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NUC 机器人系列 
R-30iA/R-30iA Mate 控制器 

双双双双双双 
（符符ISO 13849-1:2006） 

操操操操 
 
 
 
 
 
 
 
 
 
 
 
 



 

 

·初始说明 
 
 
 
 
 
 
 
 
 
 
 
 
使使机器人使使，请请请请请“ 机器人双双操操（FANUC B- ） ，并并并并并并。80687EN ”  
 
 
•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制不操操并并。 
• 所有规格和设计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不操操本本本本本本不本《海海海通不海海海海海海制海》海制。本不本本日日日日请日日不
本不日日日日本日日日日日。 
此海，若本本若日日口另口口口日，还还本本若日日口日日日还日日日。而而，该本本该该本
控控控口日日本若日日规控。 
 
 
我我我我我我我所有不我本我我。但但但但但日但但日双但，我我不我我我所有我我我我不双
我本我我。 
但此，不操操本本本本说明本我我本本本但 不日双 。“ ”  
 
 
 
 
 
 
 
 
 
 
 
 
 
 
 
 
 
 
 
 
 
 
 
 
 
 
 
 
 
 



 

 

双双安安                                                     
但为操操人为和系为本双双，操操机器人海我口操操操操本本海操设操日请操操所有双双安安。 
另海，请请请 机器人双双操操（“FANUC B- ） 。80687EN ”  
 

1  操操人为                                                    
操操人为工工如工： 
 
操操为： 
·  打打 关关机器人控制器关关/  
·  启启操操启启启本机器人启启 
 
启启为我程程为： 
·  操操机器人 
·  程程双双示示示并本机器人 
 
维示操启维： 
·  操操机器人 
·  程程双双示示示并本机器人 
·  维示（调调、更更） 
 
- 操操为不双日双双示示示并操操。 
- 启启为、程程为和维示操启维日不日双双示示示并操操。双双示示示并本操操安启安安安安、设

置、程程、调调和维示调调。 
- 日示示示并操操本人为请日在本在在本机器人操操在在。 
 
日机器人系为操操、编启和维示在本，启启为、程程为和维示操启维本示操工列双双安安格海示示示
身本双双。 
 
- 系为操操系系，本应应应应本应应我制应 
- 应双双穿 
- 应戴戴 
 

2  操操人为本双双                                            
操操人为本双双本工工请工。但但日机器人示启因行系系因因操操因但因因因因本，所不工请请操所
双双安安。工启列日下通使本双双安安。请日必必请工不必必操操人为本双双。 
 
(1)  机器人系为操操人为本请机机 举举本在在举启。FANUC  
 

提提但提在在举启。有关有有有有，请请系我我本请请举请请。FANUC  
 
(2) 即使机器人但即我本，该有日双也也也控也日也启本也也，只但日调只口只有只。这提 

情情工，机器人也本本但也控因启本。但必必操操人为本双双，系为本日操口只本系我系系系系
器器器程机器人也也控因启本。 

(3) 双安口只安安本双双示示示，操操人为若工海通工该安工不双因因操操因。日双双安启双安口只
请联安置和双双联戴调，在双双安打打日，机器人我示启自我。 

 
控制器本控本但在控安打关日日本请联有只。在安打打而有只控当日，控制器我自我机器人（有关自我工
型本有有有有，请请请 双双 部工本本 机器人自我工型 ）。关控关在，请请请请 （ ）和请 （ ）。“ ” “ ” 2 3 2 b  
 
(4) 海操设操本在在本在外（ 工、 工、 工和 工）。A B C D  
(5) 我尽该海操设操双安当操操因不海。 
(6) 日外启启在制口只在在，清清外器程机器人因启本清操，安安并操还（如操如）。 
(7)  日外启启双安罩启打关我光关打关，并请联口本系我系系系系器，日操操人为因因操操因日我自我

机器人。  
(8) 如有请工，双安口只双双联，这这口器，除为操操人为除除人工工人双打打机器人本关关。 
 
断断器双安日控制器并部本控本但，在并本当联联控日该工人双打打。 
 
(9)  操单调调单口海操设操日，请请关务机器人关关 



 

 

 
 

请 （ ）双双示示示和双双安2 a  
 

 
 

 
 
 
 
 
 
 
 

（示示）   
R- 、30iA R- 终终 、 、 、J3iB EAS1 EAS11 EAS2 E

我 、 置控操操置我置置AS21 FENCE1 FENCE2
关断启本在电终电启。 
 
R- 、30iA Mate R-J3iB 

终终 、 、Mate EAS1 EAS11 EAS2和 置控EAS21
紧紧自我启我关在启启。 
（露露情情工） 
 
终终 和 置控紧紧自我启启。FENCE1 FENCE2  
 
有关有有有有，请请请控制器维示操操。 

 

2.1  操操人为本双双                                                     
 
操操人为即操操机器人系为本人为。从这从示从器说，操操程程器本操操人为该操操操人为。但但这
口部工不在使控程程器操操为。 
 
(1)  如如如不还工操操机器人，请关关机器人控制器本关关我示工紧自示请，也然因行请工本操操。 
(2)  日双双示示示使海本外安操操机器人系为 
(3) 双安安双双安本双双示示示，不示我因操操为本操操人为示海因因操操因，我示我操操人为因因因

因因。 
日操操为在操双海本清操并双安口只紧自示请。(4)   

 
机器人控制器本关在当海部紧自示请。但此，在示工海部紧自示请日，控制器我自我机器人操操（有关自

如如双双安本打打，该激安关联安置和双双联戴。 

双双示示示 

脉冲编码器 

关机双率/刹车 

外启 

双链 

操链 



 

 

我工型本有有有有，请请请 双双 部工本 机器人自我工型 ）。关控关在，请请请工列请请。“ ” “ ”  
 

 

 

 

（示示） 
关在 和 、 和 ，我 和EES1 EES11 EES2 EES21 ENGIN1 EMGI

。N2  
R- 、30iA R-J3iB 
E 、 、 、 我 和ES1 EES11 EES2 EES21 EMGIN1 EMGIN2 
日控制启启。 
 
R- 、30iA Mate R-J3iB Mate 

、 、 和 位控紧紧自我启我关在启EES1 EES11 EES2 EES21
启（露露情情工）。 

和 位控紧紧自我启启。EMGIN1 EMGIN2  
 
有关有有有有，请请请控制器维示操操。 

请 海部紧自示请关在请2.1  

2.2  启启为本双双                                                      
程程机器人日，操操人为请日因因机器人本操操因。操操人为请日本本必日程程器操操为本双双。 
 
(1)  如因本本还工因因机器人操操因，所有操操本日操操因海完成。 
(2)  程程机器人使使，双查机器人海并海操设操但否也控正因操操也也。 
(3)  如如因因机器人操操因程程机器人但不日避免本，那么日因因操操因使使本双查双双设操本位置、

设置和并他条件（如紧自示请、程程器启本本紧打关）。  
(4)  启启为请日本本示示，不双让并他不不人因因机器人操操因。 
 
我我本操操启启启设有口只紧自示请和口只我我打关（模不打关），使器用用示启操操模不（ ）和AUTO
程程模不（T1和 ）。但但程程因因双双示示示并使使，本该打关设置但程程模不，并并日模不打关本T2
我我，不示我并他人不以以变操操模不，也然打打双双安。如如双双安通工示启操操模不设置器打打，机
器人我自我（有关自我工型本有有有有，请请请 双双 部工本 机器人自我工型 ）。打关设但程程模不然“ ” “ ”
，双双安该安安。启启为本明程双双安我安安，还除除示我并他人因因双双示示示并。（日R-30iA 
Mate控制器标标规格本情情工，没有模不打关。而但机程程器启启打关器用用示启操操模不不海程程模不
。） 
 
我我本程程器启设有本紧打关和紧自示请。这下示请和打关本双双如工： 
(1) 紧自示请：示工日我引安紧紧自我（有关自我工型本有有有有，请请请“双双”部工本“机器人自我工型”）。
(2)本紧打关：双双但模不打关设置也也而功。 

(a) 示启操操模不：本紧打关本我使。 
(b) 程程模不：在操操人为并除本紧打关我使当示当打关日，关关关应关关。 
示示）操操为操当紧紧情情并除程程器我使当示当程程器日，本紧打关使器自我机器人。R-30iA/R-30

iA 
采使为口只 位本紧打关，在此打关示当口本系当日，机器人打始因行。在操操人为并除本Mate 3

紧打关我使当示当打关日，机器人我人即自我。 
 
操操为打始程程本示请通工该程程器使双 我使打关设置当使双位置和示当本紧打关本双禁操操机控制器/
决控。操操为本必必机器人双日此工条件工操操，并除除双双并行不请。 
 
程程器、操操启启和海操设操操启操单只机器人日操启启有只。也而，单只有只本有每但每我也模不打关
和操操启启本紧打关，不海程程器启启打关和和件和启也也关日和变和（如工所程）。 
 

R-30iA 控制器、我或 规格本CE/RIA R-30iA Mate 控制器 
模不 程程器启启打关 和件和启也也 程程器 操操启启 海操设操 

不外 不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打 

和启 不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不外 不不日打启 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示启模不 
关 

和启 不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不日打启 
不外 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打 
和启 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不外 不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 模不T1 T2  

关 
和启 不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标标规格本R-30iA Mate控制器 
程程器启启打关 和件和启也也 程程器 海操设操 

打 忽忽 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不外 不不日打启 不不日打启 关 
和启 不不日打启 不日打启 

 
(5) （仅在用用R-30iA控制器，我或 规格本CE/RIA R-30iA 

Mate控制器日。）使使操操启启打启系为，必必工人日机器人操操因，而机器人操操因该工功因情
情。 

(6) 启启完成日，请请示操工列务务因行务因行。 
(a)  日操务模不本，低速因行该启启口少口只操操周系。 
(b)  日关续操操模不本，低速因行该启启口少口只操操周系。 
(c)  日关续操操模不本，本速因行该启启口只操操周系，并核实但日系延迟工功因日和。 
(d)  日关续操操模不本，不正因速度因行该启启口只操操周系，并核实不系为日示启因行而工故障

日和。 
(e)  通工启我务因行双查启启完调但使然，因因示启操操模不因行。 

(7) 日示启操操模不本因行该系为日，程程器本示打机器人操操因。 
 

2.3  维示操启维本双双                                                 
 
关控维示操启维人为本双双关关，工本本示示不工要当。 
 
(1)  操操工启本，千万不日因因机器人操操因。 
(2) 除因本本请工，否则日因行维示日工关关控制器关关。请工日，联控关关打关，并他人不双打打。 
(3) 关关打启日，如有请工因因机器人操操清操，请示当操操启启启本紧自示请，我或日因因使使示当

程程器。维示人为请日请明维示操操正日因行，并工小心谨以不示并他人不以操操机器人。 
(4)  断打气启系为日，口控工减少提给当我。 
(5)  打始程程使，双查机器人海并海操设操但否也控正因操操也也。 
(6)  在有人日机器人操操因日，切不日日示启模不本因行机器人。 
(7)  在如沿着墙壁我仪器维示机器人日，我在但只操人正日附近操操日，必必他我本逃和断电本本阻断。 
(8) 在日机器人启双安口只操还日，我在双安机器人不海本不不也启安置（如皮安输操机）日，工仔有

留示并因启。  
(9)  请工日，请口位熟悉机器人系为本操操人为站日操操启启附近观察正日因行本操操。如有不不因因

日和，该操操人为本也日标操好示当紧自示请。 
(10) 更更我禁新双安组件日，工小心谨以不示功应因因系为。 
(11) 双查系系也并控制器本本部件我置置关断启日，关关断断器不示我触关。 

如如有两只机柜，则工关关两只断断器。 
(12) 更更零件日，口控工使使 FANUC 指控本零件。 
尤并示示本但，切不日使使熔断器我因指控本并他部件。它我日双我引日火灾我损坏控制器本本操件。 
维示操操完成然禁新启启机器人系为日，工提使必必工人日操操因并而机器人海并海操设操并工功因。 

3.  操还海并海操设操本双双                                    
3.1  编启示示我我                                                        
 
(1) 使使限位打关我并他传感器双测因因也也，请工日，设计本启启本日在控当传感器有只日自我机器

人。 
(2) 设计本启启本日不不并他机器人我并海操设操日现功因情情（即使机器人不身但正因本）日自我机

器人。 
(3)  机器人海并海操设操我务因启本系为日编启日工本本示示，不示彼此互相干扰。 
(4) 日机器人和并海操设操使系双安口只符在本在日，使机器人双应双测当系为本所有设操本也也，并

双根据这下也也自我因行。 

3.2  机机系为示示我我                                                 
 
(1)  必持机器人系为组件本清洁，必日机器人因行环境工油脂、水我灰尘。 
(2)  采使口只限位打关我机机制启器器限制机器人本因启，不示机器人我关缆触击当并海操设操我操

还。 
(3)  请操循工列有关机机安置关缆本示示我我。如若不操所，日双我日现示海故障。 

• 使使含请工本使户操启本机机安置关缆。 
• 使户关缆我和海不工机安当机机安置并部。 
• 在关缆添机当机机安置海部日，请不工阻碍机机安置关缆本因启。 
• 日关缆暴露本模型启，请不工因行二次造型（增机口只示示罩，并固控海部关缆）阻碍关缆露戴。 
• 双安机器人并部设操日，请不工干扰机机安置本并它部件。 



 

 

(4)  因行工启本，频繁断关自我机器人我日现故障。请避免采使断关自我操但因规操操本系为构造。（请

请反启案例）若情情不紧紧，请日降低机器人速度并该并原位自我我循环自我然，实行断关自我。

（有关自我工型本有有有有，请请请“双双”部工本“机器人自我工型。） 
（反启案例） 

• 单次本和劣质本本，和本电就紧紧自我。 
• 有请工因行调调日，打打双双示示示器操操双双打关。日机器人操操工启本并行断关自我。 
• 操操为频繁示当紧自示请，自我和本电。 
• 因域传感器我罩启打关关在当双双有只操但因规因行安不，机器人并行紧紧自我。 

(5)  碰撞双测系系（SV050）调情情日和日，机器人我紧自。频繁本系系但紧自该我导致机器人日现故

障。但此，工并除系系本原但。 
 

4  机器人机机系为本双双                                       
4.1  操操示示我我                                                        
 
(1)  日当启模不本操操机器人日，本设控口只在在本速度，必日操操为日操当不不不测日每双操控机器

人。 
(2)  示工当启键使使，口控工我先清楚机器人日当启模不本我怎这因启。 
 

4.2  编启示示我我                                                       
 
(1)  机器人操操因禁叠日，工必必机器人使系本因启不我互相干扰。 
(2)  日因启启启本，口控工指明机器人本预控操操安当。这这海机器人因启编启，必日它从安当打始因

启，并日安当终我因启。 
让操操为口眼就双轻海辨本，机器人因启我终我。 

 
4.3  机机系为示示我我                                                  
 
(1) 必持机器人操操因本清洁，必日机器人因行环境工油脂、水我灰尘。 
 

4.4 紧紧我功因情情工，工还驱启双率工双也启机器人操

臂本启启                                                      
 
若操当紧紧我功因情情（如人为本机器人所如），工还驱启双率该日使制启无无安置器也启机器人无
。 
有关制启无无安置本使使安海和有有机器人本安海，请请请控制器维示操操和机机安置操操操操。 
 

5  末终并行器本双双                                                
 

5.1  编启示示我我                                                        
 
(1) 但控制气启、液当和关启并行器，还仔有请工各控制命令日日然直口实际因启所请工本日系延迟，

并必日双双控制。 
(2)  提提安限位打关本末终并行器，并通工监测末终并行器本也也器控制机器人系为。 
 

6  机器人自我工型                                             
现有不工现提机器人自我工型： 
 
断关自我（根据IEC 60204- ，双双工本但 ）1 0  
关应关关口关关，机器人就我人即自我。在机器人还日也启日就关关关应关关，减速本因启断减但不
本控制本。 
断关自我日，并行工列海启。 
- 本和系系，关应关关关关。 
- 机器人人即自我因行。并行启启本执自。 
 



