接地种接地种接地种接地

用于机器人的电源接地，请使用 D种接地（接地电阻 100Ω以下）。

1.3.7 安装紧急停止开关安装紧急停止开关安装紧急停止开关安装紧急停止开关

为了在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停止机器人运行，请将紧急停止开关安装在操作者容易

操作的位置上。



第一章 安全

4

（1）紧急停止开关请使用红色。

（2）紧急停止开关必须设定成按下开关后、即使其他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机器人

也不可自动复原的状态。

（3）请将紧急停止开关与电源开关分开单独安装。

1.3.8 安装运行状态显示灯安装运行状态显示灯安装运行状态显示灯安装运行状态显示灯

请将显示灯安装在操作者能够确认机器人处于暂时停止、紧急停止还是常停止的位

置上。

1.3.9 安装安全防护栏安装安全防护栏安装安全防护栏安装安全防护栏

利用安全防护栏，确保操作者或第三者无法轻易进入机器人可动限制领域。请按以

下事项设置安全防护栏。

（1）确保安全防护栏无法轻易移动或拆除。

（2）将安全防护栏做成在运行中不易因外力造成损坏或变形的结构。

（3）规定安全防护栏的出入口，并且做成操作者或第三者无法从出入口以外的地

方进出的结构。

（4）做成手足等身体的一部分无法进入防护栏的结构。

（5）请在安全防护栏的出入口采取以下措施。

A.在安全防护栏的出入口安装安全门，并且设置当打开安全门时紧急停止装置能够

自动启动的互锁装置。

B.在安全防护栏的出入口标明“机器人运行时，禁止入内”及“作业时，禁止启动

机器人”，并让操作者严格遵守其规定。

在未安装安全防护栏的情况下、因试运行等需要启动机器人之前，为防止工作人员

进入机器人的可动限制领域内，必须在可动限制领域以外配备能够即时确认机器人运行

状态的监督人员，用于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

1.4 操作注意事项操作注意事项操作注意事项操作注意事项

必需要在我公司技术人员指导下或经过我公司培训并认可的人员，才可以操作机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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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教导作业前的点检教导作业前的点检教导作业前的点检教导作业前的点检

在开始进行教导等作业之前，必须确认点检以下事项，并且在发现有异常情况时，

请立即采取维修及其他必要的措施。

（1）外部电线的包覆及外包装有无损坏；

（2）机器人的运行有无异常（启动时是否有异常的声音、震动）；

（3）紧急停止装置的功能是否正常；

（4）配管有无漏气或漏油；

（5）机器人的可动限制领域内及附近有无障碍物。

1.4.2 确认运行时的注意事项确认运行时的注意事项确认运行时的注意事项确认运行时的注意事项

进行确认运行时，作业者必须移动至机器人工作区域外。

1.4.3 自动运行时的注意事项自动运行时的注意事项自动运行时的注意事项自动运行时的注意事项

（1）自动运行启动机器人时，请确认以下事项后，再启动机器人。

A.机器人的可动限制领域内无作业人员。

B.示教器、工具等均处于规定的位置。

C.机器人和相关设备的故障指示灯没有异常显示。

（2）自动运行期间，检查并确认显示自动运行的指示灯是否亮起。

（3）发生异常情况时的措施：当机器人或配套设备发生异常、必须进入机器人运

动区域内进行应急处理时，请采取启动紧急停止装置等，中止机器人运行，尽可能切断

电源。同时在启动开关上提示“现在正在作业中”等类似信息，以防止其他工作人员误操

作。

（4）自动运行时，不允许突然断电来停止机器人。

1.4.4 维修时的注意事项维修时的注意事项维修时的注意事项维修时的注意事项

（1）在维修规定范围以外不得进行维修。

（2）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拆除安全互锁开关装置。

（3）维修时所需的零部件须使用本公司指定的产品否则会造成无法预估的后果。

（4）维修时需要原厂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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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实施日常点检实施日常点检实施日常点检实施日常点检、、、、定期检查定期检查定期检查定期检查

请务必实施日常点检和定期检查，并在作业前确认机器人及相关机器是否有异常情

况。如果有异常，请立即进行维修及其它必要措施。请记录定期检查和实施维修的具体

内容，并归档保存3年以上。

1.6 安全法规安全法规安全法规安全法规

遵守工业用机器人的相关安全标准。参考“工业机器人安全实施规范

GB/T2086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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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AR 系列工业机器人介绍篇系列工业机器人介绍篇系列工业机器人介绍篇系列工业机器人介绍篇

2.1 AR 系列机器人本体实物图系列机器人本体实物图系列机器人本体实物图系列机器人本体实物图

众为兴 AR系列机器人为桌面型水平四关节机器人，具有高速、高精度的特点，外

形紧凑、结构小巧，本体质量轻，桌面安装，主要应用于 3C领域。图 1.1为众为兴机

器人外形图。

图 2.1 机器人外形图

2.2 机器人的构成及坐标系机器人的构成及坐标系机器人的构成及坐标系机器人的构成及坐标系

AR系列机器人有 3个旋转关节，其轴线相互平行，在平面内进行定位和定向。另

一个关节是移动关节，用于完成末端件在垂直于平面的运动。机器人的关节构成如图 2.2

所示，J1为水平旋转第一关节，J2为水平旋转第二关节，J3为竖直平移第三关节，J4

为水平旋转第四关节。

图 2.2 机器人关节构成图

AR系列机器人坐标系可分为关节坐标系、笛卡尔坐标系、用户坐标系及工具坐标

系，各坐标系遵循右手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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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机器人坐标系示意图

关节坐标系：如图2.3所示，以各运动关节为参照确定的坐标系。其中，J1、J2、J4

关节为旋转关节，机器人正装投影至地面时，逆时针为正，顺时针为负；J3关节为平移

关节，竖直向上为正，竖直向下为负。

笛卡尔坐标系：如图2.3所示，以机器人基座安装面为参照（亦称基坐标系）确定的

坐标系。其中，X、Y的正方向如图所示，Z轴正方向通过右手定则确定。

用户坐标系：固定于工件上的笛卡尔坐标系，是在机器人欲要操作的目标对象工件

的每个作业空间上被定义的三维直角坐标。其工作原点及各轴方向可根据工件实际需要

确定，该坐标系未定义的情况下是基坐标系。

工具坐标系：以工具有效方向为Z轴，以工具末端点为控制点确定的坐标系。

2.3 机器人技术参数机器人技术参数机器人技术参数机器人技术参数

众为兴 AR系列机器人有 AR3215、AR4215、AR5215、AR6520、AR7520、AR8520、

AR7225、AR61030。具体技术参数如表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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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AR系列机器人技术参数表

型号

型号型号

型号 AR3215

AR3215AR3215

AR3215 AR4215

AR4215AR4215

AR4215 AR5215

AR5215AR5215

AR5215 AR6520

AR6520AR6520

AR6520 AR7520

AR7520AR7520

AR7520 AR8520

AR8520AR8520

AR8520 AR7225

AR7225AR7225

AR7225 AR61030

AR61030AR61030

AR61030

种类 水平多关节 水平多关节 水平多关节 水平多关节 水平多关节 水平多关节 水平多关节 水平多关节

轴数 4 4 4 4 4 4 4 4

臂长 300mm 400mm 500mm 600mm 700mm 800mm 700 600mm

轴

规

格

X

轴

手臂长度 100mm 200mm 300mm 300mm 400mm 500mm 400 200mm

旋转范围 ±127° ±127° ±127° ±130° ±130° ±130° ±130° ±135°

Y

轴

手臂长度 200mm 200mm 200mm 300mm 300mm 300mm 300mm 400mm

旋转范围 ±142° ±142° ±142° ±140° ±140° ±140° ±140° ±150°

Z

轴

行程 150mm 150mm 150mm 200mm 200mm 200mm 250mm 300mm

R

轴

旋转范围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最高速

度

X轴 600°/S 600°/S 600°/S 375°/S 300°/S 250°/S 375°/S 375°/S

Y 轴 600°/S 600°/S 600°/S 600°/S 600°/S 600°/S 600°/S 375°/S

X、Y 轴合成 5.23m/s 6.28m/s 7.33m/s 7.1m/s 6.8m/s 6.6m/s 7.72m/s 6.5m/s

Z 轴 1.3m/s 1.3m/s 1.3m/s 1.1m/s 1.1m/s 1.1m/s 1.21m/s 1.39m/s

R 轴 1667°/s 1667°/s 1667°/s 1500°/s 1500°/s 1500°/s 1500°/s 1000°/s

标准循环时间 0.5s 0.45s 0.5s 0.6s 0.7s 0.8s 0.45s 0.8s

重复定

位精度

X、Y 轴 ±0.01mm ±0.01mm ±0.01mm ±0.015mm ±0.015mm ±0.015mm ±0.015mm ±0.03mm

Z 轴 ±0.01mm ±0.01mm ±0.01mm ±0.01mm ±0.01mm ±0.01mm ±0.01mm ±0.015mm

R 轴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额定/最大负载 2kg/5kg 2kg/5kg 2kg/5kg 5kg/10kg 5kg/10kg 5kg/10kg 2kg/5kg 10kg/20kg

R 轴允许装载的惯性力

矩（额定/最大）

0.005 kg·m

2

0.005 kg·m

2

0.005 kg·m

2

0.05 kg·m

2

0.05 kg·m

2

0.05 kg·m

2

0.05 kg·m

2

0.5 kg·m

2

0.035 kg·m

2

0.035 kg·m

2

0.035 kg·m

2

0.2 kg·m

2

0.2 kg·m

2

0.2 kg·m

2

0.035 kg·m

2

1 kg·m

2

用户用信号线

0.2sq×16

线，8路输

出，6路输入

0.2sq×16

线，8路输

出，6路输入

0.2sq×16

线，8路输

出，6路输入

0.2sq×16

线，8路输

出，6路输入

0.2sq×16

线，8路输

出，6路输入

0.2sq×16

线，8路输

出，6路输入

0.2sq×16

线，8路输

出，6路输入

0.2sq×16

线，8路输

出，6路输入

用户配管 Ф6×2 根 Ф6×2 根 Ф6×2 根 Ф6×2 根 Ф6×2 根 Ф6×2 根 Ф6×2 根 Ф6×2 根

限位保护

1、软件限位

2、机械限位

（X、Y、Z

轴）

1、软件限位

2、机械限位

（X、Y、Z

轴）

1、软件限位

2、机械限位

（X、Y、Z

轴）

1、软件限位

2、机械限位

（X、Y、Z

轴）

1、软件限位

2、机械限位

（X、Y、Z

轴）

1、软件限位

2、机械限位

（X、Y、Z

轴）

1、软件限位

2、机械限位

（X、Y、Z

轴）

1、软件限位

2、机械限位

（X、Y、Z

轴）

重量 13.1kg 13.3kg 13.6kg 24.3kg 25kg 26.5kg 20kg 32.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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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机器人的运动空间及外形安装机器人的运动空间及外形安装机器人的运动空间及外形安装机器人的运动空间及外形安装

（1）AR3215 机器人运动空间及外形安装尺寸图

图 2.4 AR3215机器人运动空间图

图 2.5 AR3215机器人外形尺寸图

图 2.6 AR3215机器人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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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R4215 机器人运动空间及外形安装尺寸图

图 2.7 AR4215机器人运动空间图

图 2.8 AR4215机器人外形尺寸图

图 2.9 AR4215机器人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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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R5215 机器人运动空间及外形安装尺寸图

图 2.10 AR5215机器人运动空间图

图 2.11 AR5215机器人外形尺寸图

图 2.12 AR5215机器人安装尺寸图



第二章 AR系列工业机器人介绍篇

13

（4）AR6520 机器人运动空间及外形安装尺寸图

图 2.13 AR6520机器人运动空间图

图 2.14 AR6520机器人外形尺寸图

图 2.15 AR6520机器人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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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R7520 机器人运动空间及外形安装尺寸图

图 2.16 AR7520机器人运动空间

图 2.17 AR7520机器人外形尺寸图

图 2.18 AR7520机器人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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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R8520 机器人运动空间及外形安装尺寸图

图 2.19 AR8520机器人运动空间图

图 2.20 AR8520机器人外形尺寸图

图 2.21 AR8520机器人安装尺寸图



第二章 AR系列工业机器人介绍篇

16

（7）AR7225 机器人运动空间及外形安装尺寸图

图 2.22 AR7225机器人运动空间图

图 2.23 AR7225机器人外形尺寸图

图 2.24 AR7225机器人安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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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R61030 机器人运动空间及外形安装尺寸图

图 2.25 AR61030机器人运动空间图

图 2.26 AR61030机器人外形尺寸图

图 2.27 AR61030机器人安装尺寸



第二章 AR系列工业机器人介绍篇

18

2.5 机器人的安装机器人的安装机器人的安装机器人的安装

2.5.1 确保适当的安装环境确保适当的安装环境确保适当的安装环境确保适当的安装环境

在安装机器人本体以及机器人控制器时，请务必使使用环境与机器人概述“安全注

意事项”中的“3. 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的各个项目相吻合，按照以下说明确认使用场

所的周围环境与各个机器的规格相吻合。还要考虑机器不要受到振动的影响。

如果安装环境不合适，不但不能充分发挥机器人应有的功能，而且还会缩短机器的

使用寿命，甚至发生严重事故。

2.5.1.1 安装环境的条件安装环境的条件安装环境的条件安装环境的条件

AR系列机器人不属防爆、防尘、防溅规格，因此不可以安装在以下环境中。

(1) 可燃性气体、易燃性液体等环境中

(2) 金属加工切屑等导电物质飞散的环境中

(3) 酸、碱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

(4) 切削液、磨削液等烟雾环境中

(5) 含硫的切削液、磨削液等烟雾环境中

(6) 大型变换器、大输出高频发振器、大型接触器、焊接机等电磁干扰源附近

注意：在电子零部件、食品、医疗相关工作等忌讳油成分的环境中使用时，请个别

进行商谈。虽然对机器人本体使用了润滑用的油脂，但是并不是密闭结构。因为有油成

分渗漏的情况，所以请根据所使用的环境选择密封型。

2.5.1.2 环境温度环境温度环境温度环境温度、、、、湿度湿度湿度湿度

动作时的环境温度请控制在 0～40℃的范围内。要保证湿度在 90%以下且无结露。

2.5.1.3 振动振动振动振动

请避免在过度振动和冲击的环境下安装。

2.5.1.4 机器人本体与机器人控制器的连接机器人本体与机器人控制器的连接机器人本体与机器人控制器的连接机器人本体与机器人控制器的连接

机器人本体和机器人控制器，配套调整后出厂。购进多台机器人时，请勿将机器人

本体和机器人控制器的组合配套随意调换。

注意：机器人本体和机器人控制器的序号为相同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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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 机器人本体的安装环境机器人本体的安装环境机器人本体的安装环境机器人本体的安装环境

机器人本体的安装环境如下一页所示。请参考下页的图，准备好具有足够刚性的安

装用台架。

注意：请勿对包括机器人在内的设备进行电气焊接。由于电机编码器和机器人控制

器中通过的电流过大，有可能发生故障。对不得已进行电气焊接的情况，要暂时将机器

人本体和机器人控制器从设备上卸下。

机器人本体的安装环境、条件。

表 2.2 机器人安装示意图

项目 环境、条件

安装用台架的平面度 0.1 / 500mm

安装用台架的刚性 要使用钢、铁材料

安装方向 水平面

环境温度

运行时：0～40℃ 保管、运输时：-10～60℃

湿度

运行时：90%以下（不能结露）保管、运输时：75%以下（不能结露）

振动

运行时：4.9 m/s2 (0.5G) 以下保管、运输时：29.4 m/s2 (3G) 以下

安全的安装环境

非含可燃性气体易燃性液体等环境中·非含酸、碱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

中·非含硫的切削液、磨削液等烟雾环境中·非大型变换器、大输出高

频发振器、大型接触器、焊接机等电磁干扰源附近

非金属加工的切屑等导电物质飞散的环境中·非含有切削液、磨削液等

的烟雾环境中·非有水油切屑直接飞溅的环境中

工作空间等

·要确保充分的点检、拆解空间·在机器人的背后留出配线空间（标准

用 190mm 以上，防尘防溅、清洁用 230mm 以上），请勿把电缆的自

重直接施加在连接器上，要将配线固定在安装面上或者梁上

安装条件 D 种接地（接地电阻 100Ω以下）

地面安装型机器人的安装用台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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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安装用台尺寸图

注意：

① 让机器人高速动作时，会对安装用的台架施加较大的反作用力。为了不使台架

因反作用力引起振动或偏离位置，要让台架具有足够的刚性。将质量大的其他设备与机

器人台架进行机械连接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② 在机器人动作时，有时会使台架发生共振声响（呜呜声）。共振声增大时，要

通过提高台架的刚性或者降低机器人的速度加以调整。

2.5.2 机器人本体的安装方法机器人本体的安装方法机器人本体的安装方法机器人本体的安装方法

(1) 对机器人进行搬运、安装时，请务必阅读“安全注意事项”。

(2) 在本体 Z轴部分的旋转轴和机架部位要涂敷油脂，以便润滑和防止生锈。

如果徒手触摸旋转轴和机架部位或者擦拭油脂，就会失去防锈效果，请对此予以注

意。

[1] 机器人本体的安装

基本的操作标准如以下所示。以该操作标准为参考，进行机器人本体的安装操作。

在此进行说明的前提是已经准备了机器人安装台座并在安装台座上已经开了机器人固

定用的螺钉孔。

注意：安装时务必保证机器人本体和控制器上的流水号是一致的。

(1) 必须 2 人以上进行操作。

(2) 操作人员必须着用安全帽、安全靴、防护眼镜、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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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检查包装是否完好，打开包装箱，确认机器人是否完好。

步骤 2 将第 2轴按压至机械末端，形成安全的搬运状态下，卸下固定螺钉，从木

箱托架上取下机器人本体。

注意：卸下固定螺钉时，要托扶住第 1轴臂，以防止机器人倾倒。

步骤 3

将机器人搬运至机器人安装台架 A面板上，对上各安装孔位，用 4 根螺钉进行暂

时固定。

步骤 4

用 4根固定本体的螺钉和平垫圈固定机器人，固定本体的螺钉：用M8× 25mm（强

度区分 12.9） 进行固定。

步骤 5

螺钉的紧固转矩：38±5N·m

[2] 机器人本体的接地

机器人本体的接地端子要用 5.5mm2以上的配线进行接地。

注意：接地线和接地极要使用专用的产品。请勿与其他的电力、动力、焊接机共用。

2.5.3 机器人控制器的安装方法机器人控制器的安装方法机器人控制器的安装方法机器人控制器的安装方法

将机器人控制器搬运至机器人安装台架 B面板上，将机器人本体与控制器之间的连

接电缆上的重载连接器公头插到控制器上对应母头上。

2.5.4 机器人本体的电气配线机器人本体的电气配线机器人本体的电气配线机器人本体的电气配线、、、、空气配管方法空气配管方法空气配管方法空气配管方法

安装在机器人前端的夹具、工具的电气配线、空气配管请参考机器人本体上预留的

孔位进行安装。

2.5.5 工装夹具的安装方法工装夹具的安装方法工装夹具的安装方法工装夹具的安装方法

工装夹具的安装方法如下图所示。工装夹具中有法兰（用户自行设计）、固定螺钉

（推荐用M5螺钉）等附件。请按照以下的步骤进行安装。

① 请擦除插入法兰的机器人 R轴外周部分的油渍。

② 将已设计好的抱紧式法兰沿机器人 R轴下端装入，并用螺钉紧固。

③ 将气爪、吸盘或其他工具安装于工具安装孔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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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工装夹具的安装方法

2.6 变更机器人的规格变更机器人的规格变更机器人的规格变更机器人的规格

2.6.1 变更机器人的规格的含义变更机器人的规格的含义变更机器人的规格的含义变更机器人的规格的含义

控制机器人的软件以机械的可动作范围为上限，如果在范围之内，则能够任意决定

动作界限。将这种软件上的动作界限称为软件限位，将变更标准设定称为机器人的规格

变更。

为了防止与其他装置的干扰和防止用于夹治具的配线和配管卷入，要根据需要设定

适当的动作界限。

2.6.2 软件限位软件限位软件限位软件限位

2.6.2.1 软件限位的含义软件限位的含义软件限位的含义软件限位的含义

由软件决定的机器人的动作范围界限，称为软件限位。机器人进入由软件限位设定

的范围内之后方为有效。

机械性的动作界限称为机械末端，由机械限动器（机械性的限动器）来设定。为了

防止与机械限动器相冲突，在出厂时按下图所示，将软件限位设定在机械末端的稍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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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机器人在手动操作和自动动作过程中到达软件限位时，就会显示错误信息（详见软

件操作说明），停止运行。

在所有的轴上，动作范围的正方向一侧和负方向一侧分别设定了软件限位。正方向

一侧的软件限位称为正方向软件限位；负方向一侧的软件限位称为负方向软件限位。

图 2.30 机器人轴的运动范围

2.6.2.2 软件限位出厂时的设定值软件限位出厂时的设定值软件限位出厂时的设定值软件限位出厂时的设定值

在下表列出了软件限位出厂时的设定值。软件限位出厂时的设定（AR系列：地面

安装型）

表 2.3 出厂软限位设定值

机器人的型号

AR系列

AR3215、AR4215、AR5215 AR6520、AR7520、AR8520

第 1轴

正方向 120° 120°

负方向 -120° -120°

第 2轴

正方向 135 ° 135 °

负方向 -135 ° -135 °

第 3轴

正方向 10 mm 10 mm

负方向 -125 mm -17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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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轴

正方向 360 ° 360 °

负方向 -360 ° -360 °

2.6.2.3 软件限位的变更软件限位的变更软件限位的变更软件限位的变更

机器人与其他装置相干扰时，请变更软件限位，缩小动作范围。

由于机器人的动作而使夹治具用空气配管以及配线受到拉伸时，也需要变更软件限

位、缩小动作范围。

注意：在对软件限位进行变更时，所设定的机器人的动作范围必须是位于初始值内

侧的范围。

2.6.2.4 变更软件限位时的注意事项变更软件限位时的注意事项变更软件限位时的注意事项变更软件限位时的注意事项

（1）请确认机器人在实际的操作环境下的动作范围。

（2）请注意不要把单位搞错。

（3）如果错误地将动作范围过度缩小，则会发生机器人不运行的情况。

2.6.2.5 软件限位的变更步骤软件限位的变更步骤软件限位的变更步骤软件限位的变更步骤

关于软件限位的变更步骤进行说明详见软件操作说明。

2.7 维护维护维护维护

2.7.1 维护点检作业的种类与目的维护点检作业的种类与目的维护点检作业的种类与目的维护点检作业的种类与目的

请进行下表所列出的维护点检作业。

表 2.4 维护点检作业的种类与目的

No 种类 目的

1 日常点检 为了安全地使用机器人，在每天开始工作之前首先要进行的是点检作业。

2 3 个月点检

为了维持机器人的精度和防止因控制器过热造成的故障，需每 3 个月进行一

次点检整理作业。

3 6 个月点检

为了防止发生容易酿成重大事故的烧损、破损等，每 6个月对机器人的旋转、

滑动部位的磨损进行一次点检整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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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年点检 同步带的点检

注意：维护点检作业中，大多是在机器人的可动范围进行的操作，因为发生事故的

机率较大，所以要依照各国法规法令并由有资格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在进行维护点检

操作时，请务必阅读“安全注意事项”中的“操作注意事项”和本章。

2.7.2 日常点检日常点检日常点检日常点检

每天开始工作之前，请按照下表实施作业。

表 2.5 日常点检表

No. 点检部位或者运行

控制器电源

状态

点检方法 判定基准 有不良情况时的处置方法

1

连接器部分以及其连

接对象

OFF 目测

无松动、拔

脱、 污垢

正规地插入以及实施清扫

2

电缆部分以及机器人

外部电缆

OFF 目测

无损伤、裂

痕

修理、更换

3 多功能示教器 ON 目测 显示 修理、更换

4

多功能示教器紧急停

止按钮

ON

按压紧急

停止按钮

紧急停止 修理、更换

2.7.3 3 个月点检个月点检个月点检个月点检

3个月点检项目，请按照下表实施。

表 2.6 3个月点检表

No.