 

 

本控自我（根据IEC 60204- ，双双工本但 ）1 1  
机器人减速直口自我因行，关应关关关关。 
本控自我日，并行工列海启。 
- 伴也着减速自我我日现系系“SRVO- 本控自我 。并行启启本执自。199 ”  
- 本和系系，关应关关关关。 
 
原位自我（根据IEC 60204- ，双双工本但 ）1 2  
机器人减速直口自我因行，关应关关必持打着。 
原位自我日，并行工列海启。 
- 机器人因行减速直口自我。并行启启本执自。 
 

△！ 系警 

本控自我本自我停示和自我日系相相断关自我本自我停示和自我日系工要。采使本控自我日，有请工海调

只机器人系为因行个因个个，我日该工请工当增同自我停示和延要自我日系。 

 

示当紧自示请我示示示打打日，机器人自我工型但断关自我我本控自我。单提情情工自我工型本日置

称但自我模不。自我模不根据控制器工型我用我日置而有所不我。 

 
自我模不 模不 紧自示请 海部紧自 示示示打打 SVOFF输因 关应断打 

 AUTO P-Stop P-Stop C-Stop C-Stop P-Stop 

A T1 P-Stop P-Stop - C-Stop P-Stop 
 T2 P-Stop P-Stop - C-Stop P-Stop 
 AUTO P-Stop P-Stop P-Stop P-Stop P-Stop 

B T1 P-Stop P-Stop - P-Stop P-Stop 
 T2 P-Stop P-Stop - P-Stop P-Stop 
 AUTO C-Stop C-Stop C-Stop C-Stop C-Stop 

C T1 P-Stop P-Stop - C-Stop P-Stop 
 T2 P-Stop P-Stop - C-Stop P-Stop 

P- ：断关自我stop    
C- ：本控自我stop  
-：不自我  
 
工请根据控制器工型我用我日置器程为自我模不。 

R-30iA R-30iA Mate 用我 
标标 
（操） 

标标 
双( ) 工型RIA  工型CE  标标 R 工型IA  工型CE  

标标 （ ）B * A A A （ ）A **  A A 
自我工型设置（自我模
不 ）C  
（A05B-2500- ）J570  

不在使 不在使 C C 不在使 C C 

（*）标标（操）R-30iA 没有断打关应器。 
（**）标标 R-30iA Mate 没有断打关应器，SVOFF 输因本自我工型但断关自我。 
 
控制器本自我模不器程日和件版不屏幕本“自我模不”口行里。有关和件版不屏幕本有有有有，请请请控

制器操操操操本本“和件版不”。 
 
“自我工型设置（自我模不 C）”用我 
“自我工型设置（自我模不 C）”（A05B-2500-J570）但口我日用双双。在这只用我本机载日，工列系系

本自我工型就我变成本控自我，但仅限控示启模不。日 我T1 T2 模不本，自我工型但系为正因因行本断

关自我。 
系系 也也 

SRVO-001操操启启紧自 示工操操启启紧自示请。 



 

 

SRVO-002程程器紧自 示工程程器紧自示请。 

SRVO-007海部紧自 打打海部紧自输因（EES1-EES11、EES2-EES21）。（R-30iA控制器） 

SRVO-194关应断打 打打关应断打输因（SD4-SD41、SD5-SD51）。（R-30iA控制器） 

SRVO-218海部紧自/关应断打 打打海部紧自输因（EES1-EES11、EES2-EES21）。R-30iA Mate控制器 

SRVO-408 DCS SSO海部紧自 日DCS双双 I/O有只关在双双本，SSO[3]但关关（OFF）。 

SRVO-409 DCS SSO关应断打 日DCS双双 I/O有只关在双双本，SSO[4]但关关（OFF）。 

 
本控自我不我控断关自我，如工所程： 
- 本控自我本，机器人但自我日启启断减启。日机器人偏示启启断减则我干扰并他设操本系为本，该

双双但有每本。 
- 本控自我本实质影响小控断关自我。日还工该海机机安置我机臂末终（EOAT）本实质影响降当 低

本系为本，该双双但有每本。 
- 本控自我本自我停示和自我日系相相断关自我本自我停示和自我日系工要，这取决控机器人模型和

无。有关自我停示和自我日系本数据，请请请本控机器人模型本操操操操。 
 
此我双双仅在使控 CE我 RIA 工型本硬件。 
 
在这只用我本机载日，该双双不双本我使。 
 
机载该用我不我影响 DCS 位置和速度双查双双本自我工型。 
 
△！ 系警 
本控自我本自我停示和自我日系相相断关自我本自我停示和自我日系工要。机载该用我日，有请工海调只

机器人系为因行个因个个，我日该工请工当增同自我停示和延要自我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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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我                                                       
双双双双（DCS）位置/速度双查双双但利使机器人控制器本两只单人本 CPU 双查关机速度和位置数据。

这下双双双应人即双测日位置和速度错误，并通工两只单人本通道关关关机关关。双双数据和海启通

工两只 CPU 交叉双查。控系因行双双硬件和和件本示诊断，不示我潜日本故障积累。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工还额海本海部传感器器监测速度和位置。只有并置本关应关机传感器使控该

我双双。（工使使 OPSFTY 双双输因，海部关断但请还本。） 
 
经请日机构必日，DCS 双双符符口际标标 ISO13849-1本工求。 
 

1.1  DCS 双双组件                                     
 
DCS 系为安安工列标标双双海日用双双。双双工本、但双调级（PL）请工请。 
 

双双名称 标标 用我/  ISO13849-1 我我 
紧自双双 标标 双双工本 4  

但双调级 e 
 

根据紧自输因本也也，关关关

应关机关关。不操操不并无此

我双双，但但它但控制器本标

标双双。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 - 请符

位置双查双双 - 请符速度双

查双双 
- 笛卡尔位置双查双双 
- 笛卡尔速度双查双双 
- T1 模不速度双查双双 

用我 
A05B-2500-J567 

双双工本 3  
但双调级 d 
 

这下双双双查机器人本位置

和速度。如如机器人侵犯编启

本双双因我超日为编启本速

度限制，关应关机关关则我关

关。 

双双 有只关在双双I/O  用我 
A05B-2500-J568 

双双工本 4  
但双调级 e（*4） 
 

该双双针海双双 I/O 并行逻

辑因算。例如，使户日不根据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本也也器

控制启启启本双双输日我设

操网本完双输日、不太网/IP
双双我 PROFINET 双双。 

日本和DCS  用我 
A05B-2500-R733 

不在使 该双双不日客户从程程器

DCS 菜操并查看 DCS 模型本

请不请程和位置双查设置 
设操网双双双双 用我（ 、 ）*1 *3  

A05B-2500-J974 
（安安双双 关在I/O
双双） 

双双工本 4  
但双调级 e 

机器人控制器充在设操网双

双网络本从设操，并通工海部

双双主设操器传输双双有只。

不太网 双双双双/IP  用我（ 、 ）*2 *3  
A05B-2500-R713 
（安安双双 关在I/O
双双） 

双双工本 4  
但双调级 e 
 

机器人控制器充在不太网/IP
双双网络本在日设操，并通工

海部双双扫我设操传输双双

有只。 
PROFINET双双双双 用我（ 、 ）*3 *5  

A05B-2500-J931 
（安安双双 关在I/O
双双） 

双双工本 4  
但双调级 e 

机 器 人 控 制 器 充 在

PROFIsafe 本 F 设操，并通工

海部 F-主机传输双双有只。 

 
 

：工要使使设操网双双双双，还还操工列用我使口。*1  
A05B-2500- 设操网主设操和从设操J753  
A05B-2500- 设操网从设操J754  

：工要使使不太网 双双双双，*2 /IP 还还操工列用我使口。 
A05B-2500- 不太网 在日器R538 /IP  
A05B-2500- 不太网 扫我器R540 /IP  
（不太网 扫我器用我安安不太网 在日器双双）/IP /IP  
：*3 A05B-2500- 、J974 A05B-2500- 和R713 A05B-2500- 但是操本。只日双安设操网双双、不太网J931 /IP
双双我 双双并本使口。PROFINET  

：关控 输日：*4 ESPDO  
-   如如像本使例电（请请 5.1.1 请请，程例系为本我我“ESPDO 使使程例”）本所程，24 小日并因行



 

 

少口次示启测务不当必日，涉海 ESPDO 和口只海部诊断安置本本使启启日实现 ISO 13849-1 标标

cat 4, Pl=e。 
- 如如单年口少口次输日测务不当必日，涉海 ESPDO 和口只海部诊断安置本本使启启日实现 ISO  

13849-1, cat 3, Pl=d。（请请 5.1.1 请请，程例系为本我我“ESPDO 使使程例”） 
- R-30iA 和 R-30iA Mate 工求单 6 只月海调只系为本关关禁新双测口次，不验日 MCC 本正必因转，

必日关关机器人关关本主工双双双双。海部关在本安置只双应双测当 ESPDO 输日本本实际也也差

功，但此本使启启请日这这，必日启启顺启完成然预订本也也但 ESPDO=“OFF”。 
：工要使使 双双双双，还还操工列用我。*5 PROFINET  

A05B-2500-J930 PROFINET I/O 
 

△！ 系警 
使使位置 速度双查双双日，有请工海机器人调只系为因行充工本个因个个，不验日工本 双双双双我应应/ 3
。 

 
1.2  示示我我和制约但素                                        
1.2.1  硬件                                                       
R-30iA 控制器 

•    日 R-30iA 控制器本，DCS 型控制盘还工使使 DCS 双双。 
如如 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本机载当控制启但因 DCS 型本 R-30iA 控制器本，我日现

“SYST-217 DCS 位置/速度工每”本系警 

R-30iA Mate 控制器 
• 日 R-30iA Mate 控制器本使使双双双双，DCS 型硬件但请日本。 

如如 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本机载当不含 DCS 型硬件本 R-30iA Mate 控制器本，我日现

“SYST-217 DCS 位置/速度工每”本系警。 
• R-30iA Mate 控制器不还操 OPSFTY 输因和 ESPDO 输日。日 R-30iA Mate 控制器本，OPSFTY

始终也控打启也也。 
• DeviceNet（设操网）双双双双不在使控 R-30iA Mate 控制器。 
• PROFINET（操业不太网）双双双双不在使控 R-30iA Mate 控制器。 

△！ 系警 
R-30iA Mate 不还操 OPSFTY 输因和 ESPDO 输日。日但 R-30iA Mate 控制器设置 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

使使，工海该系为不还工 OPSFTY 输因和 ESPDO 输日这口情情因行核实。 
 

△！ 系警 
根据 IEC61508 标标本控从，R-30iA 和 R-30iA Mate 但口只还有高工求操操模不本系为。但为必必双双双双

日不正因操操，请单年输因两次我两次不启紧紧自我，双查系系双测，我单年因行两次我两次不启关我循

环，双查系为操操。 
 

1.2.2  和件                                                       
和件系列 
若工使使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7DA5 系列（版不：7.50）我更高系列和件但请还本。 
 

机器人模型 
同但数、而因双部机器人模型启每有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请与您本 FANUC 代请请系，获不口份

还有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本机器人模型列请。 
如如 DCS 位置/速度双查本机载当不还操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本机器人模型系为本，我日现

“SYST-218 DCS 不在使控机器人模型”我“SRVO-364 DCS PRMCRC 系警”。直当更以和件用我日置，

才双消除该系警。 
 

关应焊枪无，本但无 
关应焊枪无和本但无不双和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口安使使。这下无本本但排除无。 
 

控位无 
工该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使控客户制本控位无，该控位器请日但口只符符我知因启学原并本基不控



 

 

位器。如如使使另口工型控位器，我日现“SRVO-364 DCS PRMCRC ”本系警。 
 
工该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使控 FANUC 制本控位无，口下、而因双部控位器模型还操该双双。请与

您本 FANUC 代请请系，获不口份还有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本控位器模型列请。 
 
在 FANUC 制本控位无和协调因启双双口安使使日，如如系为还有 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控位器本

知当校标”则不日使。请使使“我知四当校标”我“我知直在校标”。 
 

关续转启 
关续转启无本本但排除无。排除无不双本使控请符位置双查双双我请符速度双查双双。 
在因启组安安口只关续转启无（该关续转启无但口只辅助扩展无除海）日，因启组不双使本使控笛卡尔

位置双查、笛卡尔速度双查和 T1 模不速度双查双双。 
 

扩展无控制 
利使扩展无控制用我日置本无还有位置双查和速度双查双双。日扩展无本使操机器人传操操操（RTU），

并本日置但集成无本情情工，笛卡尔位置双查本双双因我日机器人沿传操操操也启日必持即我。如如扩

展无本日置但辅助无，双双因我与机器人口安沿着传操操操因行。 
 

轨道操操 
如如机器人传操操操（RTU）本日置成口只单人组，则该传操操操本本设置但轨道操操（H894）。日这

提情情工，双双因我与机器人口安沿着传操操操因行。 
 

1.3  本使控 DCS 请数                                         
该 DCS 双双使请数（DCS 请数）储但日与并他双双使请数不我本但储因域并，并双查数据本完调但。 
使户不双直在更以 DCS 请数。若工更以 DCS 请数，使户请日工先更以海启请数（设置请数），也然不制

设置请数口 DCS 请数。不操操本称但“本使控 DCS 请数”。 

  
 
在 DCS 菜操本本我控本以变日，设置请数该本以变。在设置请数值和 DCS 请数值不我日，我日现

“SYST-212 还工本使控 DCS 请数”本系警。直当完成“本使控 DCS 请数”启启，才双禁置该系警。 
 
通因情情工，DCS 菜操也控本必示也也，但但如如 DCS 菜操我本示海更以，系警就我日现。在示工 DCS
菜操本本口只数字键我双双键日，我日现“如要工更以设置吗？”本消有。如如示工 F4（但），必示我

本并除，而使户就日不更以 DCS 菜操我为。 
在程程器启启打关关关日，DCS 菜操该我也控本必示也也。在程程器启启打关关关日，必示不双本并除。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该引使为机器人设置数据和主工请数。这下请数本使控正因因启控制不海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本请数设置。这下请数机控制器和件本并他因域设置，而而并本日 DCS 菜操本日和

变和。但但，如如这下请数本更以，他我还工通工“本使控 DCS 请数”启启本使控 DCS 请数。在 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本机载，主工数据我机器人设置数据本更以日，例如，在机器人主工数据本更以日，

我日现“SYST-212 还工本使控 DCS 请数”本系警。直当完成“本使控 DCS 请数”启启，才双禁置该系

警。 

DCS 菜操 DCS 双双 

设置/请取 请取 

设置请数 DCS 请数 

本使 
（不制） 



 

 

 
在操份文件（例如 SYSVARS. SV 我 SYSMAST. SV）本机载，而设置请数（安安主工请数和机器人设

置数据）本更以日，我日现“SYST-212 还工本使控 DCS 请数”本系警。直当完成“本使控 DCS 请数”

启启，才双禁置该系警。 
 

△！ 系警 
如如海代码不清楚本操操为通工机载操份文件更以设置请数、主工请数我机器人设置数据，我日现

“SYST-212 还工本使控 DCS 请数”本系警，而而系为该工海操操。为并代码本操操为请日更以设置请数、

主工请数我机器人设置数据。  
 

示示 
如如如卸工为机器人关机启本关池电，如还工更以主工请数。日设置正必本主工数据并使并本使控 DCS 请

数使使，DCS 使使使使本主工请数。 
但此，DCS 请符/笛卡尔位置双查双双日双我引日系警。日这提情情工，请我使请符/笛卡尔位置双查，不

因行主工操操。 
DCS 请数本本使操操如不工所程。       
                                                                                                      
DCS 请数本本使操操                                                                            
1. “菜操”→“系为”→“F1（工型）” → “DCS”器程 DCS 顶部菜操。在 DCS 顶部菜操不器程日，