点检部位或

者运行

控制器电

源的状态

点检方法 判定基准

不良情况的处理方

法

1

固定机器人

底座的螺钉

OFF

用转矩扳手测定

紧固转矩

无松动规定转矩：

35±8N·m

用规定转矩紧固

同步皮带点检，点检项目

表 2.7 点检皮带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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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点检项目

控制器的电

源状态

点检

方法

判定基准 不良情况的处理方法

1

3,4轴的同

步皮带

OFF 目测

无齿的缺损和显著

的磨损

请与本公司机器人服务部门

联系。

2.8 保养保养保养保养

表 2.8 日常保养列表

No. 保养项目

控制器的电

源状态

检查

方法

判定基准 不良情况的处理方法

1

滚珠丝杆滚

珠花键

OFF 目测

是否表面均匀的覆

盖油

在丝杆表面均匀的抹防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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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AR 系列机器人电气篇系列机器人电气篇系列机器人电气篇系列机器人电气篇

3.1 AR 系列机器人机械本体电气系列机器人机械本体电气系列机器人机械本体电气系列机器人机械本体电气

3.1.1 72pin 本体电气接线图本体电气接线图本体电气接线图本体电气接线图

3.1.1.1 72pin 电机动力线接线示意图电机动力线接线示意图电机动力线接线示意图电机动力线接线示意图

图 3.1 72pin动力线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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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72pin 电机编码器线接线示意图电机编码器线接线示意图电机编码器线接线示意图电机编码器线接线示意图

图 3.2 72pin编码器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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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72pin 机械本体机械本体机械本体机械本体 I/O 接线示意图接线示意图接线示意图接线示意图

图 3.3 72pinI/O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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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48pin 本体电气接线图本体电气接线图本体电气接线图本体电气接线图

3.1.2.1 48pin 电机动力线接线示意图电机动力线接线示意图电机动力线接线示意图电机动力线接线示意图

图 3.4 48pin动力线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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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48pin 电机编码器线接线示意图电机编码器线接线示意图电机编码器线接线示意图电机编码器线接线示意图

图 3.5 48pin编码器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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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 48pin 机械本体机械本体机械本体机械本体 I/O 接线示意图接线示意图接线示意图接线示意图

图 3.6 48pinI/O接线示意图

3.2 机器人控制器机器人控制器机器人控制器机器人控制器

3.2.1 系统组成系统组成系统组成系统组成

驱控一体机系统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1）QC400驱控一体机；

（2）手持示教器；

（3）连接线缆。

3.2.2 驱控一体机说明驱控一体机说明驱控一体机说明驱控一体机说明

如图所示为驱控一体机侧面示意图。驱控一体机集成多 CPU(ARM9+DSP+FPGA)

控制模块、高性能伺服驱动模块、I/O模块、显示模块、通讯模块为一体。

接口处主要包括：电机动力线、编码器线、IO线、电源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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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C400（72pin）侧面示意图

B QC400（48pin）侧面示意图

图 3.7 QC400侧面示意图

1—电机动力线、编码器线、IO线接口 2—手持示教器接口 3—IO板接口 4—电源进线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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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示教器说明示教器说明示教器说明示教器说明

如图所示为手持示教器正面示意图。

图 3.8 手持盒正面示意图

手持示教器背面示意图：

图 3.9 手持示教器背面示意图

示教器操作界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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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操作界面显示

示教器显示界面如上图所示，客户可根据实际需求，对机器人参数进行设置，示教

器具体的设置与使用方式详见“第四章 众为兴机器人的示教器操作篇”。

3.2.4 功能概述功能概述功能概述功能概述

（1）技术参数

表 3.1 驱控一体机技术参数

型号 ADT-QC400

手持示教器

显示屏 彩色显示屏，分辨率 800*600

编程语言 G代码

示教方式 手动示教

尺寸/重量 355mm*248mm*70mm/2KG

QC400驱控

一体机

驱控功能

控制轴数 4轴

支持电机类型

支持全数字 AC伺服（山洋、松下、多摩川、众为

兴等多种品牌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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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检测方式 检测编码器（增量式/绝对式）

功率 单轴功率低于 1.2KW，四轴合计功率低于 3KW

外部输入 标准 IO 34路（带光耦隔离）

外部输出 标准 IO 27路（6路继电器、21路 NPN开路集电极）

运动控制功能

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连续轨迹、轨迹跟随、各类

加减速等

坐标系

关节坐标系、世界坐标系、工具坐标系、用户坐标

系

坐标显示方式 笛卡尔坐标、关节坐标

外部通讯

RS-232：2CH（9针）、Ethernet：1CH

（100Mbps/10Mbps）USB2.0：2CH

尺寸/重量

长(含航空头)517mm * 宽 160mm * 高

273mm/20KG

电源 单相 AC200V~230V以内，50Hz

2）产品配置

表 3.2 产品配置

物品名称 说明 数量

QC400 主机控制器 1台

插头 主机供电插头 1个

USB USB程序下载线 1根

串口线 9针母对母串口线 1根

连接线 主机与电机、编码器连接线 1根

输入接线 37针主机输入端口接线 1根

输入板 I/O输入板 1块

输出接线 25针主机输出端口接线 1根

输出板 I/O输出板 1块

RPB06 手持示教器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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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规格

表 3.3 基本规格

气候条件

温度

工作 -5℃～50℃

贮存运输 -30℃～70℃

相对湿度

工作 20％～90％（℃）

贮存运输 10％～95％（℃）

大气压力 86Kpa～106Kpa

（4）系统功能

ADT-QC400四轴 SCARA机器人控制器，硬件部分：创新的采用运动控制系统与

伺服驱动系统集成设计技术，达到伺服驱动、控制之间真正的全闭环控制。软件部分，

采用先进的 3D空间圆弧、NURBS插补算法技术、伺服震动抑制技术、加工速度自动

优化技术，兼容机器人 G代码、PLC（IEC61131-3）编程的二次开发环境，满足 SCARA

机器人各类应用场合。

3.2.5 外部接线外部接线外部接线外部接线

3.2.5.1 系统构成图系统构成图系统构成图系统构成图

使用驱控一体机前，用户需完成系统接线，接线分布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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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系统构成图（72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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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系统构成图（48pin）

图 3.11 系统构成图

四轴水平关节机器人平面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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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四轴水平机器人平面图

工业机器人各轴定义如下：大臂为 J1 轴，小臂为 J2 轴，上下轴为 J3 轴，旋转轴为

J4 轴。

3.2.5.2 产品各部位说明产品各部位说明产品各部位说明产品各部位说明

（（（（1））））72PIN 重载版本重载版本重载版本重载版本

图 3.13 驱控一体端子说明图（72PIN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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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PIN 重载版本重载版本重载版本重载版本

图 3.14 驱控一体端子说明图（48PIN重载）

QC400 驱控一体机有多个外部接线端口，各端口名称及功能介绍如下表所示：

表 3.4 驱控一体机端口列表

端口标识 名称 功能介绍

MOTOR 重载连接器 连接伺服电机及 IO

AC IN 190~240V交流电源 电源输入端子

HM1 24芯航空插头 手持示教器连接端子

EXT 双档位开关 系统锁定端子

POWER LED指示灯 显示主机供电状态

SERVO ON LED指示灯 显示伺服使能状态

RUN LED指示灯 显示系统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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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RM LED指示灯 显示系统报警状态

LAN 以太网接口 网络通讯

MEM USB2.0接口 U盘通讯

USB USB1.1接口 USB通讯

COM1 RS232接口 串口通讯

COM2 RS232接口 串口通讯

INPUT 输入接口 IO接线板连接端子

OUTPUT 输出接口 IO接线板连接端子

GND 24V电源地 IO外部供电电源地

P24 24V电源正 IO外部供电电源正极

FUSE 保险管 IO板上的 24V保险管

3.3 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电气连接电气连接电气连接电气连接

3.3.1 电源线的连接电源线的连接电源线的连接电源线的连接

驱控一体机电源线端子（AC IN）连接示意图如下所示：

1

2

3

L

N

PE

单相

AC(190~240V)

50/60Hz

R

S

FG

图 3.15 电源端子示意图

接线端子规格：3位，单层，母头，脚间距 10.16mm，黑色，两端带卡扣，总高 29mm；

电源线线缆规格为：3芯，200mm，2.5mm2。

IO板需外部提供 24V电源，接线示意图如下所示：

图 3.16 开关电源示意图

表 3.5 开关电源引脚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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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引脚号 对应信号 功能

1 24V 24V电源

2 GND 地

注意：IO板提供 24V电源之后，16芯 IO线及数字输入输出板中多个内部 24V电

源可供客户使用。

3.3.2 重载连接电缆重载连接电缆重载连接电缆重载连接电缆

众为兴有两种重载接线端子标准，一种是 72Pin，一种是 48Pin；

为使接线清晰，在后面的各种电机的实际接线图中给出了线号，均是指 72Pin的线

号。如果用到的是 48Pin插头，请按实际定义描述（如 U/V/W，PS2+这种描述）来接。

关于 48Pin的接线端子完整定义，见下文。

3.3.2.1 两种两种两种两种 MOTOR 端口端口端口端口<72Pin>/<48Pin>的排列图的排列图的排列图的排列图

MOTOR端口为母座的 72PIN重载连接器。端子定义及引脚排列图如下所示：

图 3.17 72pin重载连接器端口定义

MOTOR端口为母座的 48PIN重载连接器。端子定义及引脚排列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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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48pin重载连接器端口定义

3.3.2.2 MOTOR 端子端子端子端子<72Pin>信号说明信号说明信号说明信号说明

表 3.6 重载连接器端子信号说明

72Pin重载连接器端子编号 信号说明

1/4/7/10/13/16 电机 1/2/3/4/5/6动力线端子 U相输入

2/5/8/11/14/17 电机 1/2/3/4/5/6动力线端子 V相输入

3/6/9/12/15/18 电机 1/2/3/4/5/6动力线端子W相输入

19/20/21/22/23/24 空

25/26/27/28/29/30 IO信号输入

31/32 继电器 1，继电器 2

33/34/35/36 IO信号输出

37/38 继电器 3，继电器 4

39 内部 24V电源

40 24V _GND

41/42/43/44/45/46/47/48 空

49/50/57/58/65/66 电机 1/2/3/4/5/6编码器接地引脚 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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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6/63/64/71/72 电机 1/2/3/4/5/6编码器供电引脚 5V

53/54/61/62/69/70

电机 1/2/3/4/5/6编码器信号负 PS1-/ PS2-/ PS3-/ PS4-/ PS5-/

PS6-

51/52/59/60/67/68

电机 1/2/3/4/5/6编码器信号正 PS1+/ PS2+/ PS3+/ PS4+/

PS5+/PS6+

为方便用户接线，QC400出厂时，一种配置为 72针公插体，公插体端连接电缆线，

用户只需将电缆线端与电机编码器线、动力线、IO口对接即可。电缆线分为三条，分

别是：26芯电机线、20芯屏蔽线、16芯屏蔽线。

26芯双绞线——电机编码器线（四个电机编码器线端）；

20芯双绞线——电机 UVW动力线（四根电机动力线端）；

16芯双绞线——输入输出信号线（6路输入+4路输出+4路继电器端）。

（1）26芯编码器线定义

表 3.7 26芯双绞线定义

PCBA 定义 72Pin重载连接器端子编号 26芯带屏蔽的双绞线（线色）

Motor 1

GND 49 灰红

5V 55 灰黑

PS1- 53 白红

PS1+ 51 白黑

Motor 2

GND 50 橙红

5V 56 橙黑

PS2- 54 粉红

PS2+ 52 粉黑

Motor 3

GND 57 黄红

5V 63 黄黑

PS3- 61 灰红红

PS3+ 59 灰黑黑

Motor 4 GND 58 白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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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芯动力线定义

20 芯双绞线定义为电机动力线，各引脚定义如下表。

表 3.8 20芯双绞线定义

PCBA 定义 72Pin重载连接器端子编号 20芯带屏蔽的双绞线（线号）

Motor 1

U 1 1

V 2 2

W 3 3

Motor 2

U 4 4

V 5 5

W 6 6

Motor 3

U 7 7

V 8 8

W 9 9

Motor 4

U 10 10

V 11 11

5V 64 白黑黑

PS4- 62 橙红红

PS4+ 60 橙黑黑

Motor5

GND 65 粉红红

5V 71 粉黑黑

PS5- 69 黄红红

PS5+ 67 黄黑黑

Motor 6

GND 66 灰红红红

5V 72 灰黑黑黑

PS6- 70 白红红红

PS6+ 68 白黑黑黑

外壳 屏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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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12 12

Motor5

U 13 13

V 14 14

W 15 15

Motor 6

U 16 16

V 17 17

W 18 18

屏蔽线 外壳 黄绿

（3）16芯 IO线定义

驱控一体机除了数字输入输出引脚端定义了多个输入输出之外，在重载甩线端也定

义了一定数量的输入输出，当此处输入输出端口数量够用时，用户可以不用后面的端口。

16芯双绞线各引脚定义如下：

表 3.9 16芯双绞线定义

定义 72Pin重载连接器端子编号 16芯带屏蔽的双绞线（线色）

IN28 25 灰红

IN29 26 灰黑

IN30 27 白红

IN31 28 白黑

IN32 29 橙红

IN33 30 橙黑

Relay1（继电器 23） 31 粉红

Relay2（继电器 24） 32 粉黑

OUT19 33 黄红

OUT20 34 黄黑

OUT21 35 灰红红

OUT22 36 灰黑黑

Relay3（继电器 25） 37 白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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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y4（继电器 26） 38 白黑黑

内部 24V电源 39 橙红红

GND 40 橙黑黑

16芯 IO线缆端有四路继电器输出，实际使用中，机器人所用电机常带有刹车，由

继电器的开关状态来打开或者关闭电机刹车。刹车具体接线方式可参考“接线实例”。

注意：重载端 16芯 IO线总共输入输出合计带载能力为 500mA电流，建议尽量使

用输入输出板（ADT-9137、ADT-9125）上的 IO信号。

3.3.2.3 MOTOR 端子端子端子端子<48Pin>信号定义信号定义信号定义信号定义

表 3.10 重载连接器端子信号说明

48Pin重载连接器端子编号 信号说明

A1/A4/B1/B4 电机 1/2/3/4动力线端子 U相输入

A2/A5/B2/B5 电机 1/2/3/4动力线端子 V相输入

A3/A6/B3/B6 电机 1/2/3/4动力线端子W相输入

D2/D3/D4 IO信号输入

C1/C2 继电器 1，继电器 2

C5/C6/D1 IO信号输出

C3/C4 继电器 3，继电器 4

D5 内部 24V电源

D6 24V _GND

E5/E6/F5/F6/G5/G6/H5/H6 空（注 1）

E1/F1/G1/H1 电机 1/2/3/4编码器接地引脚 GND

E2/F2/G2/H2 电机 1/2/3/4编码器供电引脚 5V

E3/F3/G3/H3 电机 1/2/3/4编码器信号负 PS1-/ PS2-/ PS3-/ PS4-

E4/F4/G4/H4 电机 1/2/3/4编码器信号正 PS1+/ PS2+/ PS3+/ PS4+

PE 外壳（屏蔽线）

为方便用户接线，QC400出厂时，配有 48针公插体，公插体端连接电缆线，用户

只需将电缆线端与电机编码器线、动力线、IO口对接即可。电缆线分为三条，分别是：



第二章 AR系列工业机器人介绍篇

49

19芯电机线、16芯屏蔽线、16芯屏蔽线。

19芯双绞线——电机编码器线（四个电机编码器线端）；

16芯双绞线——电机 UVW动力线（四根电机动力线端）；

16芯双绞线——输入输出信号线（3路输入+3路输出+4路继电器端）。

注 1：驱控一体机 48针分为 QC400-C06和 QC400-D00两种，可在驱控一体机上查

阅标签确定为哪种版本，目前 AR系列机器人使用的是 QC400-C06系列驱控一体机，

FR 系列机器人使用的是 QC400-D00 系列驱控一体机。在 QC400-D00 版本中，

E5/E6/F5/F6/G5/G6/H5/H6均有定义，详见后面 20芯 IO定义。

各段子接线一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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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芯编码器线定义

表 3.11 16芯双绞线定义

PCBA 定义 48Pin重载连接器端子编号 16芯带屏蔽的双绞线（线色）

Motor 1

GND E1 灰红

5V E2 灰黑

E1- E3 白红

E+ E4 白黑

Motor 2

GND F1 橙红

5V F2 橙黑

E2- F3 粉红

E2+ F4 粉黑

Motor 3

GND G1 黄红

5V G2 黄黑

E3- G3 灰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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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路外接编码器定义

图 3.19 驱控一体机M5/M6正视图

表 3.12 外接编码器定义

E3+ G4 灰黑黑

Motor 4

GND H1 白红红

5V H2 白黑黑

E4- H3 橙红红

E4+ H4 橙黑黑

外壳 屏蔽线

PCBA 定义

2路外接编码器端子编号

10PIN插头线（2pcs）

8芯航空头标号

M5/M6

E3+ E1 1

E3- E2 2

E2+ E3 3

E2- E4 4

E1+ F1 5

E1- F2 6

5V F3 7

GND 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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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绝对式电机接线：E1+、E1-为串行通信数据信号；增量式电机接线：E1+、

E1-对应 A+、A-信号，E2+、E2-对应 B+、B-信号，E3+、E3-对应 Z+、Z-信号。

（3）19芯动力线定义

19芯双绞线定义为电机动力线，各引脚定义如下表。

表 3.13 19芯双绞线定义

PCBA 定义 48Pin重载连接器端子编号 19芯带屏蔽的双绞线（线号）

Motor 1

U 1 A1

V 2 A2

W 3 A3

Motor 2

U 4 A4

V 5 A5

W 6 A6

Motor 3

U 7 B1

V 8 B2

W 9 B3

Motor 4

U 10 B4

V 11 B5

W 12 B6

屏蔽线 外壳 黄绿

（4）16芯 IO线定义

驱控一体机除了数字输入输出引脚端定义了多个输入输出之外，在重载甩线端也定

义了一定数量的输入输出，当此处输入输出端口数量够用时，用户可以不用后面的端口。

16芯双绞线各引脚定义如下：

表 3.14 16芯屏蔽线定义

定义 48Pin重载连接器端子编号 16芯带屏蔽的双绞线（线色）

Relay1（继电器 23） C1 灰红

Relay2（继电器 24） C2 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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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y3（继电器 25） C3 白红

Relay4（继电器 26） C4 白黑

OUT19 C5 橙红

OUT20 C6 橙黑

OUT21 D1 粉红

IN28 D2 黄红

IN29 D3 黄黑

IN30 D4 灰红红

内部 24V电源 D5 白黑黑+橙红红

GND D6 白红红+橙黑黑

16芯 IO线缆端有四路继电器输出，实际使用中，机器人所用电机常带有刹车，由

继电器的开关状态来打开或者关闭电机刹车。刹车具体接线方式可参考“接线实例”。

注意：重载端 16芯 IO线总共输入输出合计带载能力为 500mA电流，建议尽量使

用输入输出板（ADT-9137、ADT-9125）上的 IO信号。

（5）QC400-D00版本 20芯 IO定义：

表 3.15 20芯屏蔽线定义

定义 48Pin重载连接器端子编号 20芯带屏蔽的双绞线（线色）

Relay1（继电器 23） C1 灰红

Relay2（继电器 24） C2 灰黑

Relay3（继电器 25） C3 白红

Relay4（继电器 26） C4 白黑

OUT19 C5 橙红

OUT20 C6 橙黑

OUT21 D1 粉红

OUT22 E5 粉黑

IN28 D2 黄红

IN29 D3 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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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30 D4 灰红红

IN31 E6 灰黑黑

IN32 F5 白红红

IN33 F6 白黑黑

内部 24V电源 D5 橙红红

GND D6 橙黑黑

内部 24V电源 G5 粉红红

内部 24V电源 G6 粉黑黑

内部 24V电源 H5 黄红红

GND H6 黄黑黑

PE 外壳 屏蔽线

注意：本图中，刹车线圈请使用 G5/G6/H5电源，例如：Z轴刹车一端可接 C3，另

一端则可接 G5、G6、H5中的某一个。

3.3.3 数字数字数字数字 I/O

3.3.3.1 数字输入端口数字输入端口数字输入端口数字输入端口

QC400中包含一个扩展接线板，该板由外部 24V电源独立供电，具有 34路普通输

入和 27路普通输出（包含 6路继电器输出），输入有效电平可根据公共端所配置的电

压来确定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输出为开漏输出。

输入接口定义及引脚功能

INPUTCOM——输入公共端：由外部 24V或者 12V电源供电。

数字输入接口采用一个 37针 DB头和 20针插座，包含电源和公共接线端口。

数字输入端口引脚排列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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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数字输入端口

注意：输入板中包含 3个 INPUTCOM输入端，客户只需给其中任意一个公共端提

供电源即可使用输入板上的所有输入端。

各个输入端口定义及引脚功能如下表所示：

表 3.16 数字输入端口定义

引脚 端口定义 功能介绍 引脚 端口定义 功能介绍

1 IN0 普通输入端口 2 IN1 普通输入端口

3 IN2 普通输入端口 4 IN3 普通输入端口

5 GND_24V 24V电源地 6 INPUTCOM

输入公共端，接外部或内

部提供的电源（24V+）

7 IN4 普通输入端口 8 IN5 普通输入端口

9 IN6 普通输入端口 10 IN7 普通输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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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24V 内部 24V电源 12 IN8 普通输入端口

13 IN9 普通输入端口 14 IN10 普通输入端口

15 IN11 普通输入端口 16 GND_24V 24V电源地

17 INPUTCOM

输入公共端，接外部或

内部提供的电源（24V+）

18 IN12 普通输入端口

19 IN13 普通输入端口 20 IN14 普通输入端口

21 IN15 普通输入端口 22 IN16 普通输入端口

23 IN17 普通输入端口 24 P24V 内部 24V电源

25 IN18 普通输入端口 26 IN19 普通输入端口

27 IN20 普通输入端口 28 IN21 普通输入端口

29 GND_24V 24V电源地 30 INPUTCOM

输入公共端，接外部或内

部提供的电源（24V+）

31 IN22 普通输入端口 32 IN23 普通输入端口

33 IN24 普通输入端口 34 IN25 普通输入端口

35 P24V 内部 24V电源 36 IN26 普通输入端口

37 IN27 普通输入端口

数字输入简要内部电路：

图 3.21 数字输入内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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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接线图如下：

图 3.22 数字输入相关接线图

外接模块中的“+”端为接近开关的电源正极，“-”端为接近开关的地线。

注意：OUT端为输出信号，普通接近开关选工作电源为 10-30V，且为 NPN输出，

光电开关也类似。

普通输入接口，根据公共输入端的电平情况，对应输入有效电平也不同。

（a）公共端接地，输入高电平有效

（b）公共端接高电平，输入低电平有效

图 3.23 输入端子 INPUTCOM端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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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 数字输出端口数字输出端口数字输出端口数字输出端口

输出端口采用一个 25针 DB头和 20针插座，包含电源接线端口。

数字输出端口引脚排列如图所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OUT_0

OUT_1

OUT_2

OUT_3

P24V

OUT_5

OUT_6

OUT_7

P 24V

OUT_10

OUT_11

OUT_12

OUT_13

P 24V

OUT_14

OUT_15

OUT_16

OUT_17

P24V

OUT_4

OUT_8 SVST_A

EMSST_ASVST_B

EMSST_B

图 3.24 数字输出端口

使用外部 DC24V电源对 IO板供电之后，输出引脚 5、10、18、23电压为 24V，可

供给外部使用。

系统输出信号包括两路继电器接点输出，其中“SVST_A”和“SVST_B”为一路继

电器；“EMSST_A”和“EMSST_B”为另一路继电器。

输出端口定义及引脚功能如下表所示：

表 3.17 数字输出端口定义

引脚 端口定义 功能介绍 引脚 端口定义 功能介绍

1 OUT0 普通输出端口 2 OUT1 普通输出端口

3 OUT2 普通输出端口 4 OUT3 普通输出端口

5 P24V 内部 24V电源 6 OUT4 普通输出端口

7 OUT5 普通输出端口 8 OUT6 普通输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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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OUT7 普通输出端口 10 P24V 内部 24V电源

11 OUT8 普通输出端口 12 SVST_B 继电器 A接口

13 EMSST_B 继电器 B接口 14 OUT10 普通输出端口

15 OUT11 普通输出端口 16 OUT12 普通输出端口

17 OUT13 普通输出端口 18 P24V 内部 24V电源

19 OUT14 普通输出端口 20 OUT15 普通输出端口

21 OUT16 普通输出端口 22 OUT17 普通输出端口

23 P24V 内部 24V电源 24 SVST_A 继电器 A接口

25 EMSST_A 继电器 B接口

数字输出简要内部电路：

图 3.25 数字输出内部电路

与机床的接线图（以主轴正转为例）：

图 3.26 数字输出相关接线图

继电器内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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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继电器内部电路图

表 3.18 继电器端子功能

信号名称 SVST_A ~ SVST_B

输出端子 OUTPUT-12 ~ OUTPUT-24

信号逻辑

输出端子

信号输出

开启 短路

OFF

ON

功能 伺服状态为 on时，输出端子短路

信号计时

通过输出板上的继电器端口控制电机刹车打开与关闭接线图：



第二章 AR系列工业机器人介绍篇

61

图 3.28 刹车端口接线

注意：上图中的接线方式灵活，端口号 12、24位置可互换，电机侧刹车线端子也

可互换。

3.3.4 通信端口通信端口通信端口通信端口

为便于驱控一体中伺服程序的升级与维护，QC400与 PC机通过 COM1端口通信，

COM1端口采用标准的 DB9母头端子，采用 RS-232接口，无需电平转接板。端口定义

如图所示：

图 3.29 COM1端口示意图

各个引脚功能与说明如表所示：

表 3.19 COM1端子信号说明

引脚编号 信号名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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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DSP_RX 第 2号 DSP芯片信号接收端

2 1#DSP_TX 第 1号 DSP芯片信号发送端

3 1#DSP_RX 第 1号 DSP芯片信号接收端

4 悬空 悬空

5 GND 地线

6 2#DSP_TX 第 2号 DSP芯片信号发送端

7 悬空 悬空

8 3#DSP_TX 第 3号 DSP芯片信号发送端

9 3#DSP_RX 第 3号 DSP芯片信号接收端

10 PE 屏蔽线

QC400驱控一体伺服调试时，通过 COM1端子与 PC机相连，连接示意图如下：

图 3.30 COM1端口与 RS232串口端连接示意图

3.3.5 COM2 端口接线端口接线端口接线端口接线

为便于驱控一体中控制器的维护，QC400驱控一体上提供 COM2通信端口，COM2

端口采用标准的 DB9公头端子，无需电平转接板。端口定义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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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COM2端口示意图

各个引脚功能与说明如表所示：

表 3.20 COM2端子信号说明

引脚编号 信号名称 说明

1 RX1 第 1号信号接收端

2 TX0 第 0号信号发送端

3 RX0 第 0号信号接收端

4 悬空 悬空

5 GND 地线

6 TX1 第 1号信号发送端

7 悬空 悬空

8 485_A

使用 485时的通信接口

9 485_B

10 PE 屏蔽线

3.3.6 LAN 端口端口端口端口

QC400驱控一体机提供以太网接口，支持 TCP/UDP协议。网口接口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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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LAN网口

各个引脚功能与说明如表所示：

表 3.21 LAN网口端子信号说明

引脚编号 信号名称 说明

1 TX+ 发送数据+

2 TX- 发送数据-

3 RX+ 接收数据+

4 N/C 双向数据

5 N/C 双向数据

6 RX- 接收数据-

7 N/C 双向数据

8 N/C 双向数据

3.3.7 USB 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QC400驱控一体提供标准的 USB通信接口：USB和MEM；端口内部引脚排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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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USB端子

各个引脚功能与说明如表所示：

表 3.22 LAN端子信号说明

引脚编号 信号名称 说明

1 VBUS USB电源端（+5V）

2 D- 信号负

3 D+ 信号正

4 GND 地线

5 悬空 悬空

6 悬空 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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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产品安装尺寸图产品安装尺寸图产品安装尺寸图产品安装尺寸图

图 3.34 驱控一体外形尺寸图

对机械手臂电机动力线、编码器线、IO线连接时，必须切断用户所有的主电源

之后，方能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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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众为兴机器人的众为兴机器人的众为兴机器人的众为兴机器人的示教器示教器示教器示教器操作篇操作篇操作篇操作篇

4.1 按键按键按键按键

众为兴驱控一体机 RPB-06示教器，采用按键加触摸控制模式，控制器整个界面有

3个手动开关（钥匙开关、急停开关以及示教器背面一个黄色三档开关）和 53个薄膜开

关，合理的布局搭配，让操作更加的方便、快捷、安全。

示教器图片：

图 4.1 示教器

（（（（1）））） 示教器手动开关示教器手动开关示教器手动开关示教器手动开关

表 4.1 示教器手动开关

按键 说明

A/Lock/M：钥匙开关，A(Auto 自动)、Lock（锁定）、M（Manual 手动）

三种模式切换，在 Lock模式下，PC才可以控制系统。

STOP：急停，在运行期间存在机器人可能与外围设备发生碰撞危险时的紧

急情况下使用，按按钮用于关闭电机使能。并且熄灭[Mot]指示灯。

钥匙开关

急停开关

按键

触控液晶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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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手动使能，此为三档点动开关，一档为常开状态，开关常态处于一

档。轻触压至二档为手动上使能，松开关闭使能。重触压至三档为急停报

警，按“复位”可清除报警。

（（（（2））））示教器按键说明示教器按键说明示教器按键说明示教器按键说明

示教器按键略缩图：

图 4.2 示教器按键

表 4.2 按键说明

按键 说明

快捷键

快捷键快捷键

快捷键：在屏幕选择子菜单框内的各个菜单时使用。如左图所示：

选择菜单框的“程序”菜单，请按[F1]。依次对应。

Shift：复合功能键，可以与其他按键组合成快捷功能键。

复位

复位复位

复位：复位功能键，用于清除系统报警、运动状态。

速度

速度速度

速度：速度倍率，手动模式下快速调整速度。低中高分别对应 30%、

70%、120%倍率速度。

Mot：伺服使能功能；

LED灯闪烁——未使能，待使能状态；

LED灯常亮——使能 OK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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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灯不亮——未使能，手动不能使能，需按“Mot”键至

待使能状态；

单段

单段单段

单段：用于手动、自动下单步运行。

暂停

暂停暂停

暂停: 暂停加工，通过再次按下[启动]，继续加工。

启动

启动启动

启动：用于自动运行模式下的程序。

轴操作按键

轴操作按键轴操作按键

轴操作按键：

操作机器人各轴运动。

在四轴 SCARA机器人中：

X- 、X+ 对应 大臂轴

Y- 、Y+ 对应 小臂轴

Z- 、Z+ 对应 上下轴

C- 、C+ 对应 旋转轴

方向键

方向键方向键

方向键：方向键，通过按下[ / / / ]

上、下、左、右键移动选择项或功能时使用，当 shift+上、下、左、

右键可快速进行翻页。

Enter/Yes：确认/允许键，选择时使用。

Esc/No：取消/拒绝键，选择时使用。

R1-R5：系统备用自定义按键。

文件

文件文件

文件：快速打开文件管理目录。

坐标系

坐标系坐标系

坐标系：关节坐标系、笛卡尔坐标系之间切换。

单步

单步单步

单步：手动模式下，高精度教导位置使用。

数字键

数字键数字键

数字键 ：输入数字。

←

←←

←：是退格键，用来逐字符先后删除字符。如果在编辑指令语句

时首先选择参数，则反向显示当前值。在此情况下，如果按此按

键将删除所有参数值。

+、
、、

、-、
、、

、←

←←

←：如果一起按下 SHIFT 键和此按键，您可以输入快捷键

的+、-符号和数字,或者删除指令语句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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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监控界面一览表监控界面一览表监控界面一览表监控界面一览表

用户&工具号选择 倍率修改

使能/拖拽

功能切换

日志查看

轨迹跟踪界面

管理员

轴操作按钮

单步/连续切换

轨迹/用户&工具标

定界面切换按钮

笛卡尔/关节坐

标系切换界面 外部设备数据

图

4.3 监控界面

本说明书中的一些图标的命名：

表 4.3 图标说明

图标 名称 功能

小橙人 可以调出工程管理界面

机器人 机器人的使能状态

管理员 可以调出维护，参数等功能界面

日志球 系统的日志界面

4.2.1 手动笛卡尔手动笛卡尔手动笛卡尔手动笛卡尔/关节关节关节关节

笛卡尔位置指当前坐标系下的 X、Y、Z、C相对于零点的实时位置；关节位置指当

前坐标系下的 J1、J2、J3、J4轴实时位置。通过点击笛卡尔或关节所在的区域即可实现

手动笛卡尔和关节坐标系的切换。手动笛卡尔/关节运动的三步基本操作，如图 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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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已有的用户和工具中选择对应的用户号和工具号；

（2）笛卡尔坐标系和关节坐标系的选择；

（3）对应的轴操作。

图 4.4 手动笛卡尔/关节的步骤

对于手动笛卡尔/关节运动，还涉及到一些细节操作，例如连续/单步切换、倍率的

修改等操作。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手动连续手动连续手动连续手动连续、、、、单步运动决定手动定位的精度单步运动决定手动定位的精度单步运动决定手动定位的精度单步运动决定手动定位的精度；；；；倍率修改决定手动和自动整体倍率修改决定手动和自动整体倍率修改决定手动和自动整体倍率修改决定手动和自动整体

的速度的速度的速度的速度。。。。

4.2.2 手动连续手动连续手动连续手动连续/单步移动单步移动单步移动单步移动

点击“ ”按钮可实现连续/单步移动切换。关于此操作的几点说明：

（1）单步涉及到参数中点动自定义移动量的设定（默认为 5.00），如图 4.5所示，

单步模式中按距离分为三种：0.10、1.00和 5.00（自定义）；

（2）在笛卡尔坐标系下，对于 X、Y、Z轴，三个长度的单位是 mm，对于 C轴，

三个长度的单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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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关节坐标系下，对于 X、Y、C轴，三个长度的单位是°，对于 Z轴，三个

长度的单位是 mm。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连续功能用于手动模式下快速粗定位连续功能用于手动模式下快速粗定位连续功能用于手动模式下快速粗定位连续功能用于手动模式下快速粗定位，，，，单步功能适用于手动模式下的精定单步功能适用于手动模式下的精定单步功能适用于手动模式下的精定单步功能适用于手动模式下的精定

位位位位，，，，选择合适的进给量可提高定位精度选择合适的进给量可提高定位精度选择合适的进给量可提高定位精度选择合适的进给量可提高定位精度。。。。

图 4.5 设置点动自定义移动量

4.2.3 倍率修改倍率修改倍率修改倍率修改

倍率：手动倍率或者自动倍率，指当前相对于参数设定里面的速度百分比。倍率的

使用说明：

（1）倍率变量是全局的，即手动和自动运行都调用同一倍率；

（2）倍率影响手动和自动运行的实际速度；

（3）手动实际速度是手动速度乘以手动倍率，例如：参数里设置的 J2轴的手动速

度为 200，如当前的手动倍率为 50%，则当前 J2的手动速度为 200*50%=100；

（4）自动实际加工速度为当前程序的速度乘以此倍率；

（5）手动和自动速度需在参数界面设置，包括插补速度以及关节速度。

点击“ ”图表，则可弹出倍率设置菜单，通过左右按键实现倍率的增大或

减小，如图 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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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速度倍率修改按钮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在任意画面下可以通过点击示教器界面的在任意画面下可以通过点击示教器界面的在任意画面下可以通过点击示教器界面的在任意画面下可以通过点击示教器界面的““““F7””””按键减小速度倍率按键减小速度倍率按键减小速度倍率按键减小速度倍率；；；；““““F8””””

按键增大速度倍率按键增大速度倍率按键增大速度倍率按键增大速度倍率；；；；当前程序的速度是程序中设定的速度百分比乘以参数中设定的当前程序的速度是程序中设定的速度百分比乘以参数中设定的当前程序的速度是程序中设定的速度百分比乘以参数中设定的当前程序的速度是程序中设定的速度百分比乘以参数中设定的

速度速度速度速度。。。。

4.2.4 实际实际实际实际/虚拟位置切换虚拟位置切换虚拟位置切换虚拟位置切换

两齿轮的分开和闭合分别对应了机器人的虚拟位置和实际位置两种状态，此功能应

用于机器人处于轻拽模式下。

点击“ ”按钮，可切换机器人虚拟位置和实际位置转换。两齿轮分开

（ ），则记录的是虚拟位置；两齿轮闭合（ ），则记录机器人实际位

置。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在一些示教操作在一些示教操作在一些示教操作在一些示教操作，，，，可以切换成齿轮闭合可以切换成齿轮闭合可以切换成齿轮闭合可以切换成齿轮闭合（（（（红色红色红色红色）））），，，，这样采集的位置是机器这样采集的位置是机器这样采集的位置是机器这样采集的位置是机器

人的实际位置人的实际位置人的实际位置人的实际位置。。。。

4.2.5 机器人模式切换机器人模式切换机器人模式切换机器人模式切换

机器人有三种模式：非使能模式、使能模式和轻拽模式；非使能模式和使能模式可

用于自动也可用于手动运行模式；轻拽模式只适用于手动运行模式。机器人“ ”图

表，用于切换机器人三种模式：

（1）默认模式为非使能模式（图表颜色为灰色）；

（2）轻触机器人图表，可切换到使能模式（图表由灰色变成绿色）；

（3）长按机器人图表，可切换到轻拽模式（图表由灰色变成黄色）；

（4）三种模式的切换都是相对于非使能模式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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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模式说明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手动模式下若想手推机器人到示教位置手动模式下若想手推机器人到示教位置手动模式下若想手推机器人到示教位置手动模式下若想手推机器人到示教位置，，，，可将机器人切换到轻拽模式可将机器人切换到轻拽模式可将机器人切换到轻拽模式可将机器人切换到轻拽模式；；；；解解解解

除轻拽模式除轻拽模式除轻拽模式除轻拽模式，，，，只需要手动使能一下机器人只需要手动使能一下机器人只需要手动使能一下机器人只需要手动使能一下机器人，，，，则自动解除则自动解除则自动解除则自动解除。。。。

4.2.6 日志查看日志查看日志查看日志查看

点击日志球“ ”图表，可切换到日志查看界面，此界面会记录最近产生的 12

条报警信息：

图 4.8 报警日志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在任意画面下可以通过点击示教器界面的在任意画面下可以通过点击示教器界面的在任意画面下可以通过点击示教器界面的在任意画面下可以通过点击示教器界面的““““F4””””按键调用该工具来查看报按键调用该工具来查看报按键调用该工具来查看报按键调用该工具来查看报

警内容警内容警内容警内容；；；；通过错误通过错误通过错误通过错误 ID可快速定位报警原因可快速定位报警原因可快速定位报警原因可快速定位报警原因，，，，进而快速排除故障进而快速排除故障进而快速排除故障进而快速排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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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轨迹跟踪轨迹跟踪轨迹跟踪轨迹跟踪

轨迹跟踪界面主要是对运行的程序进行轨迹仿真，如图 4.9所示，在加工运行中，

我们在此界面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末端的运行轨迹情况，一目了然，方便实用。

图 4.9 轨迹跟踪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轨迹跟踪常用于自动模式下轨迹跟踪常用于自动模式下轨迹跟踪常用于自动模式下轨迹跟踪常用于自动模式下，，，，来预判机器人的运行轨迹是否正确来预判机器人的运行轨迹是否正确来预判机器人的运行轨迹是否正确来预判机器人的运行轨迹是否正确。。。。

4.2.8 用户用户用户用户/工具坐标系标定工具坐标系标定工具坐标系标定工具坐标系标定

当不以基座为参考零点，进行位置示教与计算时，用户坐标系可以方便量测工作区

间中各点的位置并加以任务安排，更符合人的直观。系统总共 10个用户坐标，用户 0,

为系统默认不可更改。用户 1-9可手动设置，也通过三点示教法直接生成。

当机械末端增加夹具，运动轨迹将不以法兰中心为参考，而是夹具末端，工具坐标

将使示教、编程更加灵活。系统总共 10个工具坐标，工具 0,为系统默认不可更改。工

具 1- 9可手动设置，也通过二点法示教法直接生成。

在监控界面，点击“ ”图表，切换到用户/工具标定界面，如图 4.10所示，可

以进行用户/工具坐标系的标定。



第四章 众为兴机器人的示教器操作篇

76

图 4.10 用户/工具坐标系

4.2.8.1 用户坐标系标定用户坐标系标定用户坐标系标定用户坐标系标定

用户坐标系标定的整个步骤顺序如图 4.11所示：步骤按照图中标号 1、2、 3、7、

4、7、5、7、8、9操作。

（1）选中一个用户号（1~9）（选中之后用户号所在的行由白色标记为蓝色）；

（2）点击“ ”图表，进入用户坐标标定界面；

（3）选择“用户坐标系”org点，在笛卡尔坐标系下，手动调整工具末端与将要新

建的用户坐标系的原点重合，点击示教(当前位置赋值给 org点)；

（4）选择“用户坐标系”xx点，在笛卡尔坐标系下，沿着工件 X方向移动,移动距

离尽可能大点，选择合适的位置，点击示教(当前位置赋值给 xx点，移动过程一定不能

旋转 C轴，否则计算的值出错)；

（5）选择“用户坐标系“yy点，在笛卡尔坐标系下，沿着工件的 Y方向移动，移

动距离尽可能大点，选择合适的位置，点击示教(当前位置赋值给 yy点，移动过程一定

不能旋转 C轴，否则计算的值出错)。

（6）org、xx、yy示教完毕后，点击计算，生成用户坐标，如要修改用户坐标号，

选择用户 n（n = 1至 9），点击计算即重新生成)。查看生成的用户坐标参数（X，Y，Z，

C）。整个步骤顺序如下图为：1、2、 3、7、4、7、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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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标定用户坐标系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坐标偏移指的是用户的原点在坐标偏移指的是用户的原点在坐标偏移指的是用户的原点在坐标偏移指的是用户的原点在 x,y,c方向上的偏移方向上的偏移方向上的偏移方向上的偏移；；；；若写入坐标偏移若写入坐标偏移若写入坐标偏移若写入坐标偏移，，，，需需需需

点击点击点击点击““““计算计算计算计算””””重新计算重新计算重新计算重新计算。。。。

4.2.8.2 工具坐标系标定工具坐标系标定工具坐标系标定工具坐标系标定

工具坐标系标定步骤如图 4.12所示，为 2点示教法：

（1）在工具号 1~9选中一个没有被占用的工具号（若选中，则该行所在的颜色标

记为深蓝色）；

（2）2点示教法，左手系下调整机器人工具末端与参考点重合，点击“P1”（则

当前位置赋值给 P1点）；

（3）右手系下，再次调整工具末端与参考点重合，点击“P2” (当前位置赋值给

P2点)。则计算的工具参数（X/Y/Z/C）记录在选中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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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标定工具坐标系

4.2.9 外设外设外设外设

点击“ ”，进入外设界面，处理外部 PLC设备与 RC400控制器之间关于Modbus

通讯数据存储的问题。包含两种存储方式：SRAM（Static RAM，静态存储器)和 DRAM

（Dynamic RAM, 动态随机存储器)。SRAM是非易失性存储器，在掉电的情况下并不

会丢失所存储的数据； DRAM是一种易失性存储器，在掉电的情况下所存储的数据会

丢失。

RC400控制器与外部设备通过Modbus通讯，RC400控制器作为从站，外部设备作

为主站。存储的数据长度 32位，每个数据须占地址的长度为 2。FRAM和 DRAM各存

储 128个数据，FRAM存储地址从 0到 254，DRAM存储地址从 256到 510。外部设备

通过 Modbus 通讯写入到控制器的数据，可在全局数据界面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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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地址依次为：0x100、0x102…0x10E

此行地址依次为：0x110、0x112...0x11E

。

。

。

依次类推

图 4.13 外设界面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读取的数据格式需与读取的数据格式需与读取的数据格式需与读取的数据格式需与 PLC 写入到控制器的数据格式一致写入到控制器的数据格式一致写入到控制器的数据格式一致写入到控制器的数据格式一致，，，，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写入到写入到写入到写入到

控制器的是浮点数控制器的是浮点数控制器的是浮点数控制器的是浮点数，，，，读取一定要按浮点数读取一定要按浮点数读取一定要按浮点数读取一定要按浮点数。。。。

4.3 编程编程编程编程

QC400 控制器编程主要围绕工程树展开，如图 4.14 所示。

图 4.14 工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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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界面：

图 4.15 编程界面

4.3.1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机器人项目是以工程形式来管理，工程包含了设备的配置（视觉通信，外部编码器），

程序的编写（各个 CPU任务属性）；通过工程的拷贝，可以方便地把一个设备上的应

用工程拷贝到另外一台相同的设备。

图 4.16 程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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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建立最小工程建立最小工程建立最小工程建立最小工程

在这里，我们通过建立一个最小工程来演示工程的操作和应用，最小工程包含有一

个 CPU任务以及一个点位数据表。

新建最小工程步骤如下：

（1）点按小橙人“ ”图表，弹出一个“机器人工程”菜单；

（2）在“机器人工程”菜单列表中长按现有工程名（假定为 123），弹出一个“菜

单”列表；

（3）在“菜单”列表中选“新建”，弹出“子菜单”列表；

（4）在“子菜单”列表中选中“工程”，弹出“新建项目”对话框；

图 4.17 新建最小工程

（5）“新建项目”对话框中键入新建名称（假定为 SCARA），然后“确定”，则

工程名为 SCARA的最小工程的框架已生成。接下来需要配置 CPU#1和示教点位。

图 4.18 修改新建工程名称

CPU#1的任务是执行一些动作指令，延时指令，IO指令以及用户&工具坐标系设定

等。CPU#1的设置包括新建程序，导入程序，导出程序，删除程序及任务属性。长按

“CPU#1”， 弹出“菜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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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CPU#1菜单

���� 新建程序新建程序新建程序新建程序

新建程序适用于一些简单测试程序，例如点到点，直线，圆弧，拱形等一些简单的

运动指令。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选中“菜单”列表中的“新建程序”，弹出“新建项目”对话框，键入新建名

称（假定为 123），然后“确定”；例如在 123.AR程序中实现走一个正方向的功能，

则需示教一些点位以及 AR程序编写。

图 4.20 新建程序

（2）点位示教。打开“DATA.PTS”点位文件，依次选中 P001，P002，P003，P004

（此行变成黑色，即表示选中），移动机器人依次到四个目标点并点击“示教”，则四

个点记录在了“DATA.PTS”列表中，点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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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点位示教

���� 注注注注：：：：P0000 点是固定的机器人零位点点是固定的机器人零位点点是固定的机器人零位点点是固定的机器人零位点，，，，不可修改不可修改不可修改不可修改，，，，可通过该点位快速移动到零点可通过该点位快速移动到零点可通过该点位快速移动到零点可通过该点位快速移动到零点。。。。

对已示教的点可以进行点处理。例如长按“P0001”，则弹出“点处理”对话框，

包括删除该点，行复制，行粘贴和MovP到该点。

图 4.22 点位处理

（3）AR程序编写；打开“123.AR”，然后插入正方形的运动语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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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p2,p3,p4已在DATA.PTS中示教