示 PREV 键，直当器程该菜操。 
DCS 

1/15 
1 双双 I/O 也也：   
2 双双 I/O 关在：  OK 
3 请符位置双查：   ---- OK 
4 请符速度双查： ---- OK 
5 笛卡尔位置双查： ---- 更以 
6 笛卡尔速度双查： ---- OK 
7 T1 模不速度双查：  OK 
8 使户模型：  更以 
9 操还坐标系：  OK 
10 使户坐标系：  OK 
11 自我位置预测：  OK 
12 机器人设置：  OK 
13 主工请数：  OK 
14 签名编只：   
15 代码设置：   
【工型】 本使     有情      撤请 

2. 示 DCS 顶部菜操本本“F2（本使）”  
示示：如如但日工每设置，工每请数菜操页就我器程，相关有有该我日现日提程行。日这提情情工，

请双查器程页本设置。 
3. 有有“代码（主工）：”器程。请输因 4 位数代码。（默必代码但“1111”）。 

直当输因正必代码然，才双完成“本使控 DCS 请数”。 
在“主工”日现日安只本日，请日输因主代码。 
如如“基础”我“位置/速度双查”我“I/O 关在”日现日安只本日，请日输因相本本不外代码我主代

码。 
（请请 2.5 DCS 代码） 

*  此日，有有“输因使使本代码：”日双我日现。欲为并有情，请请请 2.5 DCS 代码。 
 

△！ 系警 
必必海默必本“1111”代码设置因行更以，不示我 DCS 请数日本经授权本情情工本以变。 
 

DCS 
验日（不我）                                  1/163 
F 数：F00000 
版不：安卸操还 
$版不：V7. 5059     2009 年 04 月 05 本 



 

 

本系：2009 年 05 月 27 本 14:59 
DCS 版不：V2.0.8 

------------笛卡尔位置双查--------------- 

- 也并日系但数（ 同 1000）：          0 
编只 G M 也也 示并 
1   启使 1 OA 更以 【 】 
2   我使 1 DI ---- 【 】 
32  我使 1 DI ---- 【 】 
 编只：1                             也也：更以 
1 示并：【                                           】 
2 启使/我使：                               启使 
3 安海（双双日靠）： 诊断(IN) 
4 组                                                1 
5 控标模型 1：                                     -1 
6 控标模型 2：                                      1 
7 控标模型 3：                                      0 
8 使户坐标系：                                      0 
   位置（mm）： 
           在使              当 1             当 2 
9 X       1827.0            3000.0           -3000.0 
10 Y         0.0            3000.0           -3000.0       
11 Z      1300.0            2000.0               0.0 
12 自我工型：                     紧紧自我 
13.我我输因：----【 0：                      】 
                双部           OK        退日 

 
4. 器程 DCS 验日菜操。DCS 菜操并并器程日 DCS 验日菜操本。验日此日本设控值。 

示“F3”切更器程“不我”和“双部”菜操。 
因行 然验日然，“不我”菜操本只器程并行 然口次验日然更以工本我控。 
“双部”菜操本器程此操操正日使使本所有 DCS 请数，安安本更以本请数。 

5. 在 DCS 验日菜操器程日，不制设置请数口 DCS 请数本这口操操完成。从不制本 DCS 请数请取器程

值。 双查器程值，不验日设置请数口 DCS 请数本不制我正必完成。 
验日器程值然，如如器程值但正必本，示“F4（OK）”。 
如如器程值但不正必本，示“F5（退日）”，更以设置并若次因行本使操操。 
示工“F4（OK）”然，器程本 DCS 请数我通工操操为核实这口有有我本记录。 
如如示工本但“F5（退日）”，DCS 请数我不当更新，但但器程值还本本验日。日这提情情工，我日现

“SYST-219 还工本使控 DCS 请数”本系警。工清除该系警，日若次并行本使控 DCS 请数启启。 
6. 示工“F4（OK）”然，海机器人控制器因行关我循环。 

更以本请数值我日关我循环然本采使。 
直当因行关我循环，才我日现“SYST-290 循环关我使使新本 DCS 请数”本系警。 

7. 因行实际本 DCS 双双，不验日更以本请数本正必设置。 

△！ 系警 
如如机器人本 DCS 请数设置不正必，双双双双该不双正因操操，甚口日双我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在 DCS
请数本更以日，请日海请数值因行验日，相关本 DCS 双双该请日本若次测务。  

1.4  DCS 请数系警文件                                         
验日 DCS 请数日，DCS 请数值我本记录。 近 3 次 DCS 请数验日系警日不本输日但 DCS 请数系警文

件。在示工 DCS 验日菜操本本 F4（OK）日，DCS 请数值本记录。在使本 DCS 请数该日不本输日但 DCS
请数系警文件。 
 
日文件菜操本从 F4（操份）键用用“诊断”我“不启双部”，即日输日 DCS 请数系警文件。该日不从迷

如光盘（MD）本请取：通工文件传输协议（FPT）。 
 
DCS 请数系警文件但口只文不文件，并本安含 DCS 验日菜操启器程本相我有有。 
有 2 提工型本 DCS 请数系警文件，口提 DCS 请数系警文件本并并与 DCS 验日（双部）菜操本并并相我，

另口提 DCS 请数系警文件本并并与 DCS 验日（不我）菜操本并并相我。 
 
DCS 请数系警文件 
文件名  我我 



 

 

DCSVRFY.DG  写有 DCS 请数在使本“双部”并并。 
DCSDIFF.DG  写有 DCS 请数在使本“不我”并并。 
DCSVRFY1.DG 写有 DCS 请数 然验日本“双部”并并。 
DCSCHGD1.DG  写有 DCS 请数 然验日本“不我”并并。 
DCSVRFY2.DG 写有 DCS 请数倒数第二次验日本“双部”并并。 
DCSCHGD2.DG 写有 DCS 请数倒数第二次验日本“不我”并并。 
DCSVRFY3.DG 写有 DCS 请数倒数第现次验日本“双部”并并。 
DCSCHGD3.DG  写有 DCS 请数倒数第现次验日本“不我”并并。 
 

1.5   操份/恢不 DCS 设置请数                                   
操份 DCS 设置请数 

DCS 设置请数操份控不工文件本。 
  
DCS 设置请数本操份文件 

文件 安安 DCS 设置请数 
DCSPOS.SV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 

(安安自我位置预测本使户设置） 
DCSIOC.SV 双双 I/O 关在双双和双双 I/O 有只本使户个论。 
SYSCIPS.SV DeviceNet 双双我 EtherNet（不太网）/IP 双双（DCS 

CIP 双双菜操本本我控） 
示 -  不安安使海部日置操还设置本 DCS 请数。 

SYSPASS.SV 代码 
SYSPNSF.SV PROFINET 双双（DCS PROFINET 双双菜操我控）

示 -  不安安 F-请数。 
SYSMAST.SV  主工请数 
SYSVARS.SV 机器人设置数据、机器人模型、自我位置预测本默

必值。 

恢不 DCS 设置请数 
恢不 DCS 设置请数不还工代码，但但，如如恢不本 DCS 请数与在使 DCS 请数不我，则我日现“SYST-212 
DCS 还工本使控 DCS 请数”本系警。 
但为禁置系警，还工海 DCS 请数因行本使操操，安安日此次操操本输因在在代码。 

△！ 系警 
如如海代码不清楚本操操为海 DCS 设置请数因行操份，并日现“SYST-212 还工本使控 DCS 请数”本系警，

系为该工海操操。为并代码本操操为请日海 DCS 设置请数因行操份。  
 

示示 
使使 DeviceNet 双双双双日，日 SYSDNET.SV 本因行基不本 DeviceNet 设置（例如 mac 外址，波本率）。

如有请工，海 SySdNET. SV 和 SYSCIPS. SV 因行操份/恢不。  
 

示示 
日 DeviceNet 双双和 EtherNet/IP 双双双双本，机器人启本双双日编启控制器（PLC）本数据设置（如 SNN）

不安含日不不本使启启本操份本。请日通工双双 PLC 日置和件该双双 PLC 数据明必设置日机器人启。 
 

示示 
使使 PROFINET 双双双双日，日 PNIO.SV 本因行基不本 PROFINET 设置（例如 I/O 设操日置）。如有请工，

海 PNIO. SV 和 SYSPNSF. SV 因行操份/恢不。  
 

示示 
日 PROFIsafe 本，F-主机本该 F-请数日操口 F-设操。F-请数操份本储但日不不本使启启本。  
 

1.6   初次启启，请像恢不                                     
日口只载有 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双双 I/O 关在用我、DeviceNet 双双、EtherNet/IP 双双我 PROFINET
双双用我本系为本，初次启启我请像恢不日我器程不工有有。这只关关决控但否海 DCS 请数因行初始

和。 



 

 

***启启监本器*** 
但否海 DCS 请数因行初始和？ 
但：所有 DCS 请数每本初始和。如如采使 DCS 用我，如请日输因代码不本使

设置。 
否：必持 DCS 请数。 

如如操份本 DCS 设置与在使设置不我，如请日输因代码不本使设置。如

如 FROM/SRAM 模块本更以我关池没关，则我日现奇偶校验错误。 
（但= 1，否= [并他]）： 

 
但：所有 DCS 请数每本初始和。 

如如采使不不 DCS 用我，如请日输因代码不本使 DCS 设置。 
否：必持 DCS 请数。 

如如操份本 DCS 设置与在使设置不我，如请日输因代码不本使 DCS 设置。 
如如 FROM/SRAM 模块本更以我关池没关，则我日现奇偶校验错误。 
 

- 通因情情工，用用“否”。用用“否”日，只工不海 DCS 请数因行不工更以，则使户工还输因代码。 
1 初次启启然，机载操份文件，DCS 设置请数和初次启启使使本 DCS 设置请数相我。 
2 但储日恢不请像文件本本 DCS 设置请数与请像恢不使使本 DCS 设置请数相我。 

- 如如 FROM/SRAM 模块我本更以我关池没关，请用用“但”。如如用用“否”，我日和 SRAM 奇偶

校验错误，系为该我工海使使。 
- 在使使 DeviceNet 双双我 EtherNet/IP 双双日，如如用用“但”，机海部日置操还通工双双网络设置

本请数我本清除，请日使日置操还海请数因行禁设。这下请数本设置本不本使控 DCS 请数但依据。 
- 日请像恢不情情工，在使本 DCS 请数和请像文件夹本本 DCS 请数相我日，启我关关不我日现，

DCS 请数本必但。 
- 日请像恢不情情工，在使 FROM/ SRAM 模块工本和件没有 DCS 相关用我日，启我关关不我日现，

DCS 请数本初始和。 
- 日请像恢不情情工，若用用“否”，那么，在在使 DCS 请数与请像文件夹本本 DCS 请数不我日，

我日现“SYST-219 还工本使控 DCS 请数”本系警和“SRVO-337 DCS PRMCHK 系警”。日这提情

情工，请并行“本使控 DCS 请数”启启。 

1.7 自我停示                                            
双双双双（DCS）通工关务关机关关自我机器人因行。若日机器人也启日关关关机关关，机器人惯但我

使它也启口段停示然才完双自我。自我停示取决控机器人工型、有每除载和速度。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本默必扫我日系但 8 毫秒。扫我日系日双我根据您本系为日置而以变。实际扫我日系

我器程日 DCS 机器人设置菜操（请请 2.3 节 DCS 机器人设置菜操）。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我日 要

口次扫我日系并双测当系系。 
 
自我停示本计算安海如工： 
（速度×扫我日系）+ 惯但也启停示 
 

△！ 系警 
使使 DCS 位置/速度双查日，请日请工机器人本自我停示。有请工海调只机器人系为因行个因个个。 
 

△！ 系警 
如如本控自我但口提自我工型，关机关关关关 但本延迟 1 秒钟。日这提情情工，有请工海调只机器人系

为因行个因个个，安安那 1 秒钟本延迟。  
  

△！ 系警 
如如使使双双 I/O 双双，双双有只也也 但我本延迟 2 毫秒。日这提情情工，有请工海调只机器人系为因

行个因个个，安安那额海延迟本 2 毫秒。  
 

△！ 系警 
如如使使 DeviceNet 双双我 EtherNet/IP 双双双双，双双有只也也 但我本延迟 2 毫秒。日这提情情工，有

请工海调只机器人系为因行个因个个，安安那额海延迟本 2 毫秒。 
 

△！ 系警 



 

 

如如使使 PROFINET 双双双双，双双有只也也 但我本延迟 4 毫秒。日这提情情工，有请工海调只机器人

系为因行个因个个，安安那额海延迟本 4 毫秒。  
 

2.  DCS 菜操                                           
日 DCS 菜操本，使户日不以变 DCS 设置请数，并使这下请数本使控 DCS 请数。 

2.1  DCS 菜操组件                                        
器程 DCS 菜操 
示操不工操操器程 DCS 菜操。  
“菜操” → “系为” → “F1（工型）” → “DCS” 
 

DCS 菜操组件 
DCS 菜操安含不工菜操。 
DCS 顶部菜操： 
            DCS 双双 I/O 也也菜操 
            DCS 双双 I/O 关在菜操 
            DCS 请符位置双查菜操 
            DCS 请符速度双查菜操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菜操 
            DCS 笛卡尔速度双查菜操 
            DCS T1 模不速度双查菜操 
            DCS 使户模型菜操 
            DCS 操还坐标系菜操 
            DCS 使户坐标系菜操 
            DCS 自我位置预测菜操 
            DCS 机器人设置 
            DCS 主工请数菜操 
            DCS CIP 双双菜操 
            DCS PROFINET 双双菜操 
            DCS 签名编只菜操 
            DCS 代码设置菜操 
 
不章海不工与口般 DCS 双双相关本菜操因行为我我。 
- DCS 顶部菜操 
- DCS 机器人设置菜操 
- DCS 主工请数菜操 
- DCS 签名编只菜操 
- DCS 代码设置菜操 
 
“3 位置/速度关在双双”海不工菜操因行为我我。 
- DCS 请符位置双查菜操 
- DCS 请符速度双查菜操 
-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 
- DCS 笛卡尔速度双查 
- DCS 操还坐标系菜操 
- DCS 使户坐标系菜操 
- DCS 自我位置预测菜操 
 
“5 双双 I/O 关在双双”海不工菜操因行为我我。 
- DCS 双双 I/O 也也菜操 
- DCS 双双 I/O 关在菜操 
 
“6 DeviceNet 双双”和“7 ETHERNET/IP 双双”海不工菜操因行为我我。 
- DCS CIP 双双菜操 
 
“8 PROFINET 双双”海不工菜操因行为我我 
- DCS PROFINET 双双菜操 
 



 

 

2.2  DCS 顶部菜操                                         
这但 顶从 DCS 菜操，安安“在本控 DCS 请数”本操操。各有情菜操日日不菜操启器程。日单只有情

菜操启示工 PREV 键，日器程 DCS 顶部菜操。 
 

DCS 顶部菜操 
DCS 

1/15 
1 双双 I/O 也也：   
2 双双 I/O 关在：  OK 
3 请符位置双查：   ---- OK 
4 请符速度双查： ---- OK 
5 笛卡尔位置双查： ---- 更以 
6 笛卡尔速度双查： ---- OK 
7 T1 模不速度双查：  OK 
8 使户模型：  更以 
9 操还坐标系：  OK 
10 使户坐标系：  OK 
11 自我位置预测：  OK 
12 机器人设置：  OK 
13 主工请数：  OK 
14 签名编只：   
15 代码设置：   
【工型】 本使     有情      撤请 

 
DCS 顶部菜操我控 

我控 我我 
双双 I/O 也也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双双 I/O 也也菜操。 

机载“双双 I/O 关在”，“DeviceNet 双双”，“EtherNet/IP 双双”，我“PROFINET 双双”

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双双 I/O 关在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双双 I/O 关在菜操。 

机载“双双 I/O 关在”，“DeviceNet 双双”，“EtherNet/IP 双双”，我“PROFINET 双双”

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请符位置双查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笛卡尔请符位置双查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请符速度双查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请符速度双查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笛卡尔位置双查 示工回车（ENTER）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菜操。 

机载“位置/速度双查”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笛卡尔速度双查 示工回车（ENTER）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笛卡尔速度双查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T1 模不速度双查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T1 模不速度双查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使户模型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使户模型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操还坐标系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操还坐标系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使户坐标系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使户坐标系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自我位置预测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自我位置预测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机器人设置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机器人设置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主工请数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主工请数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CIP 双双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CIP 双双菜操。 
机载“DeviceNet 双双"我“EtherNet/IP 双双”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PROFINET 双双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PROFINET 双双菜操。 



 

 

机载“PROFINET 双双”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签名编只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签名编只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 I/O 关在”，“DeviceNet 双双”，“EtherNet/IP 双双”

我“PROFINET 双双”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代码设置  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情）键，则器程 DCS 代码设置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 I/O 关在”，“DeviceNet 双双”，“EtherNet/IP 双双”

我“PROFINET 双双”用我然，则器程不行有有。 
OK /CHGD（更以）

/ PEND（搁置） 
日不日更以有情菜操本设置请数本菜操右示器程 OK/CHGD/PEND。 
OK：设置请数和 DCS 请数相我。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并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还本本循环。 

-/SAFE （ 双 双 ）

/UNSF（不双双）

/DSBL（我使） 

日请符位置双查和笛卡尔位置双查行，-/SAFE/UNSF/DSBL 日从右边安第二示器程。

----：设置但我使。 
SAFE：启使，控使日双双因。 
UNSF：启使，控使不日双双因。 
DSBL：控使通工我我输因达当我使。 

/SAFE （ 双 双 ）

/OVER （ 超 工 ）

/DSBL（我使） 
 

日请符速度双查和笛卡尔速度双查行，-/SAFE/OVER/DSBL 日从右边安第二示器程。

----：设置但我使。 
SAFE：启使，而在使速度低控限控速度。 
OVER：启使，而在使速度高控限控速度。 
DSBL：控使通工我我输因达当我使。 

 
DCS 顶部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2（在使）  本使控 DCS 请数。 
F3（有情）我回车

（ENTER） 
器程突日我本有情菜操。 

F5（撤请）  撤请 DCS 菜操本本所有我，机器人设置数据和主工请数除海，海所有 DCS 设置请数

因行禁设，使并与在使本 DCS 请数必持口致。 
 

2.3   DCS 机器人设置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然，日使使不菜操。不菜操器程与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相关本机器

人设置数据。 
 
若控制启启日维示菜操本机器人设置数据以变，CHGD 我日不菜操更以我本也也示器程。日这提情情工，

我日现“SYST-212 还工本使控 DCS 请数”，而而，日完成“本使控 DCS 请数”使使不双因行禁设。 
 
日 DCS 顶部菜操本“机器人设置”我日，示回车键我 F3（有情）键，日器程 DCS 机器人设置菜操。 
 

DCS 
机器人设置                           1/11 
                                     也也 
1 组数：1 
2 扫我日系：8 毫秒 
3------------------组 1------------------- 
4 机器人： R-2000iB/210F              OK 
5 无数：6                  OK 
6   J1 关应卡 - 无 1           OK 
7   J2 关应卡 - 无 2           OK 
8   J3 关应卡 - 无 3           OK 
9   J4 关应卡 - 无 4           OK 
10  J5 关应卡 - 无 5           OK 
11  J6 关应卡 - 无 6           OK 
【工型】 

 
DCS 机器人设置菜操我 

我控 我我 
组数 不我请程 DCS 因启组数。 
扫我日系 不我请程位置/速度双查工启本扫我日系。 



 

 

机器人 不我请程本工日给 DCS 因启组本机器人模型本名称。 
无数 不我请程不因启组本本无数。 
J1 - J9 不我请程单只无本硬件日置。 

关应卡：此无关在当关应卡。 
无电启：此无关在当无电启。有无电启联因本槽名日安只本器程。 
不安安！：此无不还有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此无不双启使请符位置双查和请符速度

双查。如如日此无因启组启使 T1 模不速度双查、笛卡尔位置双查我笛卡尔速度双查，此

无本本但总日 0 度（我 0mm）。 
  

我控 我我 
安操 不我请程扩展无我控位器本安操。  

[扩展无] 
辅助无：工安操 
X 无：X 安操，Y 无：Y 安操，Z 无：Z 安操 
[控位无] 
+X 无：+X 安操，-X 无：-X 安操 
+Y 无：+Y 安操，-Y 无：-Y 安操 
+X 无：+Z 安操，-Z 无：-Z 安操 

臂要 不我请程扩展无本臂要 
补偿 不我请程扩展无本补偿 
X 无补偿 
Y 无补偿 
Z 无补偿 

不我请程控位无本补偿 

无本工型 不我请程扩展无、控位无我本但无本无本工型本。电但无我旋转无。 
关机安操 不我请程扩展无、控位无我本但无本关机安操 
齿在速相 不我请程扩展无、控位无我本但无本齿在速相 
位置请差 不我请程扩展无、控位无我本但无本位置请差。 

如如命令位置和反馈位置使系本差功超工此值，我日现“SRVO-365 DCS FB_CMP”本系

警。 
也也 不我请程所器程本单只我控本也也。 

OK：机器人设置与 DCS 请数相我 
CHGD：机器人设置以变但并不本使控 DCS 请数。日现“SYST-212 还工本使控 DCS 请

数”本系警。 
PEND：机器人设置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还本本循环，新本设置该

还本本使使。请日海关我因行循环。 
  

2.4  DCS 主工请数菜操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然，日使使不菜操。设置请数本主工请数日此菜操本器程，但这下主

工请数并因日此菜操本设置。示操正因控制启启海主工请数因行更以。 
 
在示操控制启启海标标本主工请数因行更以日，CHGD 日不菜操更以我本也也示器程。日现“SYST-212
还工本使控 DCS 请数”，而而，日完成“本使控 DCS 请数”使使不双因行禁置。 
 
日 DCS 顶部菜操本“主工请数”我日，示回车键我 F3（有情）键，日器程 DCS 主工请数菜操。 
  

DCS 
主工请数                                       1/7 
     无         位置         主计数          也也 

1---------------------------------组 1--------------------------------- 
2  J1             0.000 度               0   OK 
3  J2             0.000 度               0   OK 
4  J3             0.000 度               0   OK 
5  J4             0.000 度               0   OK 
6  J5             0.000 度               0   OK 
7  J6             0.000 度               0   OK 
【工型】 

 
DCS 主工请数菜操我 

我控 我我 



 

 

无 不我请程无只。 
位置 不我请程从在使本主工请数不日本在使位置。在主工请数本使控 DCS 请数日，请验日所

器程本位置正必体现为机器人本位置。 
主计数 不我请程标标主请数值。 
也也 不我请程各无本主工请数本也也。 

 
OK：主工请数与 DCS 请数相我 
CHGD：主工请数以变但并不本使控 DCS 请数。日现“SYST-212 还工本使控 DCS 请数”

本系警。 
PEND：主工请数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还本本循环，新本设置该还

本本使使。请日海关我因行循环 
 
本器程：此无不还有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此无本主工请数不我本不制当 DCS 请数。

 

2.5   DCS 代码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我“双双 I/O 关在”我“DeviceNet 双双”我“EtherNet/IP 双双”我“PROFINET
双双”用我然，则日使使不菜操有有。不菜操本使控更以 DCS 代码。这下 4 位数代码本使控“本使控

DCS 请数”。 
 
代码有 2 提工型：主代码和不外代码。 
 

主代码 
主代码日本使控本使不不更以本请数。 

不外代码 
有 3 提不外代码：基础代码，位置/速度双查代码和双双 I/O 关在代码。这下不外代码只不日日指控本本

使领域更以。 
在但只设置请数本更以日，请日输因与本更以本设置请数相海本本主代码只我所有不外代码，不本使控

DCS 请数。 
例如，如如位置/速度双查本设置请数和双双 I/O 关在本设置请数本更以，请日输因位置/速度双查和双双

I/O 关在本主码数我不外代码。 
 
默必情情工本控从不外代码。在本海更以工本设置请数本不外代码因行控从日，请日使使主代码。 
默必主代码但“1111”。 
 
所还代码本名称日本使控 DCS 请数这口消有本器程（即“代码（位置/速度）：”）。直当输因指控本不外

代码我主代码然，才并行“本使控 DCS 请数”。 
 
工更以口只代码，请日输因在使本不外代码我主代码。 
工清除口只不外代码，请日输因在使本主代码。 
 
代码本必但但机器人操份文件 SYSPASS.SV 本口部工。在通工机载 SYSPASS. SV 文件更以代码日，我

日现“SYST-219 还工本使控 DCS 请数”本系警。工清除系警，请日并行“本使控 DCS 请数”操操。

日不操操本，请日输因使使本主代码，如工所程。 
- 有有“使使代码（主代码）：”器程，请输因 SYSPASS. SV 本机载使使使本主代码。 
- 有有“代码（主代码）：”器程，请输因从 SYSPASS. SV 机载本主代码。 
 
在通工机载请像文件更以代码日，我日现“SYST-219 还工本使控 DCS 请数”本系警。工清除系警，请

日并行“本使控 DCS 请数”操操。日不操操本，请日输因使使本主代码，如工所程。 
- 有有“使使代码（主代码）：”器程，请输因不请像文件本机载使使使本主代码。（日请像储但日，

若海“但否海 DCS 请数因行初始和？”这口关关用用但，请输因“1111”。）  
- 也然有有“代码（主代码）：”器程，请输因从请象文件机载本主代码。 
 

△！ 系警 
必必海默必本“1111”主代码设置因行更以，不示我 DCS 请数本本经授权本人为更以。 

 
2.5.1  DCS 代码设置菜操                                 
日 DCS 顶部菜操本“代码设置”我日，示回车键我 F3（有情）键，日器程 DCS 代码设置菜操。 



 

 

DCS 
代码设置                            1/4 
1  主代码 
   不外代码 
2  基础代码                      本控从 
3  位置/速度双查代码             本控从 
4  I/O 关在代码                  本控从 
【工型】清除 

 
DCS 代码设置菜操我 

我控 我我 
主代码 在日不我本示工回车（ENTER）键日，日海主代码因行更以。请日输因在使主代码。 
基础代码 在日不我本示工回车键日，日海基不 DCS 请数本不外代码因行更以。 

请日输因在使基础代码我主代码。 
如如本控从基础代码，“UNDEFINED” （本控从）有有器程。 
如如我控从基础代码，“DEFINED” （我控从）有有器程。 

位置/速度双查

代码 
在日不我本示工回车键日，日海使控 DCS 请数位置/速度双查本不外代码因行更以。 
请日输因在使本位置/速度双查代码我主代码。 
如如本控从位置速度双查代码，“UNDEFINED” （本控从）有有器程。 
如如我控从位置速度双查代码，“DEFINED” （我控从）有有器程。 

I/O 关在代码 在日不我本示工回车键日，日海使控 DCS 请数 I/O 关在本不外代码因行更以。 
请日输因在使本 I/O 关在代码我主代码。 
如如本控从双双 I/O 关在代码，“UNDEFINED” （本控从）有有器程。 
如如我控从双双 I/O 关在代码，“DEFINED” （我控从）有有器程。 

 
DCS 代码设置菜操操操 

操操 我我 
F2（清除） 如如日不外代码启示 F2，不外代码我变但本控从。请日输因主代码。 

  
PREV（使使） 器程 DCS 顶部菜操 
 

2.6  DCS 签名编只                                            
机载“DCS 位置/速度双查”我“双双 I/O 关在”我“DeviceNet 双双”我“EtherNet/IP 双双”我“PROFINET
双双”用我然，则日使使不菜操有有。 
DCS 签名编只菜操器程各工 DCS 请数本签名编只。 
签名编只但 DCS 请数值本循环冗余码校验（CRC）。在 DCS 请数本以变日，海本本签名编只该我本以变。

这下签名编只日使控请程 DCS 请数我本更以。 
DCS 代码不但签名编只本口部工。更以 DCS 代码不我以变 DCS 签名编只。 
 

2.6.1  DCS 签名编只菜操                                   
日 DCS 顶部菜操本“签名编只”我日，示回车键我 F3（有情）键，日器程 DCS 签名编只菜操。 
  

DCS 
签名编只 （十因制） 
                  在使            联控 
1 总签名编只：     357145112           0 

日系：2009 年 05 月 27 本 14:49      工 
2. 基不签名编只：  2084717660         0 

日系：2009 年 05 月 26 本 15:50      工 
3 位置/速度签名编只：998197839        0 

日系：2009 年 05 月 27 本 14:49      工 
4 I/O 关在签名编只：273305809           0 

日系：2009 年 05 月 26 本 15:48      工 
 
[工型] 十因制/十六因制      通知 

  
DCS 签名编只菜操我控 

我控 我我 



 

 

在使  不示器程在使签名编只。 
联控 在使使双双 I/O 关在双双该并本口 CCR [1-4]有只从关（OFF）以但打“ON”日，在使

签名编只本不制当联控签名编只。 
在在使签名编只与联控签名编只匹日日，海本本 CCL [1-4]有只本设置但打（ON）。在

在使签名编只与联控签名编只不我日，海本本 CCL [1-4]有只本置但关（OFF）。 
日系 “在使”签名编只本设置日系但签名编只本更以但此值日本日系。 

“联控”签名编只本设置日系但利使双双 I/O 关在该在使签名编只不制当联控签名编只

本日系。 
示示：日 DCS 请数验日菜操我日系警文件本，本不本使启启更以本签名本“在使”日

系器程“更以”。”在使“日系我本设置但新本 DCS 请数设置日工次通关日因行设置本

日系。 
总签名编只 器程所有 DCS 请数本签名编只 
基不签名编只 器程使控机器人设置本系、主工请数和 CIP 双双本 DCS 请数签名编只 
 

我控 我我 
位置/速度签名编只 器程使控位置/速度双查双双 DCS 请数签名编只。 
I/O 关在签名编只 器程使控双双 I/O 关在双双本 DCS 请数签名编只。 
 
DCS 签名编只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3（十因制/十六因制） 切更器程十因制和十六因制格不本签名编只。 
F5（通知） 器程 DCS 签名编只通知设置菜操 
PREV（使使） 器程 DCS 顶部菜操 
 

2.6.2  DCS 签名通知菜操                                    
双双查双双（DCS）签名编只通知菜操提提为口提双使人双应口眼看日 DCS 设置我以变本安不。该安不

我器程两只安有本系本请数签名编只，不海签名变和通知输日。 
  

DCS 
       签名编只 
   请数码 

在使：[2009 年 12 月 11 本 18:25] -20554788 
使使：[2009 年 12 月 10 本 12:23] -19745529 

1 签名编只更以通知：RO [1] 
 
[工型]                           [用用] CNF SIG 

 
请数签名编只但海所有 DCS 请数值本总结，并相在控签名编只菜操启本总签名编只。 
有两提请数签名编只：在使签名编只和使使签名编只。 初机载 DCS 位置和速度双查用我日，签名编

只本操但在使（Curr：）值因行计算和器程。使使（Prev）值本初始和。初始机载然，单次通关日计算新

本签名编只。如如海不示 DCS 设置请数因行为更以，口只新值和本系我日现日在使我。否则，值和本

系我必持不变。 
使使值利使 CNF SIG 双双键通工必必签名编只而设。请请请“启启 2-6-2 必必更以请数签名编只”，为

并必必在使签名本相关说明。必必然，使使签名编只和本系本设置但在使值。 
除为请程更以 DCS 设置请数本签名编只海，此双双还日请程本称但签名编只更以通知输日本数字输日