MovP:点到点运动方式

MovL:直线运动方式

Delay:两条运动语句之间的延时时间

图 4.23 AR程序编写

程序界面常用按钮说明如下图所示：

图 4.24 程序界面常用按钮说明

对于一些运动指令,例如 MovP/MovL/MArchP/MArc等，还关联一些可选参数。以

MovP指令为例，包括 CP/Acc/Dec/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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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指令参数

表 4.4 指令关联参数表

CP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点是否平滑过渡，范围 0~100

Acc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加速度比例，范围 1~100

Dec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减速度比例，范围 1~100

Spd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速度比例，范围 1~100

其他运动语句可选参数可以参照第五章 AR语言。

���� 导出程序导出程序导出程序导出程序

通过导出程序操作可将示教器中的 AR程序导入到 U盘备份（假定将上述新建的

123.AR导入到 U盘）。具体操作步骤：

（1）U盘插入示教器底部的 USB接口或控制器侧面MEM端口；

（2）长按“CPU#1”,在弹出的 “菜单”界面中选中“导出程序”，弹出“保存”

界面；

（3）在“查找位于”下拉菜单中选中“u:”，之后在 u:目录下选中“123.AR”并保

存，则程序导出成功。

� 导入程序导入程序导入程序导入程序

如果一个工程较为复杂（代码可能上百行），继续在示教器界面插入 AR语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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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很不现实。这是需要在 LUA编辑器中编写 AR程序（假定程序名：test.AR），然后

导入到控制器中。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1）将编写好的 test.AR程序导入 U盘；

（2）U盘插入示教器底部的 USB接口或控制器侧面MEM端口；

（3）长按“CPU#1”，在弹出的 “菜单”界面中选中“导入程序”，弹出“打开”

界面；

（4）在“查找位于”下拉菜单中选中“u:”，之后在 u:目录下选中“test.AR”并打

开。则程序导入成功。

图 4.26 导入程序

若出现以下截图则程序导入成功。

图 4.27 程序导入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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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est.AR程序中需要用得的点位则需在 DATA.PTS中示教（步骤同新建程序中

介绍的步骤一样）。

�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CPU

删除 CPU操作针对于工程中包含多个 CPU的情况。

� 任务属性任务属性任务属性任务属性

图 4.28 任务属性

（1）后台运行：CPU一直处于后台运行状态，不受系统工作状态的影响。一般适

用于多个 CPU的工程，例如：CPU1用于运动，CPU2与 PLC通讯（配置成后台运行）

用于控制器 CPU1的运行，通过调用【syswork】API函数来控制 CPU1的启动、运行、

停止、复位。

（2）自动启动运行：示教器钥匙切到自动挡（A），CPU自动启动运行。一般应

用于示教器拔掉的应用场合。

4.3.1.2 试运行试运行试运行试运行

程序编译无误，则可试运行。

运行一个程序，安全起见的话，首先应该离线仿真，即程序运行，机器人不运动，

可以通过轨迹跟踪界面监控程序逻辑性以及点位是否能够到达；同时机器人运动速度不

要设置过大，速度倍率设定 50%适宜。

（1）离线仿真：钥匙打到自动挡（A），机器人图表 “ ”为灰色，则为离

线仿真，点击“启动”按钮，若程序运行正常，轨迹监控界面可查看到机器人离线仿真

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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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离线仿真

表 4.5 运行按钮介绍

逐过程运行程序

逐语句运行程序

启动程序（与启动按钮功能一样）

停止程序运行（与停止按钮功能一样）

加断点

删除断点



第四章 众为兴机器人的示教器操作篇

89

图 4.30 轨迹监控

（2）在线仿真：上使能，程序运行的同时，机器人运动到对应的目标点。只需 “停

止-----上使能-----启动”；之后可通过“倍率+”和“倍率-”操作增大或减小速度。

4.3.1.3 导出工程导出工程导出工程导出工程

导出工程适用于已建工程的保存，可复制到加工相同工艺的其他机器人，节省时间，

提高效率。例如将工程 SCARA导入到 U盘，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U盘插入示教器底部的 USB接口或 QC400控制器侧面的MEM端口；

（2）长按工程名“SCARA”，弹出的“菜单”对话框选中“导出工程”，弹出“保

存”对话框；

图 4.31 导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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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找位于”下拉菜单中选中“u:”，“保存”即可导出成功。

图 4.32 保存工程

4.3.1.4 导入工程导入工程导入工程导入工程

导入工程是针对于现有、已测试过、可直接运行的工程可直接导入到控制器的一种

操作。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U盘插入示教器底部的 USB接口或 QC400控制器侧面的MEM端口；

（2）长按工程名（假定为“TEST”），弹出的“菜单”对话框选中“导入工程”，

弹出“打开”对话框；

图 4.33 导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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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找位于”下拉菜单中选中“u:”，并选择要加载的工程名，然后“打开”

即可导入成功。注：文件类型一定要选择以.PRJ为后缀。

图 4.34 保存导入工程

4.3.2 码垛码垛码垛码垛

若加工工艺涉及到码垛，则需在工程中添加一个码垛功能包。关于码垛变量须在码

垛配置界面设置；配置好码垛变量后，码盘上的每个物体的位置就确定了；最多可支持

5个码垛（PLT0~PLT4）。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1）长按现有工程名，弹出“菜单”-----选“添加”-----弹出“子菜单”-----选“码

垛”，则关于码垛的 lib库和配置出现在机器人工程菜单界面；

图 4.35 添加码垛功能包

（2）打开码垛配置界面。长按“配置”----- 弹出“菜单”----- 打开；则弹出码垛

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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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6 打开码垛配置界面

（3）码垛配置。“码垛配置”界面，新建-----键入码垛名（PLT1~PLT4，默认为

PLT0）-----确认；

4.37 配置码垛参数

（3）点击“向导”来逐步配置码垛变量。分四步完成：

A.六种码垛顺序（XYZ、XZY、YXZ、YZX、ZXY、ZYX）中选一种；

B.选择码垛参考的坐标系，可以选择现有的参考坐标系，也可标定一个新的参考坐

标系（标定方法和用户坐标系的方法一样），参考坐标系选定之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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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8 选择坐标系

C.P1点坐标和进入点坐标示教。P1点指的是码垛中第一个点所在的位置，进入点指

的是从当前点运动到码垛目标点之间的一个过渡点（可选）。

图 4.39 示教 p1和进入点

D.X、Y、Z方向上个数和间距的设置。获取码垛中最后一个点的坐标（跟码垛顺序

有关），再填入 X、Y、Z方向上的码垛个数，然后依次计算 X、Y、Z方向上码垛的间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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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0 设置码垛个数和间距

E.前置点和后置点设置（可选）。前置点指的是相对于进入码垛目标点的偏移量，

后置点指的是离开码垛目标点的偏移量。最后，点击“完成”，则码垛变量配置完毕。

图 4.41 设置前置点和后置点

（4）码垛最终用码垛语句在 AR程序中实现。简单模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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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 简单码垛模板

4.3.3 视觉视觉视觉视觉

很多工艺场合机器人需要与视觉通讯，通过接收视觉发送的数据进行相应的运动来

完成工艺需求。众为兴 ADT-RC400控制器可应用于三类视觉应用场合：静态视觉、动

态视觉和动态跟随视觉。前提是在机器人工程目录下添加视觉，然后打开视觉配置界面

来配置视觉所需的一些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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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3 添加视觉功能包

哪种应用场合都需配置网络基本参数：包括相机像素、网络模式（IP&&Port）、触

发方式、堵塞方式、网络接收格式。

图 4.44 基本参数设置

相机像素相机像素相机像素相机像素：：：：选择相机对应的像素值。

网络模式网络模式网络模式网络模式：：：：包括 UDP、TCP_Client、TCP_Server三种。

� UDP 通讯协议通讯协议通讯协议通讯协议：：：：须配置视觉的 IP和端口（注：视觉的 IP须与控制器 IP：

192.168.0.123在同一个网段）；通讯台界面可监控到视觉发送的数据。

� TCP_Client 通讯协议通讯协议通讯协议通讯协议：：：：指的是控制器作为客户端，视觉作为服务器；此处

也须配置视觉的 IP和端口号（注：视觉的 IP须与控制器 IP：192.168.0.123

在同一个网段）；通讯台界面不能监控到视觉发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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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_Server通讯协议通讯协议通讯协议通讯协议：：：：指的是控制器作为服务器，视觉作为客户端；此处

配置的也是视觉的 IP和端口号（注：视觉的 IP须与控制器 IP：192.168.0.123

在同一个网段）；通讯台界面可以监控到视觉发送的视觉。

失败重拍次数失败重拍次数失败重拍次数失败重拍次数：：：：指的是 CCDrecv这个函数运行一次，若接收数据失败或接收数据

格式错误后，重复触发拍照的最大次数（默认为 10）。

触发方式触发方式触发方式触发方式：：：：动态视觉支持两种触发方式，IO内触发和网络触发：

� IO内触发内触发内触发内触发：需根据电气接线端口配置相应的输出端口号；

� 网络触发网络触发网络触发网络触发（软触发）：需配置网络触发的字符串格式（根据视觉要接收的字

符串进行配置）。

� 距离触发距离触发距离触发距离触发：：：：应用于动态跟随视觉应用，需配置输出端口和拍照范围；

� 输入触发输入触发输入触发输入触发：：：：应用于动态跟随视觉应用，需配置输入端口；

� 距离距离距离距离+输入触发输入触发输入触发输入触发：：：：应用于动态跟随视觉应用，需配置输出端口、输入端口和

拍照范围。

堵塞方式堵塞方式堵塞方式堵塞方式：：：：网络接收数据分阻塞式（block）和非阻塞式（unblock）两种。一般情

况下，若是多任务则采用非阻塞；若是单一任务，则采用阻塞模式（采用非阻塞模式一

直扫描比较占用资源，降低了 CPU的使用效率）。

� 阻塞方式阻塞方式阻塞方式阻塞方式：：：：发送触发信号后，程序会在阻塞时间内一直停留在接收数据的那

一行函数，AR程序会继续执行直到接收视觉发送过来的数据。

� 非阻塞方式非阻塞方式非阻塞方式非阻塞方式：：：：发送触发信号后，不管有没有接收到视觉发送来的数据，AR

程序也继续执行。

网路接收格式网路接收格式网路接收格式网路接收格式：：：：视觉发送的数据格式，包括四种：

� 没有起始位和结束位:XX,YY,CC;

� 有起始位，没有结束位:NO,XX,YY,CC;

� 没有起始位，有结束位:XX,YY,CC,STA;

� 有起始位和结束位:NO,XX,YY,CC,STA;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NO代表起始位代表起始位代表起始位代表起始位；；；；STA代表结束位代表结束位代表结束位代表结束位；；；；XX/YY/CC 分别代表视觉分别代表视觉分别代表视觉分别代表视觉 X/Y/C轴坐轴坐轴坐轴坐

标标标标；；；；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设置完上述参数后一定要点击视觉配置界面右上角的设置完上述参数后一定要点击视觉配置界面右上角的设置完上述参数后一定要点击视觉配置界面右上角的设置完上述参数后一定要点击视觉配置界面右上角的““““保存保存保存保存””””按钮按钮按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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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1 静态视觉静态视觉静态视觉静态视觉

静态视觉即相机固定于机器人工作范围内上方，位置固定，拍照视野范围固定，视

觉充当机器人的眼睛，采用以太网与 RC400控制器进行数据交互。静态视觉分两种安

装模式：

� 正装静态视觉正装静态视觉正装静态视觉正装静态视觉：视觉镜头朝下，由下往上拍照；一般应用场合是定位，即相机

先拍照，然后机器人抓着物体移动到拍照点位或者移动机器人到拍照点位去取

物体；

� 倒装静态相机倒装静态相机倒装静态相机倒装静态相机：：：：视觉镜头朝上，由上往下拍照；一般应用场合为静态纠偏，即

机器人抓着物体移动到倒装相机上方拍照，然后计算出一个工具坐标，之后带

着工具把物体放到指定的点位。

在打开的视觉配置界面，点“新建”，键入相机名（CAM0~CAM9）以及选择相机

类型““““static””””, 然后“确定”。接下来需要完成用户坐标系&&工具坐标系标定以及静

态视觉基本参数的设置。

图 4.45 建立用户和工具坐标系

（1）用户坐标系的标定。标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相机坐标系和机器人坐标系之间的

关系。前提是视觉系统已自己标定一个视觉坐标(XOY)，如下图所示，也就是将像素坐

标转换到公制单位 mm。

点“标定”-----进入“用户坐标标定”界面：

A.选中“Org”，移动机器人到视觉坐标原点 O，点“示教”；

B.选中“XX”，移动机器人到视觉坐标 X轴正方向上某一点，点“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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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选中“YY”，移动机器人到视觉坐标 Y轴正方向上某一点，点“示教”；

D.点击“用户坐标：”按钮，选择要标定的用户坐标号（1~9）-----确定；

E.点“计算”，则用户标定完毕。

图 4.46 建立用户坐标系

（2）工具坐标标定

工具坐标的标定需借助视觉完成。切记：用户坐标系一定切换成步骤 1标定的用户

号。

A.点“标定”进入“工具坐标标定”界面；

B.建立一个视觉识别模板，将模板的视觉坐标 X、Y、Z、C手动写入到对应的视觉

坐标中；

C.移动机器人，确保工具末端以合适的位置和姿态去抓取视觉建立的模板；

D.点击“工具坐标：”，选择一个工具坐标号（1~9）-----确定；

E.点“计算”。则工具标定完毕。

图 4.47 建立工具坐标系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若相机返回的机器人基坐标系下的坐标若相机返回的机器人基坐标系下的坐标若相机返回的机器人基坐标系下的坐标若相机返回的机器人基坐标系下的坐标，，，，则忽略用户坐标系的标定则忽略用户坐标系的标定则忽略用户坐标系的标定则忽略用户坐标系的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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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 动态视觉动态视觉动态视觉动态视觉

动态视觉想对于静态视觉而言。相机固定在机器人臂上，随着机器人的运动相机的

位置也在随时发生变化，故称作为动态视觉。在打开的视觉配置界面，点“新建”，键

入相机名（CAM0~CAM9）以及选择相机类型“dynamic”，然后“确定”。动态视觉

的配置包括相机工具标定、夹具工具标定以及基本参数配置。

图 4.48 配置动态视觉

（1）相机工具标定

动态相机相对与机器人末端来说相当于一个工具，即标定相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

点击“标定”进入“相机坐标标定”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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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9 相机工具标定

动态相机安装在机器人本体上，对于机器人而言，相机可看成是一个工具。相机工

具标定分五步：

Step1：：：：选择相机安装方式（J2轴 or J4 轴），根据相机安装的位置来选择；

Step2：：：：摆放标定纸，移动机器人确定机器人拍照点：

� 注意位置不要超出机器人运行范围。以防后续标定超限；

� 固定好后，点击“示教”，记录拍照点机器人位置。

Step3：：：：若相机标定后，可直接返回机器人基座标系下的坐标，则可忽略此步骤；若

相机返回一相机坐标系 OXY下的坐标，则机器人需通过三点标定建立相机与机器

人之间的关系：

� 选中“Org”，移动标定针到相机坐标系的原点原点原点原点（（（（即标定板即标定板即标定板即标定板 O 点点点点）））），点

“示教”；

� 选中“xx”，移动标定针到相机坐标系 X轴上一点（（（（即标定板即标定板即标定板即标定板 X 轴轴轴轴）））），

点“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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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yy”，移动标定针到相机坐标系 Y轴上一点（（（（即标定板即标定板即标定板即标定板 Y 轴轴轴轴）））），

点“示教”；

� 点击“计算”。

Step4: 选择一个工具号作为要存入的工具号；

Step5: 点击“计算”；则相机工具标定完毕。

（2）夹具工具标定

若机器人末端的夹具相对于机器人末端中心有偏移的，则还需夹具工具的标定。夹

具工具的标定借助动态相机来实现，分 6步完成：

Step1: 选择相机工具号，此相机工具号为相机工具标定所确定的工具号；

Step2: 将工件放入到视觉和机器人的工作范围内，移动机器人到合适的位置，拍照，

手动填入视觉拍到的坐标（X/Y/C）；

Step3: 点击“计算工件位置”，得到工件在机器人坐标系下的坐标；

Step4: 移动机器人，使夹具以的合适的位置和姿态去夹取工件，点击“示教”记录

机器人当前的位置；

Step5: 选择一个工具坐标号（不能与相机工具号重合）；

Step6: 点击“计算”，则得到夹具中心相对于机器人末端中心的偏移量。

����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工具坐标号一定要选成与相机工具号不一样工具坐标号一定要选成与相机工具号不一样工具坐标号一定要选成与相机工具号不一样工具坐标号一定要选成与相机工具号不一样（（（（即步骤即步骤即步骤即步骤 1 与步骤与步骤与步骤与步骤 5 中的工具号中的工具号中的工具号中的工具号

不能重合不能重合不能重合不能重合）。）。）。）。

图 4.50 夹具工具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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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3 动态跟随视觉动态跟随视觉动态跟随视觉动态跟随视觉

何谓动态抓取视觉，指的是机器人在指定的工作区域借助传送带上编码器以及视觉

来跟踪传送带上运行的物体。故需要一些外部设备：传送带、编码器、相机、标定针。

在打开的视觉配置界面，点“新建”，键入相机名（CAM0~CAM9）以及选择相机类型

“follow”, 然后“确定”。动态抓取视觉的配置包括用户坐标标定、工具坐标标定、

基本参数配置以及动态抓取参数的配置。具体操作流程可参考动态抓取案例。

4.3.3.4 手动九点标定手动九点标定手动九点标定手动九点标定

九点标定是相对于三点标定而言的，过程较复杂，但是精度较高。九点标定适用两

种情形：一是，视觉系统完成九点标定；二是，视觉系统没有九点标定算法，即视觉只

能给出像素坐标。

九点标定的原理是：将九组像素坐标和九组机器人基坐标（或用户坐标）应用到一

个数学模型（根据视觉特征建立），从而得到像素坐标与机器人基坐标之间一一对应的

关系。九点标定需准备一块九宫格的标定板（纸），需 1:1打印。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标定板中的九个点应尽量填满整个视觉范围标定板中的九个点应尽量填满整个视觉范围标定板中的九个点应尽量填满整个视觉范围标定板中的九个点应尽量填满整个视觉范围。。。。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1: 视觉系统完成九点标定

� 九点标定后，视觉直接给出机器人基坐标系下的坐标，标定步骤：

Step1: 固定标定板于视野范围中，机器人末端装一个标定针；

Step2: 触发相机拍照，在视觉系统中记录这九个点的像素坐标；

Step3: 移动机器人，用标定针的末端分别去触碰标定板中的九个点并记录这九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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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器人坐标；

Step4: 将第三步中的九个点的机器人坐标给到视觉系统即可完成九点标定，至此视

觉的像素坐标会自动转换成机器人基坐标系下的坐标。

� 九点标定，视觉给出一个指定坐标系（OXY）下的坐标，如下图所示，标定步骤

如下：

Step1: 固定标定板于相机视野范围内，机器人末端装一个标定针；

Step2: 触发相机拍照，在视觉系统中记录这九个点的像素坐标；

Step3: 指定一个直角坐标系，例如标定板中指定点 5为原点(O)，点 6为 X轴

正方向上一点，点 2为 Y轴正方向上一点，则标定板中的九个点在坐标系 OXY

中的位置就唯一确定了（因为标定是 1:1打印，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已知）；

Step4: 在视觉系统中分别输入与九个点的像素坐标所对应的用户坐标值，则视

觉侧的九点标定完成。但此时九点标定建立的是像素坐标系和坐标系 OXY之间

的关系，则还需建立坐标系 OXY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只需建立机器人用户坐

标系即可）；

Step5: 在机器人用户标定界面，建立一个用户坐标系，用户坐标系的三点分别

是点 5，点 6和点 2。 具体的用户坐标系标定可参照具体的用户坐标系标定可参照具体的用户坐标系标定可参照具体的用户坐标系标定可参照 1.8.1 章节章节章节章节。。。。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2: 视觉系统只能给出像素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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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与情形 1类似，九点标定的算法在 RC400控制器系统中完成，需将标定板中的

九个点的像素坐标输入到机器人控制器中，此标定流程须在视觉配置界面完成。

图 4.51 九点标定界面

在视觉配置界面，选中“使用”九点标定，点击“标定”按钮，进入九点标定界面：

图 4.52 九点标定设置

标定步骤：

Step1: 固定标定板于相机视野范围内，机器人末端装上标定针；

Step2: 触发相机拍照，将标定板中的九个点的像素坐标手动依次输入到九点标定界

面的相机标定区域中的 p1~p9点；

Step3: 移动机器人，用标定针的末端分别去触碰标定板中的九个点，并点击“示教”，

则标定板中的九个点的机器人坐标分别记录在机器人标定区域中的 p1~p9点；

Step4: 点击“生成数据，完成标定”。

Step5：：：：关闭【九点标定】界面，点击【视觉配置】右上角的“保存”按钮。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机器人标定区域中机器人标定区域中机器人标定区域中机器人标定区域中 p1~p9 点和相机标定区域的点和相机标定区域的点和相机标定区域的点和相机标定区域的 p1~p9 必须与标定板中的九必须与标定板中的九必须与标定板中的九必须与标定板中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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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一一对应个点一一对应个点一一对应个点一一对应。。。。16点标定可参考九点标定点标定可参考九点标定点标定可参考九点标定点标定可参考九点标定（（（（步骤完全一样步骤完全一样步骤完全一样步骤完全一样）。）。）。）。

4.3.3.5 自动自动自动自动 9/16 点标定点标定点标定点标定

图 4.53 自动 9/16点标定

Step1：准备好的物体模板放入到视觉的视野中的合适位置并固定不动；

Step2：视觉界面建立识别该物体的模板，并切换到自动运行模式；

Step3：在“自动定点”一栏输入“步长”的长度（单位 mm）以及“角度”（单位

度）：

� 步进步进步进步进：：：：指的是机器人每次移动的长度，即形成的九点或 16点轨迹中点与点

直接的距离；

� 角度角度角度角度：：：：机器人旋转的角度；

���� 注注注注：：：：步进的长度一定要设置合理步进的长度一定要设置合理步进的长度一定要设置合理步进的长度一定要设置合理，，，，确保旋转角度之后拍得的确保旋转角度之后拍得的确保旋转角度之后拍得的确保旋转角度之后拍得的 Mark 点在点在点在点在 9点或点或点或点或 16

点的范围之内点的范围之内点的范围之内点的范围之内，，，，否则精度误差会很大否则精度误差会很大否则精度误差会很大否则精度误差会很大。。。。

Step4：：：：确定机器人的起始拍照点，选择一个合适的点位（p1~p999），并点击“示

教”即为Mark点；

Step5：：：：点击“TCrd:”从工具号 1~9选择一个工具号用来存储相机工具坐标。

Step6：：：：示教器的钥匙开关切换到自动挡（A），然后点击“自动定点”，直到弹出

“自动九点标定完成!”的对话框，点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Step7：：：：点击“生成数据生成数据生成数据生成数据，，，，完成标定完成标定完成标定完成标定”按钮。至此，自动九点标定完成，可通过右下

角的“验证”功能来验证标定的准确性。

Step8：：：： 关闭“九点标定”界面，并点击“视觉配置”界面右上角的“保存保存保存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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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编码器编码器编码器编码器

编码器是完成动态抓取工艺不可缺少的一个外部设备，可用来实时反馈物体在传送

带上移动的距离。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长按当前工程名，弹出“菜单”界面------点击“添加”；

（2）在弹出“子菜单”界面选中“编码器”，则在当前工程中添加了编码器设备；

（3）长按编码器设备中“配置”-----弹出“菜单”中“打开”；

（4）在弹出的“编码器配置”界面，须设定已选编码器的类型以及分辨率。

图 4.54 配置编码器

4.3.5 公共公共公共公共

根据实际应用工艺需求，一个工程须包含多个 CPU。公共变量（global.lib）可解决

多个 CPU之间共用同一个变量的问题。按照所示添加公共变量库【global.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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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5 添加公共界面