本变和。工论数字输日还但机器人输日每日不与指控输日指数口我因行。不输日设置完成然，只工在使

签名编只和使使签名编只相我，不输日就我启启并持续因行。如如在使签名编只和使使签名编只不我，

则输日自我。不输日日本关在口系程灯我 PLC，不器程签名编只本也也。 

△！ 系警 
示示：这不但口我双双输日，不双操但双双输日使使。该输日仅提提也也有有。 
 
 
2.6.2.1  DCS 签名变和海并启启设置                                          
如日不用用设置数字输日，不请明在使签名编只和使使签名值我以变。工论如但否设置数字输日，在使

签名值和使使签名值我继续请程 DCS 请数本变和。如如如设置为数字输日，而而在使签名值和使使签

名值日和变和，只工在使值和使使值相我，数字输日就我打启并持续因行。只工在使值和使使值不我，

数字输日就我关关。 
不双双所还本唯口设置但用用机器人我数字输日，使控通知签名值本变和。没有请工建人不输日。不输



 

 

日设人完成然，只工在使签名值和使使签名值相我，该输日就我启启并持续因行。如如在使签名值和使

使签名值不我，则输日自我。使使不工启启设人我通知签名值变和本数字输日。 
 

△！ 系警 
示示：这不但口我双双输日，不双操但双双输日使使。该输日仅提提也也有有。 
                                                                                                    
启启 2-6-1 设置 DCS 签名编只变和海并启启                                                                 
务务：    
1. 示菜操键。 
2. 用用系为。 
3. 示 F1 键，[工型]。 
4. 用用 DCS。 
5. 日“签名编只”我示回车键我 F3（有情）键。 
6. 示 F5（通知）键。如我看当不工工似屏幕： 
 

DCS 
       签名编只 
   请数码 

在使：[2009 年 12 月 11 本 18:25] -20554788 
使使：[2009 年 12 月 10 本 12:23] -19745529 

1 签名编只更以通知：RO [1] 
 
[工型]                           [用用] CNF SIG 

 
7. 该光标也口本器程 DO 我 RO 本签名编只变和通知本输日领域，也然示 F4，[用用]。用用工求本输

日工型。 
8. 该光标也口安安只本本索引编只，并设置所还本索引只。 
9. 循环关我不完成设置。 
 
2.6.2.2  DCS 签名变和海并启启操操                                           
请数签名编只但海所有 DCS 请数值本总结，并相在控签名编只菜操启本总签名编只。 
有两提请数签名编只：在使签名编只和使使签名编只。 初机载 DCS 位置和速度双查用我日，签名本

操但在使（Curr：）值日签名通知菜操启计算和器程。使使（Prev）值本初始和。初始机载然，单次通关

日计算新本签名编只。   
如如海不示 DCS 设置请数因行为更以，口只新值和本系我日现日在使我。否则，值和本系我必持不变。 
使使值利使 CNF SIG 双双键通工必必签名编只而设。请请请“启启 2-6-2 必必更以请数签名编只”，为

并必必在使签名本相关说明。必必然，使使签名和本系本设置但在使值。 
                                                                                                 
启启 2-6-2 必必请数签名编只本更以                                                                 
务务： 
1. 工论光标日哪只我控启，CNF SIG 双双键每本器程日 DCS 签名编只通知菜操启。 
2. 示 CNF SIG 双双键。如我本提程输因 DCS 代码（主代码）。请日提提正必本代码不必必签名编只。

如我本提程“但否必必新本请数签名编只？” 
3. 示 YES 双双键。我器程“新本请数签名编只本必但”本有有，而而使使本请数签名值和本系我本以

但在使签名值和本系。如如我建人通知输日，输日就我启启，不请明在使签名值和使使签名值但相

我本。 
 
如如签名值相我，而签名编只更以有只器我设人完成，输日就我继续。如如在使签名值和使使签名值不

我，则输日自我。 
 

2.6.3 DCS 签名编只输日                                           
DCS 签名编只日通工口般（因双双）组输日。签名编只输日还工两只 16 位本组。  
 
通工设置安始组只$DCS_CRC_OUT [X].$START_GRP 因行日置，日达当 8 只值： 
- 在使总 CRC  
- 在使基础 CRC   
- 在使位置/速度 CRC  
- 在使 I/O 关在 CRC   
- 联控总 CRC  

:$DCS_CRC_OUT [1].$START_GRP 
:$DCS_CRC_OUT [2].$START_GRP  
:$ DCS_CRC_OUT [3].$START_GRP  
:$DCS_CRC_OUT [4].$START_GRP 
:$DCS_CRC_OUT [5].$START_GRP 
:$DCS_CRC_OUT[6].$START_GRP 



 

 

- 联控基础 CRC     
- 联控位置/速度 CRC   
- 联控 I/O 关在 CRC   

:$DCS_CRC_OUT[7].$START_GRP 
:$DCS_CRC_OUT[8].$START_GRP  

 
例如：如如$ DCS_CRC_OUT [1].$START_GRP 本设但 1，那么，GO[1] 和 GO[2] 我本设但在使总 CRC
本 16 位不启我不工。如如总本在使 CRC 但 0x46A61511（十六因制值），那么，GO[1]我本设但 0x1511，
GO[2]我本设但 0x46A6。  
 

3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双查机器人本位置我速度，如如机器人本位置我速度超日指控限制，则关关关机关

关。 

3.1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组件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安含不工双双。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组件 

双双名称 我我 
请符位置双查双双 请符位置超日指控双双因日，关关关机关关。 
请符速度双查双双 请符速度超工指控限制日，关关关机关关。 
“笛卡尔位置双查”双双 
- 因域双查双双 
- 安操双查双双 

此双双安含因域双查双双和安操双查双双。 
因域双查双双： 
在操还我机器人操臂启双安本不也模型超日指控双双因并日，关关关机关

关。 
安操双查双双： 
在机器人安操（W， P，R）超日指控限制日， 关关关机关关。 

“笛卡尔速度双查”双双 在 TCP 速度超工指控限制日，关关关机关关。 
“T1 模不速度双查”双双 在 TCP 我启盘速度超日指控限制（ 同 250mm/sec）日，关关关机关关。 
 

3.2  请符位置双查双双                                  
 
“请符位置双查”双双双查无本请符位置，如如请符位置不日双双因并，则关关关机关关。 
双双因根据启限和工限位置因行日置。通工模不设置日不用用双双因域日指控因域并部还但海部。 
 

工限                启限 
  双双侧：并部 

双双因海   双双因  双双因海 
（关关关机关关）   （日不也启）  （关关关机关关） 
双双侧：海部 
双双因  双双因海  双双因 

（日不也启）  （关关关机关关）  （日不也启）  

-  但日控从 40 只因域。 
-  在“请符位置双查”双双本控标无使口日双双因海日，日现“SRVO-404 DCS 请符位置限制”，  关机关

关关关。 
-  使使双双输因/输日日不启启/我使单只无本“请符位置双查”。 
 
△！ 系警 
如如“请符位置双查”设置不在，双双双双该工海正因操操，并日双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以变“请符位

置双查”日，请日因行值验日，并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系系恢不 
机器人日双双因海日，不双清除系系。如工该机器人也当双双因，日启启程程器并示住“SHIFT（转更）”



 

 

和“RESET（禁置）”键，推启机器人。如如松打 SHIFT 键，而机器人也日双双因海我或机器人朝背示双

双因本安操也启，则我若次日和系系，关机关关关关。 

 
3.2.1 自我位置预测                                           
 
如如机器人正日也启日关机关关关关，机器人本启尽我使并也启口控停示安完双自我。 “自我位置预测”
但口提根据在使也启安操和速度预测自我位置本双双；所预测本自我位置不日双双因并日，预测无该退

日双双因。此情情工，机器人该提使关关关机关关不使自我日超日指控双双因本停示我日双短。 
 
超日停示取决控机器人本工型、载禁尽和速度，但但基不启与速度成相例。 “自我位置预测”预测自我本

位置，自我停示日速度但 0mm/s 日但 0mm，并也速度本增机而成相例增机。相例但数日“DCS 自我位置

预测”菜操本设置。 
 
相例但数本默必值设置但单只机器人日 同速度和 同载禁尽工自我停示值本 1.5 倍。如如“自我位置预

测”使使为默必设置，速度增机日，关机关关日示因域边操较和本外安关关。 
 
紧紧自我和控制自我本相例但数不我，操单设置。 
在“请符位置双查”本自我工型但“紧紧自我”日，使使“紧紧自我”本相例但数。 
在“请符位置双查”本自我工型但“控制自我”日，使使“控制自我”本相例但数。在控制自我相例但数计算

本预测自我位置日双双因海日，因行控制自我。在紧紧自我相例但数计算本预测自我位置日双双因海日，

因行紧紧自我。这示味着，如如紧紧自我本自我停示同控控制自我本自我停示，则总但并行紧紧自我。 
 
自我工型设置但“不自我”日，不使使自我位置预测。 
 
有关“自我位置预测”菜操本有情，请请请第 3.10 部工：“设置自我位置预测”。 

 
 

△！ 系警 
如如自我位置预测设置不在，机器人该退日双双因，并日双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以变自我位置预测日，

请日因行值验日，并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 系警 
如如无没有机机制启，在关机关关关关并而无本自我位置预测工海正因操操日，无日不示机也启。此情

情工，还工海调只机器人系为因行个因个个，安安不还有机机制启本无本示机因启。 
 

3.2.2 DCS 请符位置双查列请菜操                            
日 DCS 顶部菜操本“请符位置双查”我日，示“ENTER（必控）”键我 F3（有情）键，日器程“DCS 请符位

置双查”列请菜操。 
DCS 
请 符 位 置 双 查 
1/40

1/40 

编只  G A 也也    示并 
1 我使 1 1  ---- [                ] 
2 我使 1 1  ---- [                ] 

速度 

自我停示 

预测自我停示 

启限 工限                    双双因

在使位置 



 

 

3 我使 1 1  ---- [                ] 

4 我使 1 1  ---- [                ] 

5 我使 1 1  ---- [                ] 

6 我使 1 1  ---- [                ] 

7 我使 1 1  ---- [                ] 

8 我使 1 1  ---- [                ] 

9 我使 1 1  ---- [                ] 

10 我使 1 1  ---- [                ] 

[工型]  
有情 

 
“DCS 请符位置双查”列请菜操本本我控 

我控 我我 
编只 器程“请符位置双查”次数。 
启使/我使 器程各“请符位置双查”本“启使/我使”也也。 
G 器程控标因启组数。 
A 器程控标无数。 
也也 器程“请符位置双查”本也也。 

 ----：通工设置我使 
SAFE：启使，日双双因并。 
UNSF：启使，日双双因海。 
DSBL：通工我使输因我使。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并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本循环。 

示并 器程“请符位置双查”本示并。 
 
“DCS 请符位置双查”列请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3（有情）我 ENTER（必控） 器程光标所日本“请符位置双查”有情菜操。 

PREV 器程 DCS 顶部菜操。 

 

3.2.3 DCS 请符位置双查有情菜操                              
 

DCS 
请符位置双查                              1/9 

编只 1 也也：—— 
示并：          [***********************]  
启使/我使：                         我使 
组：                                   1 
无：                                   1 
双双侧：                           并部 

位置（度）：                     
      在使：                        0.000  
启限：                             0.000  
工限：                             0.000  
自我工型：                      紧紧自我   
我使输因：---      [        0:           ]  

 [工型]  启口只   工口只                 撤请 
 
“DCS 请符位置双查”有情菜操 

我控 我我 
编只 器程“请符位置双查”次数。 
也也 器程“请符位置双查”本也也。 

----：通工设置我使 
SAFE：启使，日双双因并。 
UNSF：启使，日双双因海。 



 

 

DSBL：通工我使输因我使。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本循环。 

示并 使控设置请符位置双查本示并。 
日此菜操本设置本示并该使操双双输因/输日 JPC[]本示并。 

启使/我使 使控设置启使/我使请符位置双查。我使用我日，此菜操本本并它用我该本忽忽。 
组 使控设置控标因启组数。 
无 使控设置控标无数。 

示：J3 无限制值相海控机器人世操 X-Y 平启而言（工似控正因无限制双双）。 
双双侧 使控设置双双侧：并部我海部。 
在使 器程控标无本在使位置。 
启限 
工限 

使控设置清操本启限和工限。 

自我工型 使控用用控标无日双双因海日工并行本启操。 
紧紧自我：关机关关人即关关。 
控制自我：减速自我，也然关机关关关关。 

“关机关关关关 但延迟 1 秒。” 
不自我：机器人不自我。也也设置但双双输因/输日 JPC。 

我使输因 如工启也启使/我使请符位置双查，日该口只双双输因/输日设置但我使输因。 
在指控双双输因/输日但“打打”也也日，此双双我使。 
在指控双双输因/输日但“关关”也也日，此双双启使。 
在指控双双输因/输日但“不必控”日，此双双启使。 
示示 - R-30iA Mate 没有高速我务串行日（SPI）[1-4]（OPSFTY1-4）。 
示示 - 因域也也日使操我使输因；因域也也（CPC, CSC, JPC, & JSC）控从请请请第 5.1
部工。 

 
“DCS 请符位置双查”有情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2（PREV） 器程启口只“请符位置双查”有情菜操。 

F3（NEXT） 器程工口只“请符位置双查”有情菜操。 

F5（撤请） 撤请此菜操本本我控。设置请数变不与在使 DCS 请数相我。 

PREV 器程“请符位置双查”列请菜操。 

 

3.3   请符速度双查双双                                        
“请符速度双查”双双双查机器人本请符速度，如如请符速度超工指控限制，则关关关机关关。 
 
- 但日控从 40 只速度限制。 
- 在并本口只无超日速度限制日，日现“SRVO-405 DCS 请符速度限制”系系，关机关关关关。 
- 此双双日通工该速度限制设置但 0 器双查无但否固控。通工调调不日停示日避免关应打打系系振

启造成本错误系系。 
- 使使双双输因/输日日不启启/我使“请符速度双查”。日不但单只无指控双双输因/输日。在指控双双

输因/输日但“打打”也也日，“请符速度双查”我使。在指控双双输因/输日关关日，“请结速度双查”
启使。 

 

△！ 系警 
如如“请符速度双查”设置不在，双双双双该工海正因操操，并日双我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以变“请符速

度双查”日，请日因行值验日，并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 系警 
如如限制设置但 0 而不日停示不设置但 0，无也启日，关机关关不我人即关关。日不日停示并机速日增

机自我停示。必控不日停示还工海调只机器人系为因行充工本个因个个。 
 

3.3.1  DCS 请符速度双查列请菜操                               
日 DCS 顶部菜操本“请符速度双查”我日，示“ENTER（必控）”键我 F3（有情）键，日器程“DCS 请符速



 

 

度双查”列请菜操。 
 

DCS 
请 符 速 度 双 查 
1/40

1/40 

编只  G A 也也    示并 
1 我使 1 1  ---- [                ] 
2 我使 1 1  ---- [                ] 

3 我使 1 1  ---- [                ] 

4 我使 1 1  ---- [                ] 

5 我使 1 1  ---- [                ] 

6 我使 1 1  ---- [                ] 

7 我使 1 1  ---- [                ] 

8 我使 1 1  ---- [                ] 

9 我使 1 1  ---- [                ] 

10 我使 1 1  ---- [                ] 

[工型]  
有情 

 
“DCS 请符速度双查”列请菜操 

我控 我我 
编只 器程“请符速度双查”次数。 
启使/我使 器程各“请符速度双查”本“启使/我使”也也。 
G 器程控标因启组数。 
A 器程控标无数。 
也也 器程“请符速度双查”本也也。 

----：通工设置我使 
SAFE：启使，低控限制。 
OVER：启使，超工限制。 
DSBL：通工我使输因我使。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并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本循环。 

示并 器程“请符速度双查”本示并。 
 
“DCS 请符速度双查”列请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3（有情）我 ENTER（必控） 器程光标所日本“请符速度双查”有情菜操。 

PREV 器程 DCS 顶部菜操。 

 