在 global.lib库中添加公共变量，例如：

图 4.56 添加公共库

���� 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在在在在 CPU 中中中中，，，，公共变量的调用方法公共变量的调用方法公共变量的调用方法公共变量的调用方法，，，，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global.var, global.a, global.b;

公共数组变量里不能再嵌套数组公共数组变量里不能再嵌套数组公共数组变量里不能再嵌套数组公共数组变量里不能再嵌套数组。。。。

4.4 安装向导安装向导安装向导安装向导

点亮管理图标“ ”，进入到“【参数】、【系统信息】、【调试工具】、【安

装向导】”界面。此时“安装向导”图标呈灰色，需取得登录权限，按等级高低分为：

厂家、管理员、操作员、工人（工人的权限最低，厂家的权限最高）：

� 工人只能操作示教器上的一些按钮操作，不能修改任何参数；

� 操作员在工人权限的基础上可以修改部分参数，例如：参数表中的参数。但不

能进行程序的升级以及安装向导中参数的修改。

� 管理员、厂家可以修改示教器中任何参数。

从高权限到低权限只需点击“注销”即可；从低权限到高权限，须输入登录密码：

（1）工人-----厂家、操作员------厂家、管理员-----厂家

【密码】：1101（16进制）转化成 4353（十进制），然后与当前的随机码进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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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得到的结果即为密码。

（2）工人-----管理员、操作员-----管理员

【密码】：26722719

（3）工人-----操作员

【密码 1】：26722719

【密码 2】：2202（16进制）转化成 8706（十进制），然后与当前的随机码（十进

制）进行或运算，得到的结果即为密码。

图 4.57 权限设置

���� 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改变权限的时候一定要先选中要登录的权限改变权限的时候一定要先选中要登录的权限改变权限的时候一定要先选中要登录的权限改变权限的时候一定要先选中要登录的权限，，，，例如获取管理员权限例如获取管理员权限例如获取管理员权限例如获取管理员权限，，，，一一一一

定到先选中管理员定到先选中管理员定到先选中管理员定到先选中管理员，，，，然后输入登录密码然后输入登录密码然后输入登录密码然后输入登录密码

在管理员和厂家权限下可进入安装向导界面完成【机器人本体】、【标定】和【设

置上下极限】参数配置。分三步完成。

4.4.1 机器人本体机器人本体机器人本体机器人本体

机器人本体安装涉及到四个轴的刹车输出端口、编码器分辨率、减速比、第三个轴

的螺距以及第三轴&四轴是否复合的配置。需点击“更新配置”按钮来完成上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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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8 机器人本体设置

���� 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

� SCARA机器人有两种安装类型：正装和倒装，根据实际应用，选择正确的类型；

� 对于标准的机型，例如 AR系列，只有第三轴配置刹车；

� 编码器的分辨率、减速机的减速比以及上下轴螺距需根据实际情况写入；

� 刹车接 Relay1~Relay4分别对应输出端口 OUT23~OUT26；

� 更改上述参数需点击“重新配置”按钮来完成更新；

� 通过左右按键“ ”操作来切换三个界面的安装。

� 界面左下角参数暂未使用。

4.4.2 标定标定标定标定

标定安装界面需标定 J1&J2轴的臂长、配置四个轴的方向以及编码器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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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9 标定

（1）方向设定的原则是：对于旋转轴，逆时针为正，顺势针为负；对于上下轴，

向上运动为正，向下运动为负；

（2）若出现【1042：电池错误报警】，则 点击“清电池错误报警”可解除该报警；

（3）编码器清零分两种情况：

A.四轴同时清零：J1和 J2在一条直线的情况下，长按“编码器坐标”，则弹出“编

码器清零”对话框，点击“是”。若当前编码器坐标全为 0，则清编码器成功。使用场

合：若出现原点丢失的情况，可用来粗略标定原点。

图 4.60 编码器清零

B.只清 J3&J4：若出现 J3或 J4软限位超限报警，只需将 J3&J4编码器清零即可。

通过点击““““J3,J4 清零清零清零清零””””按钮即可完成清零操作。

（4）大/小臂臂长以及原点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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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1 标定原点、臂长

4.4.3 设置上下极限设置上下极限设置上下极限设置上下极限

在此界面设定 J1&J2&J3&J4轴的正负软限位以及每个轴的最大速度和加速度，点

击“更新信息”完成设定。

图 4.62 设置上下极限

���� 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

� 每个关节的最大速度可参考公式： 最大转速*360/(60*减速比)；

� 每个关节的最大加速度设定为 8~10倍的对应轴的最大速度；

� 关于轴配置和使能配置，默认情况下都是勾选的。若只有 X/Y/Z轴机型可去掉

J4轴勾选；若只有 X/Y/C轴机型是可去掉 J3轴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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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调试工具调试工具调试工具调试工具

调试工具是在机器人调试过程中的一些辅助工具，包括文件管理、控制台、手动调

试、重启、GPIO设备、通讯台以及系统性能。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些在调试应用过程

中要用到的一些小工具和操作技巧。

图 4.63 调试工具界面

4.5.1 文件管理文件管理文件管理文件管理

文件管理的任务是负责程序的导入导出，若需插入 U盘操作，只需点击“加载 U

盘”可进行 U盘程序的导入导出。

图 4.64 U盘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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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

� 文件管理的任务是负责程序的导入导出，若需操作 U盘数据，则插上 U盘后点

击“加载 U盘”。

� 文件管理只能在手动模式下使用。

4.5.2 手动调试手动调试手动调试手动调试

图 4.65 手动调试界面

���� 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

� 在任意画面下可以通过点击示教器界面的“F2”按键调用该工具，来随时查看

当前的关节坐标和笛卡尔坐标，如在编程界面下的单步调试时，需查看坐标位

置是否编程中示教的目标点位一致。

� 可以通过点击坐标显示区域切换“笛卡尔/关节”坐标的显示（切换后如图右），

也可以选择相应的坐标系，或者小齿轮，来切换真实位置和虚拟位置的显示。

� 在手动模式下，该工具还会弹出手动移动按钮，可以随时进行手动控制。如在

安装向导画面下，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位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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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GPIO 设备设备设备设备

图 4.66 GPIO设备界面

���� 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

� 在任意画面下可以通过点击示教器界面的“F6”按键调用该工具来查看 IO状态；

� 天蓝色区域表示对应的输入或输出端口已打开，灰色区域表示对应的输入或输

出处于关闭状态；

� GPIO工具球有三个功能：输出，监控，仿真；

� 输出：点击展开，可以看各个输出点的状态；在手动模式下可以手动控制输出；

� 监控：可以看到输入/输出的真实状态，在自动模式下只能监控不能修改；

� 仿真：点击“模拟”按钮，可以通过界面给输入端口不同的状态，这样可以不

用接真实的 IO信号就可以完成程序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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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通讯台通讯台通讯台通讯台

成功记录

IP&&Port

图 4.67 通讯台界面

���� 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操作技巧

� 在任意画面下可以通过点击示教器界面的“F5”按键调用该工具来监控通讯情

况；

� “通讯台”用于监控网络/串口通讯成功与否。可以通过监控数据收发来判断通

信底层数据是否正常；

� 监控数据中的数据头“<<<”代表输出，“>>>”代表输入；

� 可以配置显示格式为字符串还是十六进制数据，勾选下方相应的选择；

� 可以通过选择“无过滤”/“IP1，IP2”的方式来把捕捉到的数据进行筛选后显

示。这种应用场合主要应用在后台通信设备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观察某一个

IP的数据信息，这时候就需要用到 IP过滤功能。操作的方法也很简单，选择相

应的 IP数据，然后点击一下 IP的勾选，就会自动建立筛选条件。

4.6 系统信息系统信息系统信息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是显示系统的各个功能模块的软件版本信息，系统信息。点击右上角的管

理按钮，就可以看到“系统信息”标签页。操作步骤如下：

（1）升级操作需要先进入手动模式才能进行升级操作；

（2）将 APP 程序（ADTROM.BIN）、DSP 程序（MOTION.BIN）、伺服程序

（SERVO.BIN）和资源包（RC400.NCP）四个程序放在 U盘的 ADT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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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盘插入到示教器底部的 USB接口或 RC400控制器侧面的MEM端口；

（4）“版本信息”界面，勾选“全部”（也可勾选其中的一个）、详细信息和强

制升级，然后点击“升级”，一段时间（3min）后可完成升级；

升级之后，须重启控制器。重启之后可通过版本号来判断程序升级成功与否。

APP：ADTROM.BIN;                 资源包：RC400.NCP;

伺服：SERVO.BIN;                     DSP: MOTION.BIN;

若只升级其中的某一个，只需勾选对应的，点击“升级”，升级完

成之后，重启控制器。

版

本

信

息

图 4.68 系统信息界面

���� 操作技巧：

� 版本升级需获得管理员或厂家权限；

� U盘更新程序，搜索路径一定是 u:/ADT/….

� 升级完成之后，须要断电重启；

� 重启之后可通过版本号来判断程序升级成功与否。

� 若在升级过程中出现“Logo文件升级失败”属于正常情况，此时默认的开始画

面为众为兴 logo画面；

� 客户若要更换 logo画面，需将 800*600的 24位 bmp位图放到 D盘跟目录即可，

系统重启会自动加载。

4.7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QC400控制器的大部分参数都需在此参数界面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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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9 参数配置

01, 插补速度/加速度

点击插补速度/加速度一栏中“速度设定”，进入插补速度/加速度设定

图 4.70 设置插补速度/加速度

（1）手动直线速度：笛卡尔坐标系下，X/Y/Z轴手动插补运行速度；

（2）手动直线加速度：笛卡尔坐标系下，X/Y/Z轴手动插补运行的加速度；

（3）手动姿态速度：笛卡尔坐标系下，C轴手动插补运行速度；

（4）手动姿态加速度：笛卡尔坐标系下，C轴手动插补运行加速度；

（5）自动直线速度：笛卡尔坐标系下，X/Y/Z轴自动插补运行速度；

（6）自动直线加速度：笛卡尔坐标系下，X/Y/Z轴手动插补运行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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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动姿态速度：笛卡尔坐标系下，C轴自动插补运行速度；

（8）自动姿态加速度：笛卡尔坐标系下，C轴自动插补运行加速度；

（9）直线最大速度：X/Y/Z轴直线、圆弧插补运动的最大速度；

（10）直线最大加速度：X/Y/Z轴直线、圆弧插补运动的最大加速度；

（11）姿态最大速度：C轴直线、圆弧插补运动的最大速度；

（12）姿态最大加速度：C轴直线、圆弧插补运动的最大加速度；

（13）硬跟随：0为关闭，1为打开此功能；

02，圆弧插补进给量（mm）：圆弧拆分精度,默认为 0.2；

03，运动加速模式：直线模式、余弦模式、指数模式。

04，系统语言包：当前系统使用的语言包，切换语言需重启系统，设定才有效；

06，系统事件记录类型：包括伺服事件、运动事件以及操作事件；

07，Uart1通讯方式：包括 Shell、ModbusSlave（RC400控制器作为从站）、ModbusPoll

（RC400控制器作为主站）、无协议四种；

注：串口通讯时，此参数需设置成无协议。

08，系统波特率：配置 COM2波特率（9600~115200），也可以在程序中再次修改；

09，控制器 ID号：配置控制器在Modbus通讯中的站号地址；

10，点动自定义移动量：定义单步移动的最大值（默认为 5）；

11，关节速度/加速度：配置关节运动的手动速度、点到点运动的最大速度、最大加

速度；

图 4.71 设置关节速度/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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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系统功能端口设置：用于配置输入/输出口有效电平，包括启动、急停等集成功

能；

图 4.72 系统功能端口设置

13，以太网卡设定：配置控制器系统网络 IP地址、子网掩码地址、网关以及MAC

地址；

图 4.73 以太网卡设定

14，刹车延时（ms）：避免 Z轴负载情况下下掉的现象，默认为 100ms。

���� 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小技巧：：：：对应参数的值更改之后，需点击“同步”按钮；点击参数界面的 “导出”

按钮，可将参数导出用于备份。

4.8 报警错误处理报警错误处理报警错误处理报警错误处理

RC400驱控一体机在使用中因各种安全保护，有可能会出现报警现象，每一个报警

都有相应的报警代码及相关故障内容。

在实际使用中，若出现报警，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伤以及可能引起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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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立即停止运行。对照故障相应的代码进行逐一排查，直到故障完全排查，才可继

续运行。

表 4.6 报警错误处理

错误

错误错误

错误 ID

11003 ：

：：

： 编码器线未连接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伺服调试软件中编码器类型选择不对或电机编码器线连接错误。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检查调试软件中编码器类型选择是否正确。

� 参考电气接线中的接线实例，检查编码器线接线。

11007 ：

：：

： 电机堵转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此报警可能的原因有：伺服上位机中堵转保护条件设置过于严格；电机带有刹

车，刹车未打开；负载大，电机功率选型偏小；机械卡死。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连接伺服上位机调试软件，将堵转保护条件放大。如继续报警，检查机械结构

上是否有卡住，如果机械上无异常，可能是电机功率不匹配。

11008 ：

：：

： 母线电压过高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母线电压不稳定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工厂昼夜用电负荷有差异，一般晚上母线电压会有所上升，检查伺服保护参数

中的母线电压设置是否正确。

11009 ：

：：

： 母线电压过低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母线电压不稳定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机器人带载或高速运行，电流升高，母线电压会有所下降，可能报警，此时检

查伺服保护参数中“允许的最小母线电压”，将其修改为 180V。如仍报警，

请联系厂家。

11013

11014

11015

：

：：

： A相电流过高

：

：：

： B相电流过高

：

：：

： C相电流过高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三相电流超过保护范围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检查电机动力线接线是否有误。

� 动力线接线无误的情况下，降低机械速度或减小负载，看报警是否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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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改善，表示机械负载太重，或运行速度超过电机最大转速。

11016 ：

：：

： 电机电流太高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电机实际电流超过保护范围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检查动力线接线是否正确

11020 ：

：：

： 位置偏差超限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位置偏差超过保护中的限制值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检查伺服保护参数中的位置偏差限制值是否过小（应设定为实际位置偏差

的 5-10倍以上）。

� 位置环增益设置不当，此时在保证机械不抖的情况下，适当增大位置环增

益。

� 加减速设置不合理，降低加减速。

11021 ：

：：

： 速度偏差超限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速度偏差超过保护中的限制值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检查动力线接线是否正确。

� 检查伺服保护参数中的速度偏差限制值是否过小（应设定为实际速度偏差

的 5-10倍以上）。

� 速度环参数设置不当，在保证机械无异响的情况下，适当增大速度环增益。

� 检查动力线屏蔽线是否连接可靠，检查带有刹车的电机，是否接有抱闸滤

波板。

11027 ：

：：

： IPM模块错误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模块异常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请联系厂家

11028 ：

：：

： 选择的编码器类型不支持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编码器类型不正确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检查伺服上位机软件中选择的编码器类型是否正确，与厂家确认是否支持此类

型的编码器。

11035 ：

：：

： 驱动器供电电源模块断开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供电电源检测异常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检查 220V供电是否有波动或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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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9 ：

：：

： 编码器通信错误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编码器异常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检查编码器线接线是否正确，编码器屏蔽线接线是否可靠。

19998 ：

：：

： BISS协议编码器通信错误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编码器异常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检查编码器接线是否正确，编码器屏蔽线接线是否可靠。

� 此类型编码器，电池低压，报警未清除的情况下，也会报此警。需更换电

池。更换电池之后，通过命令方式清除报警。需重新标定零点位置。

11090 ：

：：

： 电池电压低警告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编码器侧电池异常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检查电池是否低压，如有低压，更换电池。更换电池要控制器上电的时候更换，

这样可以避免电池完全拔掉的时候，导致零点位置丢失。如电池无低压，检查

电池接线是否松动。

11036 ：

：：

： 电机参考电流过高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电机给定电流超过峰值电流限制值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检查动力线接线是否正确。

� 如果降低速度情况下，电机正常运行。说明负载太重或选择的电机不匹配，

需降低速度运行或更换更大功率电机。

11307 ： 电机 1.2倍过载

11308 ：

：：

： 电机 1.5倍过载

11309 ：

：：

： 电机 2倍过载

11040 ：

：：

： 电机 2.5倍过载

11041 ：

：：

： 电机 3倍过载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电机电流超过持续电流限制值且持续一段时间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如果降低速度情况下，电机正常运行。说明负载太重或选择的电机不匹配，

加减速设置不当，需降低速度运行或更换更大功率电机。

11042 ：

：：

： 电池错误报警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电机多圈信息错误报警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安装绝对式编码器用电池，机子第一次启动时，需清除电池错误报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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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盒上有清除电池错误报警界面）

� 非第一次安装使用出现该报警，需特别注意该轴零点已丢失（可能是电池

接线异常或者电池没电，未及时更换电池，导致多圈数据丢失，需清除报

警并重新清零）。

11043 ：

：：

： CRC校验错误报警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编码器数据异常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检查编码器线是否接错，检查编码器屏蔽线是否漏接。

11057 ：

：：

： 脉冲输入速度过大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控制器下发速度超过保护范围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检查伺服保护参数中的最大允许速度是否设置合理；

� 检查控制器下发的脉冲是否异常。

11058 ：

：：

： FPGA与 DSP之间总线异常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FPGA与 DSP之间数据总线或地址总线异常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请联系厂家

错误

错误错误

错误 ID

20005 ：

：：

： 轴不存在

20004 ：

：：

： 轴使用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轴参数错误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检查编程参数是否正确

20006 ：

：：

： 区域无效，不可到达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运动目标位置不在机器人的合理工作范围内，也可能是一些位置是属于奇异点

位置，在走直线的时候会失败从而报该错误。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确定目标位置是否机器人行程之外的，或者在奇异点位置的。

� 如果位置数据是从其他地方导入的，需要检查是否相同臂长的机器手臂。

20009 ：

：：

： 奇异点区域不可做轨迹运动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奇异点是指机械本体存在干涉的运动区域。这个警告一般是运动之前检查当前

点的位置是否合法而产生的，通常情况下是由于要走直线运动，并且当前点处

于机械手臂的零界点或干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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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将运动指令改为不要直线运行，改走点位运动或拱形移动。

将当前点手动移出零界点（手臂全部在一条线上，代表零界点），然后再执行

运动指令

20010 ：

：：

： 手系不同不可做轨迹运动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在执行直线运动的时候，目标位置和当前位置不在同一个手系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修改当前手系，或目标手系，必须保证在同一个手系内做运动

20013

20014

20016

：

：：

： 插补队列满，请等待

：

：：

： 事件队列满，请等待

：

：：

： 未定义指令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运行环境检查出有异常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请联系厂家

20018 ：

：：

： 外部 IO触发报警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系统配置了外部急停，并且急停信号被检测到有效，导致触发保护报警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检查外部急停是否有效。

检查急停端口和有效电平是否设置合理

20019 ：

：：

： 运动中止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自锁保护报警，需要配合其他同一时间的报警信息来看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根据其他报警信息来判断原因。

20020 ：

：：

： ARM系统安全检测有异常，DSP自保护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ARM运行异常，DSP看门狗报警，进入自保护状态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请联系厂家

20021

20022

20023

：

：：

： J1轴软限位

：

：：

： J2轴软限位

：

：：

： J3轴软限位

20024 ：

：：

： J4轴软限位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运行位置超出设计行程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检查是否行程设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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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5 ：

：：

： 电机使能错误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运动中关使能错误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不能在运动过程中进行使能操作，检查操作是否符合规范。

20026

20027

20028

：

：：

： 外部编码器通讯错误

：

：：

： 外部编码器电池低电压警告

：

：：

： 外部编码器电池报警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M5，M6两路外部编码器出现异常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如果是 20026通信错误，则检查是否接线牢靠和屏蔽是否良好。

如果是电池低电压，则需要更换电池，需要注意的是，更换电池要控制器上电

的时候更换，这样可以避免电池完全拔掉的时候，导致零点位置丢失。

错误

错误错误

错误 ID

41001 ：

：：

： 安全任务超时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运行环境检查出有异常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请联系厂家

41002 ：

：：

： HMI连接失败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HMI通信无法正常工作，可能是由于版本原因或者连接不良导致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检查手持器的MCU版本号和连接头的焊接线是否良好

41003 ：

：：

： HMI检测到急停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HMI急停检测到有效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观察是否确实有效，急停开关通常是顺时针旋转可以弹出，弹出后需要在报警

画面内按复位，才能解除报警。

41004 ：

：：

： 检测到外部急停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系统配置了外部 IO急停，并且检测到这个输入 IO处于有效状态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 如果有配置外部急停，那么需要先解除外部急停信号，然后在报警界面内

选择“复位”。

� 如果是参数误设定，可以在参数内修改 IO的端口号和有效电平。

41006 ：

：：

： DSP运行时间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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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6 ：

：：

： 系统任务创建失败

分析

分析分析

分析 运行环境检查出有异常

处理

处理处理

处理 请联系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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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众为兴机器人的众为兴机器人的众为兴机器人的众为兴机器人的 AR 语言编程语言编程语言编程语言编程

5.1 指令介绍指令介绍指令介绍指令介绍

Robot采用 AR动态语言作为编程控制语言，用户可以根据现场工艺需求，使用 AR

语言灵活地编写出相应的控制程序。AR是支持各种数据类型描述机制的过程式编程语

言，包括 nil(空值),，boolean(布尔),，number(实数),，string(字符串)，table(构造表)几种

常用的数据类型。支持各种算术运算和逻辑关系运算，条件控制和循环控制语句。采用

函数式程序设计方式，用户可以根据需求定义不同功能的函数，使得程序的设计更模块

化，同时系统已经封装了很多工艺相关的 ROBOT库和 AR语言标准库函数给用户直接

调用，从而简化了编程，AR同样还支持高级的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和多任务编程功能。

通常用户在编写程序过程中经常需要不断调试才能最终完成，AR提供了相关的调试手

段，包括单步，断点，查看变量，查看堆栈，打印变量等功能。

以上是关于 AR的基本叙述，要用好机器人就要熟悉 AR语言的语法和库函数的使

用，详细内容将在后续章节逐一说明，也可以参考 lua语言。AR语言是基于 lua语言基

础的自制语言。

5.2 指令导入指令导入指令导入指令导入

工程师可以使用 LuaStudio脚本编译器编译工程文件，编译完成后保存为**.AR格

式。

将工程文件考入控制器的方法可参考第二章。

5.3 常用常用常用常用 AR 语言语言语言语言

5.3.1 AR 语言总览语言总览语言总览语言总览

指令类别

指令类别指令类别

指令类别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算术运算符

+ 加法运算

- 减法运算

* 乘法运算

/ 除法运算

// 取整除法，即得到不大于结果的最大整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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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余除法

^ 指数运算

- 取负运算

~ 异或运算

& 与运算

| 或运算

~ 取反运算

<< 左移运算

>> 右移运算

关系运算符

== 等于

~= 不等于

<= 小于等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

> 大于

逻辑运算符

or 逻辑或

not 逻辑非

and 逻辑与

false 假 （注：nil 也为 false）

true 真

一般符号

# 求 table数组长度

= 赋值操作

-- 单行注释

--[[ 多行注释开始行

--]] 多行注释结束行

( ) 用于函数定义、调用，表达式运算

{ } 用于定义 table数组

[ ] table数组元素操作符

:: 定义 goto指令的跳转位置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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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句结束符，可以省略不写

, 用于函数参数定义、调用，多变量赋值，table数组定义等

. 用于 table数组元素访问

.. 字符串连接符

… 定义函数可变参数项

过程控制指令

if then else elseif

end
if条件分支指令

while do end while循环控制指令

for do end for循环控制指令

repeat until repeat循环控制指令

goto goto无条件跳转指令

function end 用户函数定义指令

一般关键字

break 跳出 for、while、repeat循环

local 定义局部变量

nil 变量为空值

return 函数调用返回

机器人轴定义

AX 笛卡尔坐标系 X轴号

AY 笛卡尔坐标系 Y轴号

AZ 笛卡尔坐标系 Z轴号

AC 笛卡尔坐标系 C轴号

J1 J1关节

J2 J2关节

J3 J3关节

J4 J4关节

机器人全局变量

ON 打开状态

OFF 关闭状态

p0~p1000 机器人默认点名称

运动指令

MovL 直线方式运行到笛卡尔坐标系绝对位置的指令

MovLR 直线方式运行到笛卡尔坐标系相对位置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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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P 点到点方式运行到笛卡尔坐标系绝对位置的指令

MovPR 点到点方式运行到笛卡尔坐标系相对位置的指令

MovJ 控制各个关节移动到目标绝对角度的指令

MovJR 控制各个关节移动到目标相对角度的指令

MArchP 点到点方式控制机器人进行拱形移动的指令

Marc 从当前位置圆弧插补到笛卡尔坐标系绝对位置的指令

MCircle 笛卡尔坐标系下的整圆插补指令

运动指令参数

AccJ
设置加速度比例指令，影响MovJ、MovJR、MovP、MovPR、

MArchP指令的加速时间

SpdJ
设置速度比例指令，影响MovJ、MovJR、MovP、MovPR、

MArchP指令的运行速度

AccL
设置直线运动指令加速度，影响MovL、MovLR、MArchL、

Marc、MCircle指令的加速时间。单位 mm/s2

SpdL
设置直线运动指令速度，影响MovL、MovLR、MArchL、

Marc、MCircle指令的运行速度。单位 mm/s

程序管理指令

Delay 延时指令。单位：毫秒

Exit 程序运行终止

Pause 暂停程序运行

一般指令

X 创建指定 X轴笛卡尔坐标绝对位置点的指令

Y 创建指定 Y轴笛卡尔坐标绝对位置点的指令

Z 创建指定 Z轴笛卡尔坐标绝对位置点的指令

C 创建指定 C轴笛卡尔坐标绝对位置点的指令

XYZC 创建指定 XYZC轴笛卡尔坐标绝对位置点的指令

输入/输出指令

DI 读取输入端口状态

DO 读写输出端口状态

坐标系指令

SetU 设置机器人当前用户坐标系

WrU 修改用户坐标系的数据

SetT 设置机器人当前工具坐标系

WrT 修改工具坐标系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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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eTool 根据当前点与传入点计算工具坐标系

getcart 获取当前笛卡尔坐标

码垛指令

SetPlt 设置码垛数指令

GetPlt 取码垛数据点指令

ToPutPLT 放码垛

FromPutPLT 放码垛后，离码垛

ResetPLT 重置码垛个数

伺服管理指令

MotOn 伺服所有轴上电使能

MotOff 关闭伺服所有轴使能

通信指令

RecCom 从 RS232串口接收数据

SendCom 往 RS232串口发送数据

ClrCom 清除 RS232串口接收缓冲区

sysnetclr 清除网络数据

sysnetget 查询方式读取网络数据

sysnetsend 发送网络数据

sysnetcatch 阻塞式读取网络数据

publicread 读取全局表数据值

publicwrite 写入数据值到全局表

视觉指令

VisToRob 将像素坐标转化成指定的用户坐标系下的坐标

CCDrecv 接收视觉返回的数据

CCDtrigger 触发相机拍照

CCDsent 发送字符串到视觉

CCDclr 清除网络托管的 IP

CCDoffset 视觉偏差补偿

GetDynCCDPos 动态视觉位置计算

动态跟随指令

FollowInit 动态跟随初始化

SetDynCatch 开启或关闭跟随抓取任务

GetCatchSpace 获取物件是否进入抓取区域

SetCatch 执行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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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atchState 获取抓取状态

SynOver 结束跟随

GetTrigger 获取触发状态（同一物体拍两次使用）

SetViewData 发送数据给控制器，存入缓存待跟随

调试指令 print 打印输出用户调试数据

点位指令 Point 任务 CPU1之外调用点位表中的点位

系统指令

syswork 设置系统工作状态

sysstate 读取系统状态

sysrate 设置全局速度倍率

� 注意：AR语言是大小写敏感的语言，用户一定按照规定的操作符使用，表中的

所有指令符号用户只能根据说明使用，不能重新定义。例如：

local X --定义变量 X

X=10 --赋值给变量 X

X已经定义为系统指令，用户重新定义可能会运行出错。

5.3.2 算术运算符算术运算符算术运算符算术运算符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 加法运算

- 减法运算

* 乘法运算

/ 除法运算

// 取整除法，即得到不大于结果的最大整数值

% 取余除法

^ 指数运算

- 取负运算

~ 异或运算

& 与运算

| 或运算

~ 取反运算

<< 左移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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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移运算

算数运算符

算数运算符算数运算符

算数运算符

使用说明 算术运算符提供了各种实数的运算功能，整形数据的位运算功能等。

举例说明 “+ ” 加法运算还可以实现两个点位数据的加法运算。

local point1={X=10,Y=20,Z=30,C=10,H=0}

local point2={X=10,Y=20,Z=30,C=10,H=1}

local point3 = point1 + point2

运行该程序后，point3点的数据中 X为 20，Y为 40，Z为 60，C为 20，H为点

位的手系，相加后以 point1点手系为准。

5.3.3 关系运算符关系运算符关系运算符关系运算符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 等于

~= 不等于

<= 小于等于

>= 大于等于

< 小于

> 大于

关系运算符

关系运算符关系运算符

关系运算符

使用说明 关系运算符用在流程控制语句的条件判断中。

举例说明 1. local a =10

local b=20

if a == b then

end

if a < b then

end

if a < 30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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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 == 等号可以比较字符串类型变量。

local a = "ROBOT"

if a == "ROBOT" then

end

5.3.4 逻辑运算符逻辑运算符逻辑运算符逻辑运算符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or 逻辑或

not 逻辑非

and 逻辑与

false 假 （注：nil也为假）

true 真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使用说明 逻辑运算符用在流程控制语句的条件判断中。

举例说明 if 5 or 6 then

end

local a =30

local b=true

if a and b then

end

local a=0

local b=1

if a and b then

end

local a=0

local b=nil

if a and b then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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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AR语言中，只有 nil 和 false值为假，其它值都为真，包括 0也为真。

上面示例第 9行的条件是成立的。

5.3.5 一般符号一般符号一般符号一般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 求 table数组长度

= 赋值操作

-- 单行注释

--[[ 多行注释开始行

--]] 多行注释结束行

( ) 用于函数定义、调用，表达式运算

{ } 用于定义 table数组

[ ] table数组元素操作符

:: 定义 goto指令的跳转位置标签

; 语句结束符，可以省略不写

, 用于函数参数定义、调用，多变量赋值，table数组定义等

. 用于 table数组元素访问

.. 字符串连接符

… 定义函数可变参数项

一般符号

一般符号一般符号

一般符号

举例说明 local a ,b,c = 1,2,3 --用,符号写多变量赋值语句

p.X --用.符号访问数组元素

local a={10,20,30} --用{}符号定义数组

a[1] --用[]符号访问数组元素

::lab:: --用::符号定义 goto指令跳转位置标签

� 注意：table类型数组变量下标是从 1开始，如示例 4的值为 10。

5.3.6 一般关键字一般关键字一般关键字一般关键字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break 跳出 for、while、repeat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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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定义局部变量

nil 变量为空值

return 函数调用返回

一般关键字

一般关键字一般关键字

一般关键字

举例说明 local 符号用来声明用户的变量

local a --声明局部变量 a ，值为 nil

local b={10,20} --声明 table数组

local b={{10,20},{30,40}} --声明 table二维数组

local a="ROBOT" --声明字符串变量 a

5.3.7 机器人轴机器人轴机器人轴机器人轴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AX 笛卡尔坐标系 X轴号

AY 笛卡尔坐标系 Y轴号

AZ 笛卡尔坐标系 Z轴号

AC 笛卡尔坐标系 C轴号

J1 J1 关节

J2 J2 关节

J3 J3 关节

J4 J4 关节

机器人轴定义

机器人轴定义机器人轴定义

机器人轴定义

使用说明 轴号也是全局变量，作为运动指令的一些参数使用，用户也不能重新定义。

5.3.8 机器人全局变量机器人全局变量机器人全局变量机器人全局变量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ON 打开状态

OFF 关闭状态

p0~p1000 机器人默认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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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全局变量

机器人全局变量机器人全局变量

机器人全局变量

使用说明 全局变量为系统定义好的变量，有具体的意义，用户不能在重新定义或赋值，否则可

能运行出错。

举例说明

1. 点位变量 p0~p1000为 table类型的点变量，机器人启动时定义如下：

Local px={X=VALUE1,Y=VALUE2,Z=VALUE3,C=VALUE4,H=VALUE5}

2. 程序中，用户可以 p.X p.Y 的方式访问点的数据值。

local a = p0 -- a为 p0的引用

a.X = 10 --那么 p0.X的值也变为 10

local a = #p0 --拷贝 p0的值到 a

a.X = 10 --p0.X保持原来的值

5.3.9 过程控制指令过程控制指令过程控制指令过程控制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if then else elseif end if 条件分支指令

while do end while 循环控制指令

for do end for 循环控制指令

repeat until repeat 循环控制指令

goto goto 无条件跳转指令

function end 用户函数定义指令

if then else elseif end

使用说明 if 条件分支指令

语法说明 1. if conditions then

then-part

end

2. if conditions then

then-part

else

else-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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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3. if conditions then

then-part

elseif conditions then

elseif-part

…… --多个 elseif

else

else-part

end

Conditions表示控制语句的条件，如果为 true则条件成立，part为执行的代

码部分。

Conditions条件可以是常量，变量，表达式，函数调用等，程序只判断最终

结果为 false或 true去选择执行程序。

while do end

使用说明 while 循环控制指令

语法说明 1. while condition do

statements

end

conditions表示控制条件，如果为 true则条件成立，statements为执行的代

码部分，如果为 false则条件不成立，不执行 statements代码部分。

2. a = 0

while a<10 do --条件判断，如果为 true，则继续执行 a = a-1

a = a-1

end

for do end

使用说明 for 循环指令

语法说明 for var=exp1,exp2,exp3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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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p-part

end

for将用 exp3作为 step（步进值）从 exp1（初始值）到 exp2（终止值），

执行 loop-part（循环体）。其中 exp3可以省略，默认 step=1

exp是一个表达式，可以是数值常量，变量，或函数调用的返回值，表达式

运算。

注意事项 1.三个表达式只会被计算一次，并且是在循环开始前。

for i=1,f(x) do --调用 f(x)函数一次，函数返回值作为循环的终止值

print(i)

end

for i=10,1,-1 do

print(i)

end

2.控制变量 var是局部变量自动被声明，并且只在循环内有效。

for i=1,10 do

print(i)

end

max = i --错误引用 i，i是局部变量

如果需要保留控制变量的值，需要在循环中将其保存。

local found = nil

for i=1,a.n do

if a[i] == value then

found = i

break

end

end

print(found)

3.循环过程中不要改变控制变量的值，那样做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如果要退出

循环，使用 break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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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at-until

使用说明 repeat 循环控制指令

语法说明 repeat

statements

until conditions

while 语句大致相同，只是循环部分 statements 的执行先后不一样，

repear-until的循环体先执行在判断循环条件，而 while语句是先判断循环条件。

goto

使用说明 goto无条件跳转指令

语法说明 goto lab_name

lab_name 用户定义的文件行跳转位置名称，字符串类型，如果没有定义会出

错。

举例说明 local a=0

::lab:: --定义跳转位置名称 lab

MovL(p0)

MovL(p1)

a = a + 1

print("跳转次数:",a)

goto lab --跳转到示例 2 循环执行

� 注意：goto 指令不能从一个函数跳转到另外一个函数,lab_name 跳转名称不能重

复定义。

function end

使用说明 用户函数定义指令

语法说明 function func_name (arguments-list)

function func_name(arguments-list)

statements-list

end

name是函数名字，根据 AR语言命名规则进行定义，且函数名不能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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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会出错。

arguments-list为函数的参数列表，列表中的参数可以是任何数据类型的变

量，当有多个参数时，通过”,”分隔。函数还可以没有参数，在定义的时候参数

列表为空即可，但是括号不能省略。

statements-list为函数体部分，函数体就是实现该函数功能的具体程序细节，

函数体结束部分可以有返回值，也可以没有返回值，如果有返回值则通过关键

字 return说明。

举例说明 1.定义一个加法功能函数：

function add (a,b)

return a+b

end

函数的调用

add(1,2) --函数相加并返回结果 3

2.返回多个值，求相加与相乘函数

function addmul(a,b)

return a+b，a*b

end

addmul(2,5) --函数相加相乘，返回 7 10

5.3.10 运动指令运动指令运动指令运动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MovL 直线方式运行到笛卡尔坐标系绝对位置的指令

MovLR 直线方式运行到笛卡尔坐标系相对位置的指令

MovP 点到点方式运行到笛卡尔坐标系绝对位置的指令

MovPR 点到点方式运行到笛卡尔坐标系相对位置的指令

MovJ 控制各个关节移动到目标角度的指令

MovJR 控制各个关节移动相对角度的指令

MArchP 点到点方式控制机器人进行拱形移动的指令

Marc 从当前位置圆弧插补到笛卡尔坐标系绝对位置的指令

MCircle 笛卡尔坐标系下的整圆插补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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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L

使用说明 以直线的方式运动到笛卡尔坐标系下的目标绝对位置

语法说明 MovL(A," CP Acc=20 Spd=100 In=10 ON/OFF Tool=1 User=1")

参数说明 该指令一共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 A为目标点，第二个参数为可选参数、省略

时系统默认全局状态值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A
笛卡尔坐标目标位置。可以是点的名称 p0~p1000，也可以是点的

索引号 0~1000。可选参数，可以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各项参数

CP 说明运动到目标点时是否平滑过渡

Acc 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加速度，单位为 mm/

Spd 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速度，单位为 mm/s

In 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是否有输入信号触发运动停止

ON/OFF 输入 10有效或无效时触发运动停止，ON为有效，OFF为无效

Tool 说明在所指的工具坐标系下移动到目标位置，范围 0~6

User 说明在所指的用户坐标系下移动到目标位置，范围 0~6

举例说明

1. MovL(p1) --机器人以直线的方式从当前位置运动到 p1目标点

2. MovL(10) --机器人以直线的方式从当前位置运动到 p10目标点

3. MovL(10, "Acc=100 Spd=1000") --机器人以直线的方式从当前位

置运动到 p10目标点，其中加速度为 100mm/s2，速度为 1000mm/s

4. MovL(p20, "CP") --机器人以直线的方式运动到 p20位置，其中目标

位置 p20平滑过渡

5. MovL(p20, "In=10 ON") --机器人以直线的方式运动到 p20目标位置，

在运动过程中如果输入信号 In10有效则当前指令运行结束。

6. local p={X=200,Y=10} --用户定义 p点变量

7. MovL(p) –运动到 p点 X轴 200，Y轴 10的目标位置，其

它轴坐标不变

� 注意： 可选参数编程时可以根据需要是否设置，其中 Acc、Spd省略时，系统

默认全局值，当设置 In选项触发停止时，参数 ON/OFF才会有意义，且只能二

选一设置信号有效停止或无效停止。示例 6、中只指定了 X、Y轴坐标，执行示

例 7后，其它轴和手系保持不变。

Mov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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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以直线的方式运动到笛卡尔坐标系下的目标相对位置

语法说明

1. MovLR(A," CP Acc=20 Spd=100 In=10 ON/OFF Tool=1 User=1")

2. MovLR(A,B," CP Acc=20 Spd=100 In=10 ON/OFF Tool=1 User=1")

参数说明 情况 1

A为 p0~p1000点名称或 0~1000点索引号

情况 2

A为 AX,AY,AZ,AC各笛卡尔坐标轴号

B为各轴移动的相对距离

可选参数的作用与

可选参数的作用与可选参数的作用与

可选参数的作用与MovL指令中的可选参数类似
指令中的可选参数类似指令中的可选参数类似

指令中的可选参数类似

举例说明

1. MovLR(AX,10) --X轴从当前位置往正方向移动 10mm的距离

2. MovLR(AC,10) --C轴从当前位置往正方向移动 10度的角度

3. MovLR(p5) --机器人各轴从当前位置移动 p5点数据的相对量

4. local p={X=20} --用户定义 p点变量

5. MovLR(p) --从当前位置往 X轴正方向移动 20毫米的距离

� 注意：执行示例 3时，示教器中的点数据 p5的各个轴坐标为相对距离，机器人

的手系保持为当前手系。示例 4自定义点数据 p给运动指令调用时，只指定了

X轴的值，那么其它轴相对量为 0，运动后其坐标位置不变。

MovP

使用说明 点到点方式移动到笛卡尔坐标系下的目标绝对位置

语法说明 MovP(A,"CP Acc=20 Spd=100 Tool=1 User=1")

参数说明 该指令一共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 A为目标点，第二个参数为可选参数，省略

时系统默认全局状态值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A

笛卡尔坐标目标位置。可以是点的名称 p0~p1000，也可以是点的

索引号 0~1000。

可选参数 " CP Acc=20 Spd=100Tool=1 User=1"

CP 可选参数，说明运动到目标点时是否平滑过渡

Acc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加速度比例，范围 1~100

Spd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速度比例，范围 1~100

Tool 可选参数，说明在所指的工具坐标系下移动到目标位置

User 可选参数，说明在所指的用户坐标系下移动到目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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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

1. MovP(p1) --机器人以点到点的方式从当前位置运动到 p1 目标点

MovP(10) --机器人以点到点方式从当前位置运动到 p10目标点

2. MovP(10, "Acc=50 Spd=50") --机器人以点到点方式从当前位置运动到

p10目标点，其中加速度为 50%的倍率，速度为 50%的倍率

3. MovP(p20, "CP") --机器人以点到点方式运动到 p20位置，其中目标位置

p20是平滑过渡

4. local p={X=200,Y=10} --用户定义 p点变量

5. MovP(p) --运动到 p点目标位置

MovPR

使用说明 点到点方式移动到笛卡尔坐标系下的目标相对位置

语法说明

1. MovPR(A," Acc=20 Spd=100 Tool=1 User=1")

2. MovPR(A,B," Acc=20 Spd=100 Tool=1 User=1")

参数说明 情况 1 A为 p0~p1000点名称或 0~1000点索引号

情况 2 A为 AX,AY,AZ,AC各笛卡尔坐标轴号

B为各轴移动的相对距离

可选参数与

可选参数与可选参数与

可选参数与MovP中的可选参数作用一样
中的可选参数作用一样中的可选参数作用一样

中的可选参数作用一样

举例说明

1. MovPR (AX,10) --X轴从当前位置以点到点的方式往正方向移动 10mm

的距离

2. MovPR (AC,10) --C轴从当前位置以点到点的方式往正方向移动 10度的

角度

3. MovPR (p5) --机器人各轴从当前位置以点到点的方式移动 p5点各轴

的相对距离

4. local p={X=20} --用户定义 p点变量

5. MovPR (p) --从当前位置以点到点的方式往 X轴正方向移动 20毫米

的距离

MovJ

使用说明 点到点的方式移动机器人各个关节到指定的角度绝对位置

语法说明 MovJ (A,B," Acc=20 Spd=100")

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A J1,J2,J3,J4对应机器人各个关节号



第五章 众为兴机器人的 AR语言编程

146

B 各关节移动的目标角度

Acc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加速度比例，范围 1~100

Spd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速度比例，范围 1~100

举例说明

1. MovJ (J1,10) --机器人第一关节移动到 10度的位置

2. MovJ (J3,-10) --机器人第三关节移动到-10毫米的位置

� 注意：关节运动时 J3 为毫米单位，其它关节为角度单位。

MovJR

使用说明 点到点方式移动机器人各个关节到指定的相对角度相对位置

语法说明 MovJR (A,B," Acc=20 Spd=100")

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A J1,J2,J3,J4对应机器人各个关节号

B 各关节移动的相对角度

Acc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加速度比例，范围 1~100

Spd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速度比例，范围 1~100

举例说明

1. MovJ (J1,10) –-机器人第一关节相对当前角度移动 10度的角度

2. MovJ (J3,-10) –-机器人第三关节相对当前位置移动-10毫米的位置

� 注意：关节运动时 J3 为毫米单位，其它关节为角度单位。

MArchP

使用说明 机器人以点到点的方式做拱形运动

语法说明 MArchP(A,B,C,D," Acc=20 Spd=100")

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A 为 p0~p1000点名称或 0~1000点索引号

B 为 Z轴最高限位绝对位置，单位为毫米

C 为 Z轴上升高度，单位为毫米

D 为 Z轴下降升高度，单位为毫米

Acc 可选参数，指定拱形运动的加速度比例，范围 1~100

Spd 可选参数，指定拱形运动的速度比例，范围 1~100

举例说明

1. MArchP (p1,0,10,5) --机器人从当前位置以点到点的方式 Z轴上升 10

毫米距离，不能超过 Z最高限位 0坐标，移动到目标位置后，下降 5毫米

距离的拱形移动。

2. MarchP (p1,0,10,5,”Acc=50 Spd=100”) --机器人以 50%的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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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s的减速度做点到点方式拱形运动

MArc

使用说明 笛卡尔坐标系下的圆弧运动

语法说明 MArc(A,B，" CP Acc=20 Spd=100 Tool=1 User=1")

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A
笛卡尔坐标圆弧经过点。可以是点的名称 p0~p1000，也可以是点

的索引 0~1000

B
笛卡尔坐标圆弧终点。可以是点的名称 p0~p1000，也可以是点的

索引 0~1000

CP 可选参数，说明运动到目标点时是否平滑过渡

Acc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加速度，单位为 mm/

Spd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速度，单位为 mm/s

Tool 可选参数，说明在所指的工具坐标系下移动到目标位置

User 可选参数，说明在所指的用户坐标系下移动到目标位置

举例说明

1. MArc(p1,p2) --机器人从当前位置以圆弧的方式经过 p1点运动到 p2目

标位置

2. MArc(1,2) --机器人从当前位置以圆弧的方式经过 p1点运动到 p2目标

位置

3. MArc(1,2，"Acc=100 Spd=1000") --机器人从当前位置以圆弧的方式经过

p1点运动到 p2目标点，其中加速度为 100mm/s2，速度为 1000mm/s

4. MArc(1,2，"CP") --机器人圆弧运动到 p2点时平滑过渡

MCircle

使用说明 机器人在笛卡尔坐标系下的圆周运动

语法说明 MCircle(A,B，" CP Acc=20 Spd=100 Angle=360 Tool=1 User=1")

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A
笛卡尔坐标圆弧经过点。可以是点的名称 p0~p1000，也可以是点

的索引 0~1000

B 笛卡尔坐标圆弧终点。可以是点的名称 p0~p1000，也可以是点的



第五章 众为兴机器人的 AR语言编程

148

索引 0~1000

CP 可选参数，说明运动到目标点时是否平滑过渡

Acc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加速度，单位为 mm/

Spd 可选参数，指定运动到目标位置的速度，单位为 mm/s

Angle 指定圆周的角度，范围 1~360

Tool 可选参数，说明在所指的工具坐标系下移动到目标位置

User 可选参数，说明在所指的用户坐标系下移动到目标位置

举例说明

1. MCircle(p1,p2) --机器人从当前位置经过 p1点运动到 p2目标位置的整

圆运动

2. MCircle(1,2) --机器人从当前位置经过 p1点运动到 p2目标位置的整

圆运动。

3. MCircle(1,2，"Acc=100 Spd=1000") --机器人从当前位置经过 p1点运动

到 p2目标点的圆周运动，其中加速度为 100mm/s2，速度为 1000mm/s。

4. MCircle(1,2，"CP") --机器人圆周运动到 p2点时平滑过渡 p2点。

5. MCircle (1,2，"Angle=180") --机器人从当前位置往 p1到 p2的方向运动

180度的半圆

5.3.11 运动运动运动运动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AccJ
设置加速度比例指令，影响MovJ、MovJR、MovP、MovPR、MArchP