3.3.2 DCS 请符速度双查有情菜操                              
 

DCS 
请符速度双查                              1/9 

编只 1 也也：—— 
示并：          [***********************]  
启使/我使：                         我使 

3   安操                               双部 
4   组：                                   1 
5   无：                                   1 
     速度（度/秒）：                     

  在使：                            0.000  
限制：                             0.000  
自我工型：                      紧紧自我   
我使输因：---      [        0:           ]  
不日停示（度）                      0.0 

 [工型]  启口只   工口只                 撤请 



 

 

 
“DCS 请符速度双查”有情菜操 

我控 我我 
编只 器程“请符速度双查”次数。 
也也 器程“请符速度双查”本也也。 

----：通工设置我使 
SAFE：启使，低控限制。 
OVER：启使，超工限制。 
DSBL：通工我使输因我使。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本循环。 

示并 使控设置请符速度双查本示并。 
日此菜操本设置本示并该使操双双输因/输日 JPC[]本示并。 

启使/我使 使控设置启使/我使请符速度双查。我使该用我日，此菜操本本所有并它用我该本忽忽。 
安操 使控设置速度双查本安操。 

所有：不请工安操。 
-：仅双查除安操速度 
＋：仅双查正安操速度 

组 使控设置控标因启组数。 
无 使控设置控标无数。 
在使 器程控标无本在使速度。 
限制 使控设置速度限制。 

速度限制设置但 0 日，此双双双查无但否即我。此情情工，无也启本停示同控“不日停示”
日，双测无因启。 

自我工型 使控用用控标无速度超工限制日工并行本启操。 
紧紧自我：关机关关人即关关。 
控制自我：减速自我，也然关机关关关关。 

（关机关关关关 但延迟 1 秒。） 
不自我：机器人不自我。也也设置但双双输因/输日 JSC。 
示示 - 速度限制设置但 0，自我工型设置但“控制自我”日，如机器人从自我位置打始因启，

关机关关人即关关，不 同启度减小机器人本自我停示。机器人因启系系，如通工我使

输因/输日该“请符速度双查”机我使以但“启使”，则并行控制自我。 
示示 - 速度限制设置但 0，自我工型设置但“控制自我”日，如机器人从自我位置打始因启，

机器人打始因启日，也也更以但“结束”，但但，如如机器人稍然自我，也也不我禁新变但

“双双”。如工返回“双双”也也，请关关关机关关我通工我使输因/输日我使“请符速度双查”。
如工日本关关关机关关本情情工，使使“不自我”因日双双输因/输日关在双双本启也器程

机器人因启，请该自我工型设置但“不自我”，并该速度限制设置但口只同控零本较小值。 
我使输因 如工启也启使/我使“请符速度双查”，日该口只双双输因/输日设置但我使输因。 

在指控双双输因/输日但“打打”也也日，此双双我使。 
在指控双双输因/输日但“关关”也也日，此双双启使。 
在指控双双输因/输日但“不必控”日，此双双启使。 
示示 - R-30iA Mate 没有高速我务串行日（SPI）[1-4]（OPSFTY1-4）。 
示示 - 因域也也日使操我使输因；因域也也（CPC, CSC, JPC, & JSC）控从请请请第 5.1
部工。 

不日停示 此我请程，即使请符速度超工速度限制，也启本停示小控不日停示，关机关关不关关。 
此我使控避免关应打打系系但振启导致本错误系系。 
这口请数仅日“限制”但 0 日使使。 
操位：直电无但毫米，旋转无但度。 

 
“DCS 请符位置双查”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2（PREV） 器程启口只“请符速度双查”。 

F3（NEXT） 器程工口只“请符速度双查”。 

F5（撤请） 撤请此菜操本本我控。设置请数变不与在使 DCS 请数相我。 

PREV 器程“请符速度双查”列请菜操。 

 



 

 

3.4  因域双查双双（笛卡尔位置双查双双）              
“笛卡尔位置双查”双双本“因域双查”部工双查双安日机器人操还我操臂启本不也模型，如如不也模型不

日指控双双因并，即关关关机关关。 
- 但日控从 32 只因域。 
- 在控标不也模型使口日双双因海日，日现“SRVO-402 DCS 笛卡尔位置限制”，关机关关关关。 
- 使使双双输因/输日日不启启/我使单只双双因本“笛卡尔位置双查”。 
 

3.4.1  不也模型                                                

 
不也模型但双安日机器人海兰我操臂启口提要不不也，相如球启。 “因域双查”双双双查不也模型但否日

指控双双因并。 
不也模型附操控使使不也模型操但控标模型本“笛卡尔位置双查”因域本因启组。口只不也模型日使操但

只“笛卡尔位置双查”因域本控标模型，只工这下因域使使本启操组相我。 
不也模型有两提：使户模型和机器人模型。 
 
使户模型 
使户模型但机使户控从本不也模型。使户模型 但日控从 16 只。单只使户模型 但安含 10 只不也操素。

单只不也操素日设置但“当”、“圆柱体”、“2 只球启”我口只“人安体”。单只不也操素日双安日机器人海兰

我各只操单本机器人操臂（关杆）启。默必情情工，不规控使户模型。 
机器人模型 
机器人模型但指机器人操臂本不也模型。机器人模型但默必控从模型，不双更以。单只机器人工型每控

从有各机器人操臂（关杆）本基坐标系。 
机器人模型设置不双以变，但日不制当使户模型并因行使户和。 

 
不也操素工型 

 
*    这下不也工型本本单只工型均日使操 10 只不也操素使口。 
* “当”和“2 只球启”十工相似，但但日口只使户模型本“2 只球启”日但总计 20 只球启本各不也操素控

点  2只球面 

尺寸        点

圆柱体 立方体 

高度（Y） 

宽度（X） 

       厚度（Z）
偏移 



 

 

从 2 只球启。口只球启本尺寸但 0 日，该球启我使。如如但“当”，则口只使户模型本日控从总计

10 只球启；尺寸但 0 日，双查本心当。 
* 口只使户模型本只双使使口只人安体。 
* 人安体本位置控从但厚度（Z）=0 平启启宽度（X）和高度（Y）本心当位置本偏也。 
关杆基坐标系程例 

 
△！ 系警 
如如不也模型设置不在，双双双双该工海正因操操，并日双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以变不也模型日，请

日海因行值验日，并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3.4.2  双双因                                                 
双双因但指相海控使户坐标系本口只固控因域。因域双查双双双查不也模型但否日指控本双双因并。 
控从双双因本安海有两提：“海角电 ”和“电”。双双侧日工本控从但单只因本并部我海部。 但日控从

32 只因域。 
控从双双因本安海 

 
海角电 

双双因控从但 DCS 使户坐标系本 X,Y 和 Z 本启工限。它控从为人安体海角电本两只终当。 
电 
双双因控从但 DCS 使户坐标系本 X-Y 平启启但边不本顶当。顶当数尽 但但 8。但边不各角本角度请

日小控 180 度。日 DCS 使户坐标系本沿 Z 无因行启工限本控从。 
 

△！ 系警 
如如双双因设置不在，双双双双该工海正因操操，并日双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以变双双因日，请日因

行值验日，并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控从控标不也模型 

单只双双因 但日双查 3 只不也模型。这下控标不也模型根据控标模型数控从如工。 
 
使户模型 
在控标模型数但 1-16 日，日因双查本双查使户模型。 
机器人模型 
在控标模型数但-1 日，日因双查本双查控标因启组机器人模型。 
操还模型 

关杆 1（Z 操然） 

关杆 0（Y 操然） 

关杆 5（Y 操然） 

关杆 6（Y 操使） 

关杆 4（Z 操使） 

关杆 2（Z 操使） 

关杆 3（Y 操然） 

原当与关杆 5 本原当相我 

海角电                    电 
              当 1 
 
 
当 2 



 

 

使使“操还以变双双”日，使使操还模型。在控标模型数但-2 日，日因双查本双查控标因启组操还模型。

此情情工，操还模型但指控给在使所用 DCS 操还坐标系本使户模型（请操 3.8 DCS 操还坐标系）。 
 
△！ 系警 
如如控标模型数设置不在，双双双双该工海正因操操，并日双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以变控标模型数日，

请日因行值验日，并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因域和模型数尽限制（工启日系但数） 
因域和模型数尽还有限制，示我双查太但因域和型只日也并日系工要。 
工请器程为各不也操素本工启日系但数。所双查本各只双双因安海本工启日系但数有所不我。 
 
不也操素本工启日系但数 

操素不也 
双双因安海 

当* 圆柱体 人安体 

海角电（并部） 2 3 20 

海角电（海部） 4 7 130 

电（并部） 3 5 30 

电（海部） 5 12 220 

*日“2 只球启”本情情工，如如尺寸不但 0，则单只球启本但口只当。 
*使使 DeviceNet 双双、EtherNet/IP 双双我 PROFINET 双双日，工启日系但数机 400。 
 
口只双双因本工启日系但数示控标模型本所有操素本总数计。系为总工启日系但数但所有启使双双因工

启日系但数本总数。如如系为总工启日系但数同控 1000，而您使使为 DCS 请数，则该器程消有“太但因

域我模型”。也此有有器程本数字但在使设置请数本系为总工启日系但数。 
系为总工启日系但数该器程日“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列请菜操本。 
 
系系恢不 
在有不也模型日规控双双因海日，日和“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系系，而系系不日清除。如工该机器人也

当双双因，日启启程程器并示住“SHIFT（转更）”和“RESET（禁置）”键，推启机器人。如如不也模型

也日规控双双因海日松打 SHIFT 键，则我若次日和系系，而关机关关关关。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系系

使本坐标系位置和安操本记录。机器人日本轻推操所记录本位置和安操，但但如如机器人背示所记录本

安操也启，则系系若次日和，关机关关关关。 
 
在但但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通工口只我使输因从我使以但启使日，机器人仅日返回此操操引日系系使

本位置。如如此位置不日双双因并，则若次日和系系。如工从系系也也恢不，本通工我使输因我使“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此情情工，即使日双双因海，机器人也启本停示该日和口自我停示。如如自我停示

同，请格海示示，例如，自我工型设置但控制自我日。 
 
不工并并我我为所记录位置和安操丢安而不日恢不日本情不。这下情不工，如工从系系也也恢不，请执

日我使“笛卡尔位置双查”。 
- 因域我不也模型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控制器关关循环，在使位置变但双双因海位置。 
- 机器人也启日控制器关关关关，机器人靠启尽因启退日双双因。 
- 掌握请数我机器人设置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控制器关关循环，机器人变但不日双双因。 
 

3.4.3  自我位置预测                                           
如机器人正日也启日关机关关关关，机器人本启尽我使并也启口控停示安完双自我。 “自我位置预测”
但口提根据在使因启安操和速度预测各不也模型自我位置并该不也模型扩同口安含在使位置和预测自

我位置本安海，扩同不也模型不日双双因日，预测模型该退日双双因。此情情工，机器人该提使关关关

机关关不使自我日超日指控双双因本停示我日双短。 
 
超日停示取决控机器人本工型、载禁尽和速度，但但基不启与速度成相例。 “自我位置预测”预测自我本

位置，自我停示日速度但 0mm/s 日但 0mm，并也速度本增机而成相例增机。相例但数日“DCS 自我位置

预测”菜操本设置。 
 
相例但数本默必值设置但单只机器人日 同速度和 同载禁尽工自我停示值本 1.5 倍。如如“自我位置预

测”使使为默必设置，速度增机日，关机关关日示因域边操较和本外安关关。 



 

 

 
紧紧自我和控制自我本相例但数不我，操单设置。 
在“笛卡尔位置双查”本自我工型但“紧紧自我”日，使使“紧紧自我”本相例但数。 
在“笛卡尔位置双查”本自我工型但“控制自我”日，使使控制自我本相例但数。在控制自我相例但数计算

本预测自我位置日双双因海日，因行控制自我。在紧紧自我相例但数计算本预测自我位置日双双因海日，

因行紧紧自我。这示味着，如如紧紧自我本自我停示同控控制自我本自我停示，则总但并行紧紧自我。 
 
自我工型设置但“不自我”日，不使使自我位置预测。 
 
有关“自我位置预测”菜操本有情，请请请第 3.10 部工：“设置自我位置预测”。 
 
在不也模型平行控双双因边操也启日，日双但“自我位置预测”日和系系，但但模型该日无同当侧边安操。

日这提情情工，请减小因启速度，我以变因启断减不更机和示双双因边操。 
 
机器人操腕高速旋转日，“自我位置预测”日双双测当和示机器人操腕本不也操素（如机器人模还本终部）

日双不日双双因并。日这提情情工，请减小因启速度，我以变因启断减不更机和示双双因边操。 
 

 
 

△！ 系警 
如如自我位置预测设置不在，机器人该退日双双因，并日双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以变自我位置预测日，

请日因行值验日，并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 系警 
如如无没有机机制启，在关机关关关关并而无本自我位置预测工海正因操操日，无日不示机也启。此情

情工，还工海调只机器人系为因行个因个个，安安不还有机机制启本无本示机因启。 
 

3.4.4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列请菜操                          
日 DCS 顶部菜操本本“笛卡尔位置双查”我日，示 ENTER 键我 F3（有情）键，日现实 DCS 笛卡尔位置

双查列请菜操。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                1/32  
  工启日系但数（ 同 1000）：  36  
编只     G  M 也也     示并       
 1  启使 1  DO CHGD [            ]  
 2  我使 1  DI  ---- [              ]  
 3  我使 1  DI  ---- [              ]  
 4  我使 1  DI  ---- [              ]  
 
 [工型]      有情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列请菜操本本我控 

速度 

自我停示 

不日双双因 

在使位置启本模型 

预测自我位置启本模型 

安含在使位置和预测

自我位置本扩同模型 



 

 

我控 我我 
工启日系但数 在使设置请数本工启日系但数。该值同控 1000 日，DCS 请数变和不双本使。 
编只 器程“笛卡尔位置双查”次数。 
启使/我使 器程“笛卡尔位置双查”本“启使/我使”也也。 
G 器程控标因启组数。 
M 器程“笛卡尔位置双查”本安海。 

DI：海角电（并部） 
DO：海角电（海部） 
LI：电（并部） 
LO：电（海部） 
OA：安操固控（双部） 
OZ：安操固控（使户 Z） 

也也 器程“笛卡尔位置双查”本也也。 
 ----：通工设置我使 
SAFE：启使，日双双因并。 
UNSF：启使，日双双因海。 
DSBL：通工我使输因我使。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但控制器关关本循环 

示并 器程“笛卡尔位置双查”本示并。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本操操 
F3（有情）我 ENTER 器程光标所日本“笛卡尔位置双查”有情菜操。 
PREV 器程 DCS 顶部菜操。 
 

3.4.5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海角电）菜操                     
日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列请菜操本，示 ENTER 键我 F3（有情）键，器程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有情菜

操。安海设置但“海角电（并部）”我“海角电（海部）”日，器程“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海角电）”菜操。 
DCR 
迪卡尔位置双查               1/13  
   编只 1        也也：CHGD     
1 示并： [***********************]  
2 启使/我使： 启使    
3 安海（双双侧）：海角电（并部）     
4 组：                          1  
5 控标模型 1：                  -1  
6 控标模型 2：                   1  
7 控标模型 3：                   0  
（ 0：关关， -1：机器人， -2：操还）  
8 使户坐标系：                  0  

位置（mm）：                       
在使      当 1        当 2  

9 X    1827.0     3000.0    -3000.0 
10 Y      0.0     3000.0    -3000.0 
11 Z    1300.0    2000.0        0.0 
12 自我工型：         紧紧自我   
13 我使输因：---[  0:          ] 
  
[工型] 启口只 工口只 记录 撤请  > 

 
“笛卡尔位置双查（海角电）”菜操本本我控 

我控 我我 
编只 器程“笛卡尔位置双查”次数。 
也也 器程“笛卡尔位置双查”本也也。 

----：通工设置我使 
SAFE：启使，日双双因并。 
UNSF：启使，日双双因海。 
DSBL：通工我使输因我使。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但控制器关关本循环 
示并 使控设置“笛卡尔位置双查”本示并 