指令的加速时间

SpdJ
设置速度比例指令，影响MovJ、MovJR、MovP、MovPR、MArchP指

令的运行速度

AccL
设置直线运动指令加速度，影响 MovL、MovLR、MArchL、Marc、

MCircle指令的加速时间。单位 mm/

SpdL
设置直线运动指令速度，影响MovL、MovLR、MArchL、Marc、MCircle

指令的运行速度。单位 mm/s

AccJ

使用说明 设置点到点运动方式的加速度比例

语法说明 Acc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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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A 百分比，范围 1~100

举例说明

1. AccJ（50） --设置点到点 50%的加速度比例

2. MovP（p2） --机器人以 50%的加速度比例运动到 p2目标位置

� 注意：设置后机器人一直保持该全局加速度比例为点到点运动的默认加速度比

例值，直到下一次更新。

SpdJ

使用说明 设置点到点运动方式的速度比例

语法说明 SpdJ(A)

参数说明 A 百分比，范围 1~100

举例说明

1. SpdJ（50） --设置点到点 50%的速度比例

2. MovP（p2） --机器人以 50%的速度比例运动到 p2目标位置

AccL

使用说明 设置直线运动方式的加速度

语法说明 AccL(A)

参数说明 A实际加速度，单位 mm/，范围 1~10000

举例说明

1. AccL（500） --设置直线运动的加速度为 500 mm/

2. MovL（p2） --机器人以 500 mm/的加速度运动到 p2目标位置

SpdL

使用说明 设置直线运动方式的速度

语法说明 SpdL(A)

参数说明 A实际速度，单位 mm/s，范围 1~10000

举例说明

1. SpdL（500） --设置直线运动的速度为 500mm/s

2. MovL（p2） --机器人以 500mm/s的速度运动到 p2目标位置

5.3.12 程序管理指令程序管理指令程序管理指令程序管理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Delay 延时指令。单位：毫秒

Exit 程序运行终止

Pause 暂停程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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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y

使用说明 延时指令

语法说明 Delay(A)

参数说明 A延时时间，单位为毫秒,范围 1~100000

举例说明

1. Delay（1000） --程序延时 1000毫秒

2. Delay（1） --机器人延时 1毫秒

3. local time = 1000

4. Delay(time) --参数为变量

Exit

使用说明 退出程序执行指令

语法说明 Exit()

参数说明 该指令无参数

举例说明

1. Exit（） --执行该指令后程序程序停止执行

2. MovL（1） --该指令不会再执行

Pause

使用说明 暂停程序执行指令

语法说明 Pause()

参数说明 该指令无参数

举例说明

1. Pause（） --执行该指令后程序程序暂停执行

2. MovL（1） --按启动键后程序继续执行

� 注意：暂停后，按启动键可以重新启动执行。

5.3.13 一般指令一般指令一般指令一般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X 创建指定 X轴笛卡尔坐标绝对位置点的指令

Y 创建指定 Y轴笛卡尔坐标绝对位置点的指令

Z 创建指定 Z轴笛卡尔坐标绝对位置点的指令

C 创建指定 C轴笛卡尔坐标绝对位置点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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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C 创建指定 XYZC轴笛卡尔坐标绝对位置点的指令

X/ Y/ Z/ C

使用说明 创建指定某个轴笛卡尔坐标位置的点

语法说明 X(A) Y(A) Z(A) C(A)

参数说明 A各个轴笛卡尔坐标位置，C轴为角度，其它轴为 mm

举例说明

1. MovL（p10 + X（20）） --机器人运动到相对于 p10点往 X轴正向偏移

20毫米的位置处

2. MovLR(X(20)) --机器人相对当前位置往 X轴正向移动 20毫米

3. MovLR(Z(-20)) --机器人相对当前位置往 Z轴负向移动 20毫米

4. MovLR(C(20)) --机器人相对当前位置往 C轴正向移动 20度

� 注意：该指令是用来生成一个点数据，不会产生运动，一般与点数据运算后作

为参数传递给运动指令。

XYZC

使用说明 创建指定各个轴笛卡尔坐标位置的点

语法说明 XYZC(A,B,C,D)

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A 指定 X轴笛卡尔坐标位置，单位 mm

B 指定 Y轴笛卡尔坐标位置，单位 mm

C 指定 Z轴笛卡尔坐标位置，单位 mm

D 指定 C轴笛卡尔坐标位置，单位 mm

举例说明 MovL（p10 + XYZC（10,20,-5,30）） --机器人运动到相对于 p10点往 X轴

正向偏移 10毫米,Y轴正向偏移 20毫米、Z轴负向偏移 5毫米、C轴正向偏移

30度的位置移动

5.3.14 输入输入输入输入/输出指令输出指令输出指令输出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DI 读取输入端口状态

DO 写输出端口状态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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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读取输入端口状态

语法说明 DI(A)

参数说明 返回值 ON 或 OFF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A 读取的输入端口号，范围 0~23

举例说明

1. if DI(10) == ON then --输入端口 10有效时运动到 p1点

2. MovP(p1)

3. end

� 注意：DI指令只是读取输入端口的状态，状态有效或无效都不会死等待。

DO

使用说明 读取或写输出端口状态

语法说明 DO(A)

DO(A,B,"Time = 1000")

参数说明 返回值 ON 或 OFF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A 读写的输出端口号，范围 0~23

B 写输出端口的状态值，ON或 OFF

Time 可选参数，输出延时时间，单位为毫秒

举例说明

1. if DO(10) == ON then --读输出端口是否为 ON

2. MovP(p1)

3. end

4. DO(10,ON) --打开 10号输出端口为 ON

5. DO(10,ON,”Time=1000”) --打开 10号输出端口为 ON,并延时 1秒钟

� 注意：可选参数 Time为输出保持时间，延时到位后再继续执行后续指令。

5.3.15 坐标系指令坐标系指令坐标系指令坐标系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SetU 设置机器人当前用户坐标系

WrU 修改用户坐标系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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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 设置机器人当前工具坐标系

WrT 修改工具坐标系的数据

CalculateTool 根据当前点与传入点计算工具坐标系

getcart 获取当前笛卡尔坐标

SetU

使用说明 设置当前用户坐标系

语法说明 SetU(A)

参数说明 A设置的用户坐标系号，范围 0~6

举例说明

1. SetU(1) --选择用户坐标系 1

2. MovL(p0) --运动到用户坐标系 1中的 p0位置

� 注意：坐标系设置后立即有效并保持到下一次更新。

SetT

使用说明 设置当前工具坐标系

语法说明 SetT(A)

参数说明 A设置的工具坐标系号，范围 0~6

举例说明

1. SetT (1) --选择工具坐标系 1

2. MovL(p0) --运动到工具坐标系 1中的 p0位置

WrU

使用说明 修改用户坐标系的偏移值

语法说明 WrU(A,B,C)

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A 要修改的第几组用户坐标系号，范围为 1~6

B 修改的轴号，分别为 AX、AY、AZ、AC

C 修改的值，单位为毫米,C轴为角度

举例说明

1. WrU(1,AX，200) --修改第一组用户坐标系的 X轴偏移量为 200毫米

2. WrU(1,AC，100) --修改第一组用户坐标系的 C轴偏移量为 100度

WrT



第五章 众为兴机器人的 AR语言编程

154

使用说明 修改工具坐标系的偏移值

语法说明 WrT (A,B,C)

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A 要修改的第几组工具坐标系号，范围为 1~6

B 修改的轴号，分别为 AX、AY、AZ、AC

C 修改的值，单位为毫米,C轴为角度

举例说明

1. WrU(1,AX，200) --修改第一组工具坐标系的 X轴偏移量为 200毫米

2. WrU(1,AC，100) --修改第一组工具坐标系的 C轴偏移量为 100度

CalculateTool

使用说明 根据当前点与传入点计算工具坐标系

语法说明 Tool= CalculateTool (pos)

参数说明 pos 点位数据；

pos={x=0，y=0，z=0，c=0，h=0} 将视觉（或其他方式）得到的物件点位发送

传入此函数。

返回值 Tool 根据当前点与传入点计算出的工具坐标系

getcart

使用说明 获取当前笛卡尔坐标

语法说明 pos= getcart ()

参数说明 无参数

返回值 pos 即当前机器人的笛卡尔坐标

5.3.16 码垛指令码垛指令码垛指令码垛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SetPlt 设置码垛数指令。

GetPlt 取码垛数据点指令。

ToPutPLT 放码垛

FromPutPLT 放码垛后，离码垛

ResetPLT 重置码垛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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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Plt

使用说明 设置码垛参数

语法说明 XY轴码垛 SetPlt(A,B,C,D,E,F)

XYZ轴码垛 SetPlt(A,B,C,D,E,F,G,H)

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XY轴码垛 SetPlt(A,B,C,D,E,F)

A 码垛号，范围为 1~6

B 码垛原点位置

C 相对于码垛原点的 X轴方向最后一个码垛点

D 相对于码垛原点的 Y轴方向最后一个码垛点

E 码垛 X轴方向等分数

F 码垛 Y轴方向等分数

XYZ轴码垛 SetPlt(A,B,C,D,E,F,G,H)

A 码垛号，范围为 1~6

B 码垛原点位置

C 相对于码垛原点的 X轴方向最后一个码垛点

D 相对于码垛原点的 Y轴方向最后一个码垛点

E 相对于码垛原点的 Z轴方向最后一个码垛点

F 码垛 X轴方向等分数

G 码垛 Y轴方向等分数

H 码垛 Z轴方向等分数

举例说明

1. SetPlt(1,p1,p2,p3,5,11) --设置 XY轴码垛

2. SetPlt(1,p1,p2,p3,p4,11,5,3) --设置 XYZ轴码垛

� 注意: 码垛设置指令只要在程序开始执行一次，指令自动根据参数的个数判断是

XY轴码垛或 XYZ轴码垛。

GetPlt

使用说明 获得码垛数据点

语法说明 XY轴码垛 GetPlt(A,B,C)

XYZ轴码垛 GetPlt(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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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返回值 返回码垛中的各个点位数据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下表各指令参数说明

XY轴码垛 GetPlt(A,B,C)

A 码垛号，范围为 1~6

B 码垛 X方向的位置，从 1开始

C 码垛 Y方向的位置，从 1开始

XYZ轴码垛 GetPlt(A,B,C,D)

A 码垛号，范围为 1~6

B 码垛 X方向的位置，从 1开始

C 码垛 Y方向的位置，从 1开始

D 码垛 Z方向的位置，从 1开始

举例说明 SetPlt(1,p1,p2,p3,5,11) --设置 XY轴码垛

i=1

j=1

while i <= 5 do

j=1

while j <= 11 do

pos = GetPlt(1,i,j) --循环指令中读取码垛点位数据

print(pos.X,pos.Y,pos.Z,pos.C,pos.H) --打印输出坐标

j = j + 1

MovL(pos) --直线运动到码垛位置

end

i = i + 1

end

end --主程序结束

ToPutPLT

使用说明 放码垛

语法说明 ToPutPLT(Pl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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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无返回值

输入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说明输入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说明

PltName 码垛名（PLT0~PLT4）

注：使用该语句，须在码垛配置中设置关于码垛的一些参数，包括码垛名、码垛顺

序、参考坐标系等。

FromPutPLT

使用说明 放码垛

语法说明 ToPutPLT(PltName)

参数说明 返回值

返回值返回值

返回值

0 盘码垛未满，可继续码垛

1 盘码垛已满

输入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说明输入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说明

PltName 码垛名（PLT0~PLT4）

注：FromPutPLT指令和 ToPutPLT是配套使用的。

ResetPLT

使用说明 重置码垛个数

语法说明 ResetPLT(PltName,count)

参数说明 返回值

返回值返回值

返回值

无

输入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说明输入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说明

PltName 码垛名（PLT0~PLT4）

count 码垛个数，可任意设置个数，码垛个数从 1开始

举例说明 Local posReady=p1 --待机点&安全点

local quliao = p2 --取料点

MArchP(posReady,5,1,1) --待机点&安全点

while true do

MArchP(quliao,5,1,1)

ToPutPLT("PLT1") --放码垛 PLT1

full=FromPutPLT("PLT1") --离码垛 PL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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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码完一个物体， full 会用来判断码盘是否码满，码满则为 1

if full==1 then

ResetPLT("PLT1",1)

end

end

5.3.17 伺服管理伺服管理伺服管理伺服管理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MotOn 伺服所有轴打开使能

MotOff 伺服所有轴关闭使能

MotOn

使用说明 伺服所有轴使能打开

语法说明 MotOn()

参数说明 无参数

举例说明 MotOn() --所有轴使能打开

� 注意: 机器人在线模式下，如何未使能伺服执行运动指令会产生报警。

MotOff

使用说明 伺服所有轴使能关闭

语法说明 MotOff()

参数说明 无参数

举例说明 MotOff() --所有轴使能关闭

5.3.18 通信指令通信指令通信指令通信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RecCom 从 RS232串口接收数据

SendCom 往 RS232串口发送数据

SetCom 设置 RS232串口通信参数

ClrCom 清除 RS232串口接收缓冲区

sysnetclr 清除网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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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etget 查询方式读取网络数据

sysnetsend 发送网络数据

sysnetcatch 阻塞式读取网络数据

publicread 读取全局表数据值

publicwrite 写入数据值到全局表

RecCom

使用说明 RS232串口接收数据

语法说明 RecBuf,Err=RecCom(A, "Time=5000")

参数说明 A 通信端口号，范围 0~1

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

Time 设置接收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

返回值

RecBuf 接收数据缓冲区

Err

接收错误号

0 表示接收成功

1 表示接收超时

2 校验出错

举例说明 local RecBuf --定义接收缓冲区

local Err --定义接收错误号

RecBuf,Err = RecCom(1," Time=5000") --串口 1接收数据，接收超时时间为 5秒。

if Err == 0 then --接收成功

print(RecBuf.buff) --RecBuf缓冲区中接收到上位机发送的数据

end

SendCom

使用说明 RS232串口发送数据

语法说明 SendCom(A,B)

参数说明 返回值 无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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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

A 通信端口号，范围 0~1

B
要发送的数据缓冲区，可以使 ASCII码类型，也可以是 TABLE

十六进制类型数据

举例说明 local SendBuf={0x01,0x05,0x00,0x1A,0xff,0x00} --定义发送收缓冲区

SendCom(1,SendBuf) --串口 1以十六进制方式发送数据

local SendBuf = "ROBOT" --定义发送收缓冲区

SendCom(1,SendBuf) --串口 1以字符串方式发送数据

SendCom(1,"ROBOT")

ClrCom

使用说明 RS232串口接收缓冲区清除

语法说明 ClrCom(A)

参数说明 通信端口号，范围 0~1

举例说明 ClrCom(1) --清除 1号端口串口数据

RecBuf,Err = RecCom(0," Time=5000" --清除串口接收缓冲区后再接收

sysnetclr

使用说明 清除网络数据

语法说明 Sysnetclr(ipaton{“A”},B)

参数说明 返回值 无返回值

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

A UDP网络通讯 IP地址

B UDP网络通讯端口号

举例说明 local CameraNet={ipaton("192.168.0.100"),8080} --协议类型 UDP， IP：

192.168.0.100；端口号 8080

sysnetclr(CameraNet) --清除网络数据

sysnetget



第五章 众为兴机器人的 AR语言编程

161

使用说明 查询方式读取网路数据

语法说明 Err,Data = sysnetget({ipaton("A"),B})

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

A UDP网络通讯 IP地址

B UDP网络通讯端口号

返回值

Err

接收错误号

0 表示接收成功

1 表示接收失败

Data 接收数据缓冲区

举例说明 local CameraNet={ipaton("192.168.0.100"),8080} --协议类型 UDP， IP：

192.168.0.100；端口号 8080

local Err

local Data

Err,Data = sysnetget(CameraNet) --扫描式接收数据

sysnetsend

使用说明 发送网络数据

语法说明 sysnetsend({ipaton("A"),B},C)

参数说明 返回值 无返回值

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

A UDP网络通讯 IP地址

B UDP网络通讯端口号

C 网络发送的数据

举例说明 local CameraNet={ipaton("192.168.0.100"),8080} --协议类型 UDP， IP：

192.168.0.100；端口号 8080

local data={0x23,0x11,0x33}

sysnetsend(CameraNet,data) --发送数组数组

local data = "tri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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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etsend(CameraNet,data) --发送字符串

sysnetcatch

使用说明 阻塞式读取网路数据

语法说明 Err,Data = sysnetcatch({ipaton("A"),B})

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

A UDP网络通讯 IP地址

B UDP网络通讯端口号

返回值

Err

接收错误号

0 表示接收成功

1 表示接收失败

Data 接收数据缓冲区

举例说明 local CameraNet={ipaton("192.168.0.100"),8080} --协议类型 UDP， IP：

192.168.0.100；端口号 8080

local Err

local Data

Err,Data = sysnetcatch(CameraNet) --扫描式接收数据

publicread

使用说明 读取全局表数据值

语法说明 C = publicread( A,"B")

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

A 全局表数据值的地址，地址长度为 2

B 读取数据的方式，整型（可省略）/浮点型/十六进制

返回值

返回值返回值

返回值

C 读取全局表中地址对应的数据值

举例说明 local a = publicread( 0x100,"float") --AR以浮点型方式读地址 0x100 的值

local b = publicread(0x102) -- AR以整型方式读地址 0x102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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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write

使用说明 读取全局表数据值

语法说明 publicwrite( A,B,"C")

参数说明 返回值 无返回值

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指令参数说明

指令参数说明

A 全局表数据值的地址，地址长度为 2

B 写入到对应地址的数据

C 写入数据的方式，整型（可省略）/浮点型/十六进制

举例说明 publicwrite(0x102,10.5,"float") --AR以浮点型方式写入到地址 0x100 的值

publicwrite(0x102,5) -- AR以整型方式写入到地址 0x102 的值

5.3.19 视觉指令视觉指令视觉指令视觉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VisToRob 将像素坐标转化成指定的用户坐标系下的坐标

CCDrecv 接收视觉返回的数据

CCDtrigger 触发相机拍照

CCDsent 发送字符串到视觉

CCDclr 清除网络托管的 IP

CCDoffset 视觉偏差补偿

GetDynCCDPos 动态视觉位置计算

VisToRob

使用说明 将像素坐标转化成指定的用户坐标系下的坐标

语法说明 rob_x, rob_y= VisToRob (vis_x, vis_y, table_vis, table_rob)

参数说明 vis_x 视觉传入像素坐标 x

vis_y 视觉传入像素坐标 y

table_vis 视觉标定时的九个点坐标的像素位置数组。

table_rob视觉标定时的九个点坐标的机器人位置数组。

返回值 rob_x 像素坐标对应的实际坐标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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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_y 像素坐标对应的实际坐标 y

CCDrecv

使用说明 接收视觉返回的数据

语法说明 n,data=CCDrecv(CamName)

参数说明 视觉名称，在 UI 配置时生成

返回值 n 接收诗句数据的组数

data 接收视觉返回的绝对坐标，可直接用于点位运动

举例说明 n,data=CCDrecv(CAM1) --接收视觉 CAM1 的数据

for i=1,n do --n 决定循环的次数

print(i,data[i][1],data[i][2],data[i][3]) --打印每组数据

if data[i][1]~=0 or data[i][2]~=0 then --判断数据不同时为零

pos.x=data[i][1] --数据 data[i][1]赋值给 pos.x

pos.y=data[i][2] --数据 data[i][2]赋值给 pos.y

pos.z=0;

pos.c=data[i][3] --数据 data[i][3]赋值给 pos.c

end

end

MovP(pos) --点到点方式运动到点 pos

CCDtrigger

使用说明 触发相机拍照

语法说明 CCDtrigger(CamName)

参数说明 视觉名称，在 UI 配置时生成，可根据设置自动识别 网络触发 or IO

触发

返回值 无返回值

CCDsent

使用说明 发送字符串到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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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说明 CCDsent(CamName,buff)

参数说明 CamName 视觉名称，在 UI 配置时生成

Buff 发送的字符串（若不填，则在视觉 UI 界面填写值）

返回值 无返回值

CCDclr

使用说明 清除网络托管的 IP

语法说明 CCDclr(CamName)

参数说明 CamName 视觉名称，在 UI 配置时生成

返回值 无返回值

CCDoffset

使用说明 视觉偏差补偿

语法说明 pos = CCDoffset(CamName,view_pos)

参数说明 CamName 视觉名称，在 UI 配置时生成

view_pos 传入的视觉坐标

返回值 pos 输出补偿后的绝对坐标

GetDynCCDPos

使用说明 动态视觉位置计算

语法说明 robot_pos= GetDynCCDPos(CamName,view_pos)

参数说明 CamName 视觉名称，在 UI 配置时生成

view_pos 动态视觉坐标

返回值 robot_pos 输出计算后的绝对坐标（基坐标下或当前用户坐标系下）

5.3.20 动态跟随指令动态跟随指令动态跟随指令动态跟随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FollowInit 动态跟随初始化

SetDynCatch 开启或关闭跟随抓取任务

GetCatchSpace 获取物件是否进入抓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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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atch 执行跟随

GetCatchState 获取抓取状态

SynOver 结束跟随

GetTrigger 获取触发状态（同一物体拍两次使用）

SetViewData 发送数据给控制器，存入缓存待跟随

SetDynParam 设置动态抓取参数

FollowInit

使用说明 动态跟随初始化

语法说明 FollowInit(CamName)

参数说明 视觉名称，在 UI 配置时生成

返回值 无返回值

举例说明 1. FollowInit(CAM1) --初始化动态跟随视觉 CAM1

SetDynCatch

使用说明 开启或关闭动态抓取任务

语法说明 SetDynCatch(n)

参数说明 开启或关闭标志(可选参数)，范围 0~1;

1 0: 关闭跟随抓取任务;1: 开始跟随抓取任务

举例说明

2. SetDynCatch(0) --关闭跟随任务

3. SetDynCatch(1) --开始跟随任务

GetCatchSpace

使用说明 获取物件是否进入抓取区域

语法说明 state=GetCatchSpace()

参数说明 无参数

返回值 0 未进入抓取区

1 已进入抓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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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Catch

使用说明 执行跟随 （待物件进入抓取区后可执行此命令进行跟随）

语法说明 SetCatch ()

参数说明 无参数

返回值 无返回值

GetCatchState

使用说明 获取抓取状态

语法说明 state=GetCatchState ()

参数说明 无参数

返回值 0 抓取结束，即正常抓取结束

1 开始运动，即从当前点运行到目标点，并同速同位。

2 进入同步，已经同步成功，已开始同速同位。

3 错误退出，超出抓取区，无法完成同步抓取。

SynOver

使用说明 结束跟随（待完成同步中工艺后，可执行此命令进行退出同步）

语法说明 SynOver ()

参数说明 无参数

返回值 无返回值

GetTrigger

使用说明 获取触发状态，用来分辨同一物体拍两次时的先后顺序

语法说明 num=GetTrigger ()

参数说明 无参数

返回值 0 为第一次拍照后到第二次拍照前标志

1 为第二次拍照后再到第一次拍照前标志

SetView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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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发送数据给控制器，存入缓存待跟随

语法说明 SetViewData (pos)

参数说明 pos 点位数据；

pos={x=0，y=0，z=0，c=0，h=0}将视觉得到的物件点位发送给控制器。

举例说明 Local pos={x=0，y=0，z=0，c=0，h= 0}

local n,data=CCDrecv("CAM1") --动态抓取接收相机 CAM1发送的网络数据

if data then --如果接收数据不为空，则进行 for循环

for i=1,n do

if data[i][1]~=0 and data[i][2]~=0 then

pos.x=data[i][1] --data[i][1]赋值给 pos.x

pos.y=data[i][2] --data[i][2]赋值给 pos.y

pos.c=data[i][3] --data[i][3]赋值给 pos.c

SetViewData(pos) --发送数据给控制器

end

end

end

5.3.21 调试指令调试指令调试指令调试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print 打印输出用户调试数据

print

使用说明 从 RS232串口输出调试数据

语法说明 print(…)

参数说明 可变参数，参数个数和类型可以任意

举例说明

1. print(12) --从串口输出数据 12

2. print ("Robot") --从串口输出字符串数据 Robot

3. local a=10

4. print ("Robot",a) --从串口输出字符串数据 Robot和数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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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点位指令点位指令点位指令点位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Point 任务 CPU1之外调用点位表中的点位

Point

使用说明 任务 CPU1之外调用点位表中的点位

语法说明 pos1= Point (p1)

参数说明 p1 即点位表 DATA中的点位

返回值 pos1 即将点位表中点位对出赋值给 pos1

5.3.23 系统系统系统系统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指令符号

指令符号 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指令说明

指令说明

syswork 设置系统工作状态

sysstate 获取系统状态

sysrate 设置全局速度倍率

syswork

使用说明 设置系统工作状态

语法说明 syswork(A)

参数说明 无返回值

输入

输入输入

输入参数说明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参数说明

A

1 启动程序运行

2 暂停程序运行

3 停止程序运行

4 程序复位

举例说明 MovP(p1) --点到点运动到 p1 点

syswork(2) --程序暂停

Delay(100) --延时 100ms

syswork(1) --启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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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state

使用说明 读取系统工作状态

语法说明 state = sysstate()

参数说明 无输入

返回值

返回值返回值

返回值 state

0 运行状态

非 0 异常状态

举例说明 local state

state = sysstate() --获取系统状态

if state ~= 0 then --若非 0

syswork(4) --复位

end

sysrate

使用说明 设置全局速度倍率

语法说明 sysrate(A)

参数说明 返回值 无返回值

输入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说明输入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说明

A 速度倍率，范围 1~100

5.4 程序实例程序实例程序实例程序实例

本节主要说明main()函数的功能和作用。main函数就是AR程序的一个主循环任务，

用户在编写工艺程序时，当执行完一次动作流程后，需要重新循环开始，那么把对应的

工艺流程代码写在 main函数中。

一个完整的 AR程序结构如下：



第五章 众为兴机器人的 AR语言编程

171

下面是一个完整的 AR 上下料程序实例

local home = p1 --安全点

local catch1 = p2 --取料位置 1

local catch2 = p3 --取料位置 2

local pos = p4 --放料位置

--输出

local suck1 = 0 --吸气 1

local suck2 = 1 --吸气 2

local revolves = 3 --旋转

--local err = 5 报警

--输入

--local start = 0 开始

--local stop = 1 停止

local biowing = 2 --放料

local ready = 3 --到位准备

local vacuum1 = 4 --真空判断 IO1

local vacuum2 = 5 --真空判断 IO2

local n --记步

--初始化

DO(suck1,OFF)

DO(suck2,OFF)

DO(revolves,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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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运行

MotOn() --电机上电

Delay(300)

MArchP(home,0,30,1,"Acc=10% Spd=40%") --回安全点

n = 0

DO(revolves,ON) --旋转滚筒

Delay(180)

function main()

while true do --死循环

if n == 0 and DI(ready) == ON then --抓取第一排料

DO(revolves,OFF)

MArchP(catch1,-10,5,30,"Acc=100% Spd=100%") --第一排料抓取点

DO(suck1,ON) --吸料

Delay(120)

if DI(vacuum1) == OFF then

DO(suck1,OFF) --吸料

Delay(80)

MovJ(J3,-10) --单动 Z轴到-10位置

Pause()

MovP(catch1) --第一排料抓取点

DO(suck1,ON) --吸料

Delay(120)

end

MovJ(J3,-10) --单动 Z轴到-10位置

DO(revolves,ON)

Delay(180)

n = 1

end

if n == 1 and DI(ready) == ON then --抓取第二排料

DO(revolves,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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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P(catch2,-5,1,30,"Acc=100% Spd=100%") --第二排料抓取点

DO(suck2,ON)

Delay(120)

if DI(vacuum2) == OFF then

DO(suck2,OFF) --吸料

Delay(80)

MovJ(J3,-10) --单动 Z轴到-10位置

Pause()

MovP(catch2) --第 2排料抓取点

DO(suck2,ON) --吸料

Delay(120)

end

MArchP(pos+Z(40),-5,30,1,"Acc=100% Spd=100%") --放料点上方

DO(revolves,ON)

Delay(180)

n = 2

end

if n == 2 and DI(biowing) == ON then --放料

MovJR(J3,-40,"Acc=80% Spd=100%") --放料点

DO(suck1,OFF)

DO(suck2,OFF)

DO(suck3,OFF)

DO(suck4,OFF)

Delay(80)

n = 0

end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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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分拣样例，采用输出触发相机拍照

local PosReady=p1 --定义待机点 p1

local fangliao1=p2 --定义放料点 1点 p2

local fangliao2=p3 --定义放料点 2点 p3

local pos1={x=0,y=0,z=0,c=0,h=0} --定义相机接收数据点

local no1=nil --定义模板号为 nil

DO(0,OFF) --初始化视觉触发端口

DO(1,OFF) --初始化气动输出端口

while 1 do

SetU(0) --调用用户坐标系 0

SetT(0) --调用工具坐标系 0

MArchP(PosReady,2,1,1) --运动到待机点

::a::

Delay(10) --延时 10ms

DO(0,ON) --触发相机拍照

Delay(2000) --延时 2000ms

DO(0,OFF) --关闭相机触发端口

local n,data=CCDrecv("CAM0") --定义函数接收视觉返回的数据

print(data)

print(n)

if n==nil or data==nil then --判断如果返回值为空则循环触发相机拍照

goto a

end

if data then --返回值不空往下执行

for i=1,n do --循环 n次

SetU(1) --调用用户 1

SetT(0) --调用工具 0

if data[i][1]~=0 and data[i][2]~=0 then --判断数据不同时为零

print(i,data[i][1],data[i][2],data[i][3]) --打印每组数据

pos1.x=data[i][1] --数据 data[i][1]赋值给 po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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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1.y=data[i][2] --数据 data[i][2]赋值给 pos.y

pos1.z=-30 --根据实际要取料的位置确定 pos.Z值

pos1.c=data[i][3] --数据 data[i][3]赋值给 pos.c

no1=data[i].NO --数据 data[i].NO赋值给 no1

print("x=",pos1.x,"y=",pos1.y,"z=",pos1.z,"c=",pos1.c,"no1=",no1) --打印

pos1的坐标

MArchP(pos1,2,1,1) --拱形运动到视觉取料点

DO(1,ON) --打开吸盘

Delay(500) --延时 500ms

SetU(0) --调用用户坐标系 0

SetT(0) --调用工具坐标系 0

if no1=="1" then --如果模板号为“1”，则去放料 1点放料

MArchP(fangliao1,2,1,1)

DO(1,OFF)

Delay(500)

elseif no1=="2" then --如果模板号为“2”，则去放料 1点放料

MArchP(fangliao2,2,1,1)

DO(1,OFF)

Delay(500)

end

no1 = nil --运动完后将模板号置为 nil

end

end

end

end

--静态视觉采用网络触发方式触发相机拍照样例

local posready = p1 --定义待机点 p1

local fangliao = p2 --定义放料点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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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pos = {} --定义相机接收数据点

SetU(1) --调用用户坐标系 1

MovJ(J3,0) --J3轴回到 0点

MovP(posready) --点到点运动到待机点

CCDclr("CAM0") --清除网络托管

while 1 do

CCDsent("CAM0","[0]") --采用网络触发方式触发相机拍照

Delay(10) --延时 10ms

local n,data=CCDrecv("CAM0") --动态抓取接收相机 CAM0发送的网络数据

if data then --如果接收数据不为空，则进行 for循环

for i=1,n do --循环 n次

if data[i][1]~=0 and data[i][2]~=0 then

print(i,data[i][1],data[i][2],data[i][3])

--如果接收的视觉数据 X，Y不为 0，则数据有效

pos.x=data[i][1] --data[i][1]赋值给 pos.x

pos.y=data[i][2] --data[i][2]赋值给 pos.y

pos1.z=-30 --根据实际要取料的位置确定 pos.Z值

pos.c=data[i][3] --data[i][3]赋值给 pos.c

MovP(pos) --点到点方式运动到视觉返回值点

MovP(fangliao) --点到点方式运动到放料点

end

end

end

MovP(posready) --点到点方式运动到待机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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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众为兴机器人众为兴机器人众为兴机器人众为兴机器人同步跟随同步跟随同步跟随同步跟随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本章介绍众为兴机器人配合视觉应用的方法。

机器人的控制器上有网口、串口，可以连接相机进行网口或者串口通讯，机器人可

以配合视觉进行静态抓取（静态视觉、动态视觉）、动态同步跟随等。

下文以机器人同步跟随的案例介绍众为兴机器人配合视觉使用的方法。

同步跟随指的是物料在传送带上运动不停止，机器人配合视觉进行抓取。

概括来说，机器人动态抓取需要以下三个步骤：

（1）一个动态抓取案例的最小运行环境搭建；

（2）运行环境的配置；

（3）虚拟环境下的试运行。

下文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动态抓取的操作。

6.1 搭建最小运行环境搭建最小运行环境搭建最小运行环境搭建最小运行环境

（1）需要一只眼睛，“视觉”设备，采用以太网 UDP Client协议和机器人对话；

（2）需要一条流水线，并且在流水线上安装一个“编码器”用来知道流水线的移

动位置；

（3）需要一台 SCARA手臂，用来完成执行流水线上工件抓取的动作；

（4）准备好众为兴提供的动态抓取模板工程，可以直接通过 U盘导入到系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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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步跟随平台

B 编码器安装

图 6.1 平步跟随平台搭建

上述（1）（2）（3）点属于硬件的搭建，如图 6.1所示，其中编码器的安装如图

6.1B所示，编码器的线需要对插在机器人的 M5或者M6端子上。（4）是软件平台的

搭建，下面介绍搭建动态抓取模板工程的方法。

首先要将“模板工程”拷贝到 U盘，然后在“编辑”页面，点击工程助手“小橙球”

可以呼叫出工程菜单，长按相应的图标可以弹出扩展菜单，按图 6.2A操作，即可导入

一个工程，导入后如图 6.2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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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6.2 导入动态抓取模板工程

至此，一个动态抓取的最小运行环境搭建完成。

6.2 设备配置参数设备配置参数设备配置参数设备配置参数

运行环境搭建完成后需要进行设备配置参数，主要需要配置一下几个部分：

（1）流水线编码器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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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一个和视觉的坐标系对应的用户坐标系&工具坐标系；

（3）配置好视觉和机器人的通信参数；

（4）设定好一些动态抓取的参数。

6.2.1 配置编码器配置编码器配置编码器配置编码器

长按 ENCODER内的配置，选择打开，可以调出编码器的配置画面，选择好类型和

分辨率，点击初始化，如果配置成功，可以看到“当前值”有数据在变化。注：如果流

水线编码器和 M5对插，则设置编码器 1；如果流水线编码器和 M6对插，则设置编码

器 2。

编码器如果方向相反，可以选择“取反”。

配置传送带上编码器的类型和分辨率，支持尼康，松下，多摩川，三洋等品牌。

图 6.3 配置编码器

6.2.2 配置视觉参数配置视觉参数配置视觉参数配置视觉参数

第（2）（3）（4）项都需要在视觉配置界面配置，所以在这里一起介绍。

长按视觉中“配置”，选择打开，弹出“视觉配置 ”界面；选择新建，这里我们

需要选择相机的类型是“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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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新建动态视觉设置界面

进入视觉配置界面后大约有一下几部分，下文分别根据标号“1~7”进行介绍。

图 6.5 视觉配置界面

1.基本参数基本参数基本参数基本参数：视觉的网络信息，输入相应视觉系统的 IP和端口号。

2.触发方式触发方式触发方式触发方式：视觉的触发方式，内触发是指通过机器人给 IO信号来触发视觉拍照，

外触发是通过外部传感器来触发视觉拍照，同时这个信号也触发机器人记录这个视觉数

据对应的流水线位置。

3.阻塞方式阻塞方式阻塞方式阻塞方式：阻塞方式的选择，是指是否死等待视觉数据，要等到阻塞时间到才退

出，如果是多相机，一般选择 unblock，也就是不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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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络接收格式网络接收格式网络接收格式网络接收格式：可接收多种格式的视觉数据，例如：

没有起始位和结束位:XX,YY,CC;有起始位，

没有结束位:A,XX,YY,CC;

没有起始位，有结束位:XX,YY,CC,OK;

有起始位和结束位:A,XX,YY,CC,OK;

其中：A代表起始位；OK代表结束位；XX，YY, CC 分别代表视觉 X，Y, C轴坐

标。

5.位置补偿位置补偿位置补偿位置补偿：位置补偿用于补偿机器人在 X轴，Y轴和 C轴的偏移量。

6.动态抓取参数动态抓取参数动态抓取参数动态抓取参数：

脉冲当量：用来换算编码器和流水线的移动比例关系，可以通过标定功能自动计算；

编码器通道：5为M5端口，6为M6端口

位置补偿时间：补偿机械手在沿传送带方向上的滞后

采样周期：根据编码器分辨率设置，若分辨率为 131072，则设置 1~5ms;若分辨率

为 10000，则设置 50ms左右；若分辨率为 4096，则设置 100ms左右。

抓取起始&结束限位，抓取正&负限位：参照动态抓取示意图设定

视觉拍照范围：根据视觉视野范围设定

工艺运行最大时间：根据传送带和机器人运行速度设定

7.坐标标定坐标标定坐标标定坐标标定：

A.用户坐标标定用户坐标标定用户坐标标定用户坐标标定

首先视觉系统需要自己标定一个视觉坐标(XOY)，也就是将像素坐标转换到公制单

位 mm。这里不介绍视觉的标定，具体标定方法以所使用的视觉品牌为主。此外，视觉

的设置、模板的建立等都不在这里介绍，请以所使用视觉品牌的操作方法为主。

然后机器人需要建立一个用户坐标(X1O1Y1)和视觉的坐标对应起来，这样视觉传

过来的数据，就能够直接给机器人进行移动定位用了。

很多场合下，机器人用户坐标系与相机用户坐标系，空间上并不能完成重合，所以

还需要设定一个坐标偏移。

图 6.6为视觉坐标系和机器人用户坐标系的位置简图，表达了视觉坐标系、用户坐

标系和标定偏移距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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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用户坐标系说明

用户坐标标定的方法为：

点击用户坐标的标定按钮，就可以进入用户坐标的标定界面，标定方法和普通的用

户坐标标定是一样的，需要采集三个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点必须来自标定视觉坐

标的同一参考点。坐标偏移就是用户坐标和视觉坐标的平移关系，可以参考编码器的显

示值。

具体的操作步骤，是这样的：

1）移动传送带使视觉的标定纸到达到机器人的工作区域。

2）在“坐标标定”界面填入“标定偏移”距离。

3）选择“org”，用标定针的末端去触碰标定纸上点“1”，如图 6.7下面的图所示，

图 6.8为实际标定图，然后点击“示教”。

4）选择“xx”,用标定针的末端去触碰标定纸上点“2”，然后点击“示教”。

5）选择“yy”,用标定针的末端去触碰标定纸上点“3”，然后点击“示教”。

6）选择要存放用户坐标的坐标号(假定用户 2)，然后 点击“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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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用户坐标系的标定步骤

B.标定用户原点 C.标定 X方向 D.标定 Y方向

图 6.8 机器人用户坐标系标定实物图

B.工具坐标标定工具坐标标定工具坐标标定工具坐标标定

操作步骤：

1）做工具坐标标定之前一定要先标定好用户坐标，点击工具坐标标定后面的“标

定”按钮。

2）先放工件到流水线上，先用视觉识别出视觉坐标，把坐标值填入相应的编辑框

内。

3）选择相应的编码器，并清零，dx变为 0，移动流水线，把工具移入到机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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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范围内，拖拽机器人摆好抓取的姿态。

4）点击工具坐标，选择好要存放的工具坐标号。

5）点击计算，会在坐标栏显示计算结果，并写入选择的工作坐标号中。

图 6.9 工具坐标系标定

6.2.3 指定待机位置和放料位置指定待机位置和放料位置指定待机位置和放料位置指定待机位置和放料位置

在这个“模板工程”里面，我们还需要指定一个待机位置和放料位置，我们需要在

DATA.PTS内示教这两位置，然后在程序 DYN2.AR中手动添加，如图 6.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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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6.10 指定待机和放料位置

6.3 虚拟环境试运行虚拟环境试运行虚拟环境试运行虚拟环境试运行

完成设置后，即可进行试运行，图 6.11为动态抓取的工作流程图，我们打开的动态

抓取模型里面是动态抓取的程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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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标定过程

（确定视觉坐标和基座标之间的

关系）

相机拍照过程（控制器定距离触

发相机拍照）

图像处理过程（将工件坐标值按

顺序送入工件抓取队列）

监视工件队列中的工件位置

判断队列中的第一个工件

是否进入抓取区

从工件队列中提取第一个工件位置，计

算动态抓取的位置，送入到直线运动指

令，运动到抓取点并控制夹具抓取

运动到放料点的上方，放下工

件，回到放置点上方

从工件队列中再读取第一

个工件的位置，并判断是

否进入抓取区

回到安全待机位置

Yes

Yes

No

No

图 6.11 动态抓取流程图

动态抓取需要两个 CPU运行，CPU#1“DYN2.AR”主要实现动态抓取逻辑，静态

纠偏功能以及与 PLC部分的 IO通信等功能；CPU#2“NETTEST.AR”主要实现主要实

现动态抓取时的视觉通信功能，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CPU#1：DYN2.AR

--DYN2.AR

--主要实现动态抓取逻辑，静态纠偏功能以及与 PLC部分的 IO通信等功能

--IO输出

local outCatch=2 --抓取输出端口(不能定义为相机触发输出端口)

--其他定义

local posReady = p1 --待机点

local home = p6 --安全及放料点

local sta

local poscatch1={x=0.0,y=0.0,z=-30.0,c=0.0,h=1} --动态抓取同步过程中相对于待机点下降的

高度

local poscatch2={x=0.0,y=0.0,z=-10.0,c=0.0,h=1} --动态抓取同步过程中相对于抓取点上升的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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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IO初始化

DO(outCatch,OFF)

--机器人初始化

--MotOn() --使能

SetU(0) --设定用户坐标系 0

SetT(0) --设定工具坐标系 0

MovJ(J3,0)

MArchP(posReady,5,1,1,"Acc=100% Spd=100%") --待机点

while 1 do

SetU(2) --设定用户坐标系 2

SetT(1) --设定工具坐标系 1

if GetCatchSpace() == 0 then --判断物体是否进入抓取区 为 0未进入

while 1 do

if GetCatchSpace() == 1 then break end --状态为 1 物体进入退出等待

Delay(1)

end

end

SetCatch() --机器人开始同步

repeat

sta = GetCatchState() --待机抓取结束，0 抓取结束 1 开始运动 2 进入同步 3 错误

退出

Delay(1)

until sta ~= 1

if sta == 2 then --抓取 IO操作在同步区进行

DO(outCatch,ON) --打开抓取端口

MovL(poscatch1) --直线运动到抓取点

Delay(10) --等待停稳

MovL(poscatch2) --直线运动到抓取点的上方

SynOver() --同步结束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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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 = GetCatchState() --待机抓取结束，0 抓取结束 1 开始运动 2 进入同步 3

错误退出

Delay(1)

until sta == 0

end

if sta == 0 then --0,抓取结束

SetU(0) --用户 0

SetT(0) --工具 0

MArchP(home,5,1,1,"Acc=100% Spd=100%") --安全点或放置点

DO(outCatch,OFF)

Delay(10)

MArchP(posReady,5,1,1,"Acc=100% Spd=100%") --待机点

elseif sta == 3 then --3,错误退出

SetU(0)

SetT(0)

MArchP(posReady,5,1,1,"Acc=100% Spd=100%") --待机点

end

end

CPU#2：NETTEST.AR

--NETTEST.AR

--主要实现动态抓取时的视觉通信功能

local pos={x=0,y=0,z=0,c=0,h=0}

FollowInit("CAM1") --动态抓取配置初始化

while 1 do

Delay(10)

local n,data=CCDrecv("CAM1") --动态抓取接收相机 CAM1发送的网络数据

if data then --如果接收数据不为空，则进行 for循环

for i=1,n do

if data[i][1]~=0 and data[i][2]~=0 then



第六章 众为兴机器人同步跟随应用

190

print(i,data[i][1],data[i][2],data[i][3])

--如果接收的视觉数据 X，Y不为 0，则数据有效

pos.x=data[i][1] --data[i][1]赋值给 pos.x

pos.y=data[i][2] --data[i][2]赋值给 pos.y

pos.c=data[i][3] --data[i][3]赋值给 pos.c

SetViewData(pos) --发送数据给控制器

end

end

end

end

试运行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确保机器人是非使能状态，可以查看手持器的上方，机器人图标颜色是否为

“灰” ；

（2）刚开始启动是机器人速度倍率设定为 50% ；

（3）启动传送带，速度 0.2m/s左右；

（4）钥匙开关打到自动档；

（5）启动程序，若程序运行且能接收数据，且外围设备工作正常，在轨迹监控界

面观察到机器运动轨迹，则工程运行正常；

至此，程序的正常工作了，要切换到真实机器人运动，只需要“停止-----上使能-----

启动”。

动态抓取注意事项动态抓取注意事项动态抓取注意事项动态抓取注意事项：：：：

（1）一定要先了解客户用于做动态抓取的相机是否支持 UDP通讯协议（即 QC400

控制器作为服务器端，相机作为客户端）。

（2）安装机器人时必须确保机器人的底座水平或垂直。

（3）确保传送带安装牢固同时确保传送带平台必须平整且保持水平。

（4）必须确保相机安装牢固，其位置不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轻易产生偏移。要求

相机安装与视场垂直。

（5）标定板按 1:1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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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定时所用标定板一定要与传送带水平，即建立的用户坐标系的 X轴一定要

沿传送带运动方向。

（7）机器人用户坐标系的标定，必须是在用户坐标系 0情况下标定。

（8）如果相机发送的同一物体相邻两次拍照的 X轴坐标差值不为相机拍照间隔距

离，则有可能是相机的匹配分值太低造成的。

（9）若出现传送带运动，但没有触发相机拍照，则需初始化编码器。

（10）标定偏移距离 dx为负值(标定偏移是视觉用户相对于机器人用户在X轴方向

上的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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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履历

修改履历修改履历

修改履历（

（（

（一

一一

一）

））

）

反馈人 夏欣 反馈日期 2017.02.14 当前版本 /

总页数

V.A

问题描述 （1）第 4页增加“必需要在我公司技术人员指导下或经过我公司培训并认可的人

员，才可以操作机器人。”

（2）第 5页增加“（4）维修时需要原厂维修。”

工程师

确认

贾晓艳

修订后

版本

V.B 修订后

总页数

208 修订人 贾晓艳

修改履历

修改履历修改履历

修改履历（

（（

（二

二二

二）

））

）

反馈人 夏欣、李

明明

反馈日期 2017.02.23/2017.03.08 当前版本 /

总页数

V.B

问题描述 （1）驱控一体机增加 QC400-D00系列，因此，说明书中也相应增加 QC400-D00系

列的接线说明。

（2）修改机器人系统接线图，更新为新的机器人本体；

（3）删除电机接线实例；

（4）修改示教器篇，更新为与现在使用的示教器界面匹配的版本。

工程师

确认

贾晓艳

修订后

版本

V.C 修订后

总页数

192 修订人 贾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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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履历

修改履历修改履历

修改履历（

（（

（三

三三

三）

））

）

反馈人 杨鑫 反馈日期 2017.04.20 当前版本 /

总页数

V.C

问题描述 （1）由于驱控一体机增加 IO，相应的本体接线定义改变，修改本体编码器线

和 IO线的接线图。

（2）增加 48pin驱控一体机的配图。

工程师

确认

杨鑫

修订后

版本

V.D 修订后

总页数

193 修订人 贾晓艳

修改履历

修改履历修改履历

修改履历（

（（

（四

四四

四）

））

）

反馈人 反馈日期 当前版本 /

总页数

问题描述

工程师

确认

修订后

版本

修订后

总页数

修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