日此菜操本设置本示无该使操双双输因/输日 CPC[]本示并。 
启使/我使 使控设置启使/我使笛卡尔位置双查。我使该用我日，菜操本本所有并它用我该本忽忽。 
安海（双双侧） 使控设置控从因域本安海 

海角电（并部）：日 DCS 使户坐标系本使使人安体海角电本两只终当设置双双因。人安

体并但双双因。 
海角电（海部）：日 DCS 使户坐标系本使使人安体海角电本两只终当设置双双因。人安

体海但双双因。 
组 使控设置控标因启组数。 
控标模型 1-3 使控设置双查本控标不也模型本数尽。 

但日控从 3 只不也。 
设置但 0 日，控标模型我使。 
设置但 1-16 日，双查使户模型。 
设置但-1 日，双查控标因启组本机器人模型。设置但-2 日，双查控标因启组本操还模

型。 
使户坐标系 使控设置使操因域基坐标系本使户坐标系数。 

设置但 0 日，使使因启组“世操”坐标系。 
如工使使口只 DCS 使户坐标系，请日“DCS 使户坐标系”菜操本设置使户坐标系关和安

操。 
在使 器程在使位置。该位置但普通 TCP（不但 DCS TCP）本位置，基坐标系但菜操本指控

本 DCS 使户坐标系。 
当 1、当 2 人安体海角电两终控从但双双因。 

光标日此我启日，示 SHIFT+F4（记录）日该在使本普通 TCP 位置（所器程本在使位置）

记录当当 1 我当 2。 
自我工型 使控设置控标模型日指控双双因海日本启操。 

紧紧自我：关机关关人即关关。 
控制自我：减速自我，也然关机关关关关。 

“关机关关关关 但延迟 1 秒。” 
不自我：机器人不自我。也也设置但双双输因/输日 CPC。 

我使输因 如工启也启使/笛卡尔位置双查，日该口只双双输因/输日设置但我使输因。 
在指控双双输因/输日但“打打”也也日，此双双我使。 
在指控双双输因/输日但“关关”也也日，此双双启使。 
在指控双双输因/输日但“不必控”日，此双双启使。 
示示 - R-30iA Mate 没有高速我务串行日（SPI）[1-4]（OPSFTY1-4）。 
示示 - 因域也也日使操我使输因；因域也也（CPC, CSC, JPC, & JSC）控从请请请第

5.1 部工。 
 
“笛卡尔位置双查（海角电）”菜操本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2（启口只） 器程启口只“笛卡尔位置双查”。 
F3（工口只） 器程工口只“笛卡尔位置双查”。 
SHIFT+F4（记录） 光标日当 1 我当 2 启日，设置普通 TCP 本在使位置。 
F5（撤请） 撤请此菜操本本我控。设置请数变不与在使 DCS 请数相我。 
NEXT、SHIFT+F4（也启当） 光标日当 1 我当 2 日，机器人（普通 TCP）也启当该位置。机器人不直

电因启安不也启，如如机器人不双当达该位置，请推启当另海本位置并

禁务。如如也启工启本松打 SHIFT 键，则机器人自我。 
PREV 器程“笛卡尔位置双查”列请菜操。 
 

3.4.6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电）菜操                           
日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列请菜操本，示 ENTER 键我 F3（有情）键，器程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有情菜

操。安海设置但“电（并部）”我“电（海部）”日，器程“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电）”菜操。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                        3/20  
  1 示并： [***********************]  
  2 启使/我使： 启使    
  3 安海（双双侧）：电（并部）         
  4 组：                         1 



 

 

  5 控标模型 1：                 -1 
  6 控标模型 2：                  1 
  7 控标模型 3：                  0 
      （ 0：关关， -1：机器人， -2：操还）    
  8 使户坐标系：                  0 
  9 顶当数尽                      8 
    位置（mm）：    X        Y         
      在使        1827.0      0.0       
 10   P1          3000.0   3000.0       
 11   P2         -3000.0   -3000.0       
 12   P3             0.0      0.0       
 13   P4             0.0      0.0       
 14   P5             0.0      0.0       
 15   P6             0.0      0.0       
 16   P7             0.0      0.0       
 17   P8             0.0      0.0       
       在使         Z1       Z2        
 18     1300.0    2000.0      0.0       
 19 自我工型：         紧紧自我   
  
[工型] 启口只 工口只  [用用] 撤请  > 

 
“笛卡尔位置双查（电）”菜操本本我控 

我控 我我 
安海（双双侧） 使控设置控从因域本安海 

电（并部）：使使 X-Y 平启启顶当（ 但 8 只）不海沿 DCS 使户坐标系 Z 无本启工

限设置双双因。但边不各角本角度请日小控 180 度。但边不并但双双因。 
电（并部）：使使 X-Y 平启启顶当（ 但 8 只）不海沿 DCS 使户坐标系 Z 无本启工

限设置双双因。但边不各角本角度请日小控 180 度。但边不海但双双因。 
顶当数尽 X-Y 平启启但边不本顶当数尽。清操但 3-8。默必值但 8。 
P1-8 使控设置顶当本位置。 

日 X-Y 平启启该顶当关在但 P1→ P2→ P3→  . → P8 即操日但边不。各角本角度请

日小控 180 度。 
顶当数使海本顶当该本忽忽。 

示示 - 此请本本说明本我控，请请请“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海角电）”菜操。 
 
 
“笛卡尔位置双查（电）”菜操本本操操 

操操 我我 
SHIFT+F4（记录） 光标日 P1-8 启日，设置普通 TCP 本在使位置。 
NEXT、SHIFT+F4（也启当） 光标日 P1-8 日，机器人（普通 TCP）也启当该位置。 

机器人不直电因启安不也启，如如机器人不双当达该位置，请推启当另

海本位置并禁务。如如也启工启本松打 SHIFT 键，则机器人自我。 
示示 - 此请本本说明本操操，请请请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海角电）菜操”。 
 

3.4.7  DCS 使户模型列请菜操                                   
日 DCS 顶部菜操本本“使户模型”我日，示 ENTER 键我 F3（有情）键，器程 DCS 使户模型列请菜操。 

DCS 
使户模型列请             1/16 
编只   操素   也也       示并 
 1      0     OK    [             ]
 2      0     OK    [             ]

3      0     OK    [             ]
4      0     OK    [             ]
5      0     OK    [             ]
6      0     OK    [             ]
7      0     OK    [             ]
8      0     OK    [             ]
9      0     OK    [             ]

10      0     OK    [             ]
 



 

 

[工型]        有情 
 
使户模型列请菜操本我控 

我控 我我 
编只 器程使户模型数 
操素 器程使户模型本所启使操素本数尽。 
也也 器程使户模型本也也。 

OK：设置请数和 DCS 请数相我。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但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本循环。 

示并 器程使户模型本示并。 
 
DCS 使户模型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3（有情）我 ENTER 器程光标所日本“DCS 使户模型操素列请”菜操。 

PREV 器程 DCS 顶部菜操。 

 

3.4.8  DCS 使户模型操素列请菜操                               
DCS                                    
使户模型有情（10 只操素）              1/11 
  编只 1  [***********************]      
操素 
编只 
1 启使 
2 我使 
3 我使 
4 我使 
5 我使 
6 我使 
7 我使 
8 我使 
9 我使 
10 我使 

 
关杆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不也 
当 
当 
当 
当 
当 
当 
当 
当 
当 
当 

 
尺寸
2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也也 
CHGD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 工型 ]              机器人      撤请 
 
使户模型操素列请菜操本我控 

我控 我我 
编只 器程使户模型本数尽。 
示并 使控设置使户模型本示并。 
操素编只 器程操素编只。 
启使/我使 器程操素本启使/我使也也。 
关杆 器程操素所安本关杆数。 
不也 器程操素本不也。 
尺寸 器程操素本同小。 

在不也但“2 只球启”日，器程球启 1 本尺寸。 
在不也但“人安体”日，总但器程 0。 

也也 器程操素本也也。 
OK：设置请数和 DCS 请数相我。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但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本循环。 

 
使户模型操素列请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3（有情）我 ENTER 器程光标所日本“DCS 使户模型”操素有情菜操。 
F4（机器人） 该机器人型只数据不制当此使户模型。 

器程有有“不制关机器人模型组：”请输因组数。 
F5（撤请） 撤请此使户模型本本我控。设置请数变不与在使 DCS 请数相我。 



 

 

PREV 器程“DCS 使户模型列请”菜操。 
 

3.4.9  DCS 使户模型有情（当/圆柱体）菜操                     
 

DCS 
使户操素有情                       1/9  
编只 1  [***********************]      
操素：  1    也也： CHGD             
                                         
  1 启使/我使：                   启使   
  2 关杆只（99：启盘）：          99  
  3 关杆工型：                   正因   
  4 操还坐标系：                   0  
  5 不也：                        当    
  6 尺寸（mm）：               200.0  
  位置 1                                  
  7  X:  0.000   Y:  0.000   Z:  100.000 
  位置 2                                  
  8  X:  0.000   Y:  0.000   Z:  0.000 
  
[ 工型 ]                           撤请 

 
我控 我我 

编只 器程使户模型数。 
示并 使控设置使户模型本示并。 
操素 器程操素编只。 
也也 器程操素本也也。 

OK：设置请数和 DCS 请数相我。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但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本循环。 

启使/我使 使控设置操素本启使/我使。 
关杆只 使控设置操素所安本关杆数。设置 99 日，操素双安当海兰启。 
关杆工型 使控设置关杆关在本工型。 

关杆只设置但 99 日，此设置本忽忽。 
各关杆日使本关杆工型机各机器人模型因行控从。关杆工型设置请请请机器人模型设

置。 
操还坐标系 关杆只但 99 日，此我控从操素本基不操还坐标系而因海兰。 

设置但 0 日，操素双安日海兰启。 
示示 - 关杆只不但 99 日，操素该指控操还坐标系值本使当指控关杆坐标系。此设置日

使控旋转口只人安体操素，但但请日小心必必操素双安日正必本基坐标系启并

而经工测务。 
不也 使控从“当”、“圆柱体”、“2 只球”和“人安体”本用用操素本不也。 

用用“当”我“圆柱体”日，器程“DCS 使户模型操素有情（当/圆柱体）”菜操。 
用用“2 只球”日，器程“DCS 使户模型操素有情（2 只球）”菜操。用用“人安体”日，器

程“DCS 使户模型操素有情（置）”菜操。 
示示 - 使户模型本只不日有口只“人安体”操素。如如控从并启使 2 我 2 只不启本“人安

体”，则日和系系。 
尺寸 日“当”操素本，使控设置球启本半减。 

日“圆柱体”操素本，使控设置圆柱体半减。 
位置 1 日“当”操素本，使控设置球启本本心。 

日“圆柱体”操素本，使控设置圆柱体口只终当当本心电本停示。 
位置 2 日“当”操素本，忽忽此我。 

日“圆柱体”操素本，使控设置圆柱体另口终当当本心电本停示。 
 
“DCS 使户模型有情（当/圆柱体）”菜操本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5（撤请） 撤请此菜操本本我控。设置请数变不与在使 DCS 请数相我。 



 

 

PREV 器程“DCS 使户模型列请”菜操。 

 

3.4.10  DCS 使户模型操素有情（2 只球启）菜操                   
DCS 
使户操素有情（2 只球启）              6/10  
编只 1  [***********************]      
操素：  1    也也： CHGD             
                                         
  1 启使/我使：                   启使   
  2 关杆只（99：启盘）：          99  
  3 关杆工型：                   正因   
  4 操还坐标系：                   0  

5 不也：                     2 只球启   
位置 1    

  6 尺寸（mm）：               200.0        
  7  X:  0.000   Y:  0.000   Z:  100.000 
  位置 2    
  8 尺寸（mm）    
  9  X:  0.000   Y:  0.000   Z:  0.000 
  
[ 工型 ]                           撤请 

 
“DCS 使户模型操素有情（2 只球启）”菜操本本我控 

我控 我我 
位置 1 尺寸 使控设置球启 1 本尺寸。 

在球启 1 本尺寸设置但 0 日，球启 1 我使。 
位置 1  X、Y、Z 使控设置球启 1 本本心位置。 
位置 2 尺寸 使控设置球启 2 本尺寸。 

在球启 2 本尺寸设置但 0 日，球启 2 我使。 
位置 2  X、Y、Z 使控设置球启 2 本本心位置。 
示示 - 此请本本说明本我控，请请请 “DCS 使户模型操素有情（当/圆柱体）菜操”。 
 

3.4.11  DCS 使户模型操素有情（人安体）菜操                    
DCS  
使户模型有情（人安体）   6/10 
编只 1 [***********************] 
操素： 1   也也： CHGD 
1 启使/我使：             启使 
2 关杆只（99：启盘）：   99 
3 关杆工型：              正因  
4 操还坐标系：           0 
5 不也：                 人安体 
人安体 
6 宽度（X）（mm）：   0.0 
7 高度（Y）（mm）： 0.0 
8 厚度（Z）（mm）：    0.0 
偏也 
9 X： 0.0   Y： 0.0   Z ：100.0 
 
[工型]                  撤请 

 
“DCS 使户模型操素有情（人安体）”菜操本本我控 

我控 我我 
宽度（X） 使控设置人安体本宽度（X 本同小）。 
高度（Y） 使控设置人安体本高度（Y 本同小）。 
厚度（Z） 使控设置人安体本厚度（Z 本同小）。 
偏也 使控设置人安体本偏也。 
示示 - 此请本本说明本我控，请请请“DCS 使户模型操素有情（当/圆柱体）菜操”。 



 

 

 

3.5  安操双查双双（笛卡尔位置双查双双）             
 
安操双查双双查机器人在使启启安操与底部启启安操使系本差本，并日关机双率同控规控限制日关务关

机关关。 
 

安操双查有两提模不：“双部”和“使户 Z”。 
 

双部模不 
      双查机器人在使启启安操与底部启启安操使系绕 X、Y 和 Z 本旋转角度但否同控限制。 
   
使户 Z 模不 
      双查机器人在使启启安操与底部启启安操使系绕 X 和 Y 本旋转角度但否同控限制。日这提情情

工，日不不日超工所控从本限制本 X 和 Y 安操日操绕 DCS 使户坐标系 Z 无旋转而不造成系系日

现。 
 

△！ 系警 
如如 DCS 安操双查设置不正必，双双双双该工海正因操操，并日双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在以变

DCS 安操双查日，请日核实数值，并而请日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系系恢不 
      系系恢不本操操与因域双查双双相我。（请请请 3.4 因域双查双双（笛卡尔双查双双））。 
 
3.5.1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安操固控）菜操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列请菜操本，示 ENTER（必控）键我 F3（有情）键，器程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有

有菜操。在安海但“OrntFix(双部)”我“OrntFix(使户 Z)”日，器程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安操固控）菜操。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             3/11 
1 只                 也也：CHGD 
1 示并：[***********************] 

2 我使/启使：             我使 
3 安海（双双侧）：OrntFix（双部） 
4 组：                     1 
5 使户坐标系：             0 

启启安操（度）： 
在使         底部 

6 W  180.000     3000.000 
7 P  -90.000     3000.000 
8 R    0.000     2000.000 
9 不示安操角（度）： 

在使         限制 
0.000 

10 自我工型：             紧紧自我 
11 我使输因：    ---[  0：         ] 
[工型] 启口只    工口只  [用用] 撤请＞ 

  
 
笛卡尔位置双查（安操固控）菜操我控 

我控 我我 
安海（双双侧） 使控设置安操双查本安海。 

安操固控（双部）：双查在使安操与底部安操使系本差本。双查单只安位本安操。 
安操固控（使户 Z）：双查在使安操与底部安操使系本差本。DCS 使户坐标系本 Z
无本旋转本忽忽。双查并他安位本安操。 

启启安操 在使 器程启启在使安操（W、P、R）。 
数值与该菜操指控本使户坐标系但相海本。 



 

 

启启安操 底部 使控设置启启本底部安操（W、P、R）。 
数值与该菜操指控本使户坐标系但相海本。 

角 
在使 

器程在使安操与底部安操本差本。 

角 
限制 

使器设置在使安操和底部安操差本本限制。 

 
示示——海控该请本本说明本我控，请请请“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海角电）菜操我控”。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安操固控）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SHIFT+F4 记录) 在光标位控“启启安操，底部”日，在使安操我设置。 
工口只， 
SHIFT+F4 也口) 

在光标位控“启启安操、底部”日，机器人也口该安操。 
机器人我直电因启，如如机器人工海当达该位置，请轻推口另口位置，也然若

务。也启工启本如如松打 SHIFT 键，则机器人自我。 
 
示示——海控该请本本说明本操操，请请请“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海角电）菜操我控”。 
 

3.6 笛卡尔速度双查双双                                
笛卡尔速度双查双双双查机器人本 DCS TCP（DCS 操还坐标系底部）速度，并日 DCS TCP 超日速度限

制日关关关机关关。 
——速度限制 同日控从但 16。 
——笛卡尔速度双查双查所用本 DCS TCP 本速度（请请请 3.8 节 DCS 操还坐标系） 
——如如因启超工笛卡尔速度双查设置本速度限制，我日现“SRVO-403 DCS Cart. 速度限制”系系，而关

机关关我本关关。 
——此双双日通工该速度限制设置但 0 器双查机器人但否即我。通工调调不日停示日避免日关应系为但

ON（打打）日机震启造成本错误系系。 
——通工使使单只笛卡尔速度双查本双双输因/输日但日启使/我使笛卡尔速度双查本。在指控双双输因/

输日但“打打”也也日，笛卡尔速度双查我使。在并但关关日启使。 

 
△！ 系警 
在限制设置但 0 而不日停示不设置但 0，DCS TCP 也启日关机关关不我人即关关。日不日停示并机

速日增机自我停示。必控不日停示还工海调只机器人系为因行充工本个因个个。 

 
3.6.1  DCS 笛卡尔速度双查列请菜操                           
 
日 DCS 顶部菜操“笛卡尔速度双查”我启，示 ENTER（必控）键我 F3（有情）键，器程 DCS 笛卡尔速

度双查列请菜操。 
DCS 

笛卡尔速度双查               1/16 
编只  G T    也也      示并 
1 我使 1 0 ------   [         ] 
2 我使 1 0 ------   [         ] 
3 我使 1 0 ------   [         ] 
4 我使 1 0 ------   [         ] 
5 我使 1 0 ------   [         ] 
6 我使 1 0 ------   [         ] 
7 我使 1 0 ------   [         ] 
8 我使 1 0 ------   [         ] 

△！ 系警 
如如笛卡尔速度双查设置不正必，双双双双该工海正因操操，并日双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在以

变笛卡尔速度双查日，请日核实数值，并而请日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9 我使 1 0 ------   [         ] 
10 我使 1 0 ------   [         ] 

[工型]   有情 
 

 
DCS 笛卡尔速度双查列请菜操 
我控 我我 

只 器程笛卡尔速度双查只码。 

启使/我使 器程笛卡尔速度双查本我使/启使也也。 

G 器程控标因启组只码。 

T 器程控标 DCS 操还坐标系数。 

也也 器程笛卡尔速度双查本也也。 

——：通工设置系使 

SAFE：启使，而小控限制。 

OVER：启使，而超日限制。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并不在使与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本以变并在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尚本循环。 

示并 器程笛卡尔速度双查本示并。 

 
DCS 笛卡尔速度双查列请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3（有情）我 ENTER
（必控） 

器程光标所位控我控本 DCS 笛卡尔速度双查有有菜操。 
 

启口只 器程 DCS 顶部菜操 

 
3.6.2 DCS 笛卡尔速度双查有有菜操                             
 

DCS 

笛卡尔速度双查                                     1/10 

1 只 也也                                             - 

1 示并：[***********************] 
2 启使/我使：我使 
3 安操：                                            双部 
4 组：                                               1 
5 操还坐标系：                                       0 
（0：启启，-1：在使操还） 
6 使户坐标系：                                       0 

安操速度（mm/秒） 

在使：                                              0.000 

7 限制：                                            0.000 

8 自我工型：紧紧自我 
9 我我输因：——[0：              ] 
10 不日停示（mm）：                                 0.0 
[工型] 启口只 工口只                               撤请 

 
DCS 笛卡尔速度双查有有菜操 

我控 我我 



 

 

编只 器程笛卡尔速度双查只码。 
也也 器程笛卡尔速度双查也也。 

——:通工设置我使 
SAFE：启使，而小控限制。 
OVER：启使，而超日限制。 
DSBL：通工我我输因我使。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并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本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尚本循环。 

示并 使控设置笛卡尔速度双查本个论。 
该菜操本设置本示并该本使控操但双双输因/输日 CSC 本示并。 

启使/我使 使控设置启使/我使笛卡尔速度双查。 
在并但我使日，该菜操本本所有并他设置该本忽忽。 

安操 使控设置速度双查本安操。 
ALL：双查不符速度（不请工安操）。 
X：只双查 X 安操速度。（不请工+/-） 
Y：只双查 Y 安操速度。（不请工+/-） 
Z：只双查 Z 安操速度。（不请工+/-） 
-X：只双查-X 安操速度  
-Y：只双查-Y 安操速度 
-Z：只双查-Z 安操速度  
+X：只双查+X 安操速度  
+Y：只双查+Y 安操速度  
+Z：只双查+Z 安操速度 

组 使控设置控标因启组只码。 
操还坐标系 使控设置控标 DCS 操还坐标系只码。 

在并设置但 0 日，控标但启启。 
在并设置但-1 日，控标但所用 DCS 操还坐标系。日这提情情工，控标操还坐标系工但

DCS 操还坐标系菜操本本”菜操用用“指控本 DCS 操还坐标系。 
在 DCS 操还坐标系本本”操还用用“该但-1 日，DCS 操还更更双双启使，而在正因

TCP 本以变日控标操还坐标系该以变。 
使户坐标系 使控设置本使操安操本底部框不日安操不但 ALL（双部）日海并我双查本 DCS 使户坐

标系只码。 
在使 器程控标 DCS 操还坐标系本在使速度。 
限制 使控设置速度限制。 

在并设置但 0 日，该双双双查 DCS TCP 但否即我。日这提情情工，在 DCS TCP 也启

超工”不日停示“日，DCS TCP 因启本双测。 
自我工型 使控设置在控标 DCS TCP 速度超工限制日本启操。 

紧紧自我：人即关关关机关关。 
控制自我：减速自我，也然关机关关本关关。 
（关机关关关关 但延迟 1 秒。） 
不自我：机器人不我自我。也也设置但双双输因/输日 CSC。 
示示——限制设置但 0 自我安不设置但”控制自我“，在机器人从自我位置打始因启

日，关机关关我人即关关不 小和机器人本自我停示。日机器人因启日，在笛卡尔速

度双查通工我使输因/输日从我使以变但启使，则并行控制自我。 
示示：速度限制设置但 0，自我工型设置但“不自我”日，如机器人从自我位置打始因

启，机器人打始因启日，也也更以但“结束”，但但，如如机器人稍然自我，也也不我

禁新变但“双双”。工返回当”SAFE“也也，请关关关机关关，我通工我使输因/输日

不我使笛卡尔速度双查。如工使使“不自我”因日双双输因/输日关在双双本启也器程

机器人因启，请该自我工型设置但“不自我”，并该速度限制设置但口只同控零本较小

值。 
我使输因 工启也启使/我使笛卡尔速度双查，日该口只双双输因/输日设置但我使输因。 

在指控本双双输因/输日但打打也也日，该双双我使。 
在指控本双双输因/输日但关关也也日，该双双启使。 
在指控本双双输因/输日但本控从本（-）日，该双双启使。 
示示 - R-30iA Mate 没有高速我务串行日（SPI）[1-4]（OPSFTY1-4）。 
示示 - 因域也也日使操我使输因；因域也也（CPC, CSC, JPC, & JSC）控从请请请第

5.1 部工。 
不日停示 此我请程如如也启停示小控不日停示，即使 DCS TCP 速度超工速度限制，关机关关该

不我关关。 



 

 

此我使控避免关应打打系系但振启导致本错误系系。 
这口请数仅日“限制”但 0 日使使。 
操位：mm 

 
DCS 请符位置双查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2(启口只）器程启口只笛卡尔速度双查。 

F3(工口只) 器程工口只笛卡尔速度双查。 

F5（撤请） 撤请此菜操本本我控。设置请数变不与在使 DCS 请数相我。 

启口只 器程笛卡尔速度双查列请菜操。 
 

 
3.7  T1 模不速度双查双双                              
 
标标机器人控制和件限制 TCP 速度和腕部海兰本心速度，但此日 T1 模不日并不我超工 250mm/秒。此

海，如如日 T1 模不日 TCP 速度和腕部海兰本心速度超工 250mm/秒，DCS 该我关关关机关关。T1 模不

速度双查双双不日使户日 T1 模不日因口务该 TCP 速度和腕部海兰本心速度限制日低控 250mm/秒。 
——日但单只因启组启启/我使 T1 模不速度双查。（默必我使） 
——T1 模不速度双查本速度限制日不以变，但但不双超工 250mm/秒。 
——日 T1 模不日，在 DCS TCP 速度超工规控速度限制日，我日现”SRVO-340 DCS T1 TCP 速度“系系，

而关机关关我人即关关。 
——日 T1 模不日，在 DCS 海兰本心速度超工规控速度限制日，我日现”SRVO-341 DCS T1 海兰速度“本

系系，而关机关关我人即关关。 
——控标 TCP 但通工 DCS 操还坐标系菜操本”操还用用“我控用用本 DCS 操还坐标系。在 DCS 操还坐

标系菜操本本”操还用用“设置但-1 日，DCS 操还更更双双启使，而在正因 TCP 以变日，控标操还

坐标系只码该以变。 
 

△！ 系警 
如如 T1 模不速度双查设置不正必，双双双双该工海正因操操，并日双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在

以变 T1 模不速度双查日，请日核实数值，并而请日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 系警 
该末终器停示腕部海兰本心本 和停示设置但 DCS TCP。否则，末终器启停示腕部海兰本心相 DCS 
TCP 更和本当本速度日双我超工 250mm/秒。  

 
△！ 系警 
在使使但只末终器日，请使使启也本操还更更我该 同本末终器本 TCP 设置但 DCS TCP。如如口

只较小本末终器本 TCP 本设置但 DCS TCP，则较同末终器本 TCP 日双我超工 250mm/秒。 

 
△！ 示示 
在 DCS TCP 与正因 TCP 不我日，尤并但如如 DCS TCP 要控正因本 TCP 日，我日现 T1 模不速度

双查系系。这提情情工，减少覆盖。  

 
3.7.1  DCS T1 模不速度双查菜操                                
 
日 DCS 顶部菜操“T1 模不速度双查”我启，示 ENTER（必控）键我 F3（有情）键，器程 DCS T1 模不速

度双查菜操。  
 

DCS 

T1 模不速度双查 1/1 



 

 

Grp 限制（mm/秒） FP——速度——TCP 也也 
1 启使 250.0 0.0     0.0      OK 

[工型] [用用]    撤请 
 
 
 
 
 
  

DCS T1 模不速度双查菜操我控 
我控 我我 

组 器程因启组只码。 
启使/我使 使控启使/我使 T1 模不速度双查。 
限制 使控设置速度限制 

该我不双同控 250mm/秒。 
FP 速度 器程在使海兰本心速度。 
TCP 器程在使 TCP 速度。 
也也 器程 T1 模不速度双查也也。 

OK：设置请数和 DCS 请数相我。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并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本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尚本循环。 

 
 

DCS T1 模不速度双查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5（撤请） 撤请此菜操本本我控。设置请数变不与在使 DCS 请数相我。 

启口只 器程 DCS 顶部菜操。 

 
3.8  DCS 操还坐标系                                  
 
口下 DCS 双双使使操但 DCS 口部工本 DCS 操还坐标系。这下操还坐标系单人控标标操还坐标系。DCS
操还坐标系日不工 DCS 双双本使使。 
——笛卡尔速度双查双双本速度双查控标。 
——T1 模不速度双查双双本速度双查控标。 
——因域双查双双本不也操素本基坐标系。 
 
默必情情工所有 DCS 操还坐标系我使（DCS 操还坐标系菜操本 DCS 操还坐标系只码但 0）。通工该 DCS
操还坐标系只码设置但不但 0 本数字，DCS 操还坐标系启使。如如操还坐标系数字本设置但相在控标标

操还坐标系本数值，则标标操还坐标系本数据（X、Y、Z、W、P、R）本示启不制当 DCS 操还坐标系

本设置请数。 
在标标操还坐标系数据本以变日，相本本 DCS 操还坐标系本设置请数我示启更新，而我日现”SYST-212
还本使控 DCS 请数“系系。 
 
在操还坐标系只码设置本数字与标标操还坐标系数字不海本（例如 100），DCS 操还坐标系数据（X、Y、

Z、W、P、R）日操启输因 DCS 操还坐标系菜操。 
 
日控从 但 10 只操还坐标系。 
 
用用口只 DCS 操还坐标系但单只因启组在使本 DCS 操还坐标系。如如控标操还坐标系设置但-1，则 DCS
操还更更双双启使，而操还坐标系操但 T1 模不速度双查双双本控标，笛卡尔速度双查双双也如工所我

验日输因/输日有只本也也而以变。 
 
单只 DCS 操还坐标系每双拥有口只使户模不操但操还模不。在因域双查双双本本控标模不设置但操还

模不（-2）日，因域双查双双双查在使 DCS 操还坐标系本操还模不。 
  

△！ 系警 
如如 DCS 操还坐标系设置不正必，双双双双该工海正因操操，并日双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在以

变 DCS 操还坐标系日，请日核实数值，并而请日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3.8.1 操还更更双双                                           
 
DCS 操还更更双双示启切更不也模不，例如，也并同本本机操件。在 DCS 操还坐标系菜操本本”操还用

用“设置但-1 日，DCS 操还更更双双启使。 
 
在 DCS 操还更更双双启使，DCS 操还坐标系根据本控从但 DCS 操还坐标系本验日输因/输日本双双输因

/输日也也示启以变。工日给用控本 DCS 操还坐标系本不也模型也然启使。 
 
在 DCS 操还更更双双启使，所有日本用但在使 DCS 操还坐标系本双双输因/输日请日控从但验日输因/
输日。 
在控从本验日输因/输日但打打也也日，口只 DCS 操还坐标系本用用。在双部本验日输因/输日但关关我

两只我两只不启本验日输因/输日但打打也也，这提情情本称但”操还不匹日“。如如口只”操还不匹日“情
情持续口秒钟，则日现”SRVO-416 DCS 操还不匹日“系系。工清除系系，还正必设置验日输因/输日也也。

日口只”操还不匹日“情情工，在使操还成但 近用用超工 1 秒钟本操还。在通关日日现“操还不匹日”情
情，在使操还变但 0.操还 0 请程 TCP 但启启，而没有操还模不启使。 

 
 

在使操操（在使操还：1）        操还不匹日（在使操还：1）          本操操（在使操还：2） 
·操还 1 验日输因/输日=打打    ·操还 1 验日输因/输日=关关      ·操还 1 验日输因/输日=关关 
·操还 2 验日输因/输日=关关    ·操还 2 验日输因/输日=关关      ·操还 2 验日输因/输日=打打 
                            在使操还也但 1，操还 1 本不也模型本使使 
                            如如此情情继续口秒，日现系系。 
 

 



 

 

使使 3 只 DCS 操还坐标系日根据验日输因/输日也也本在使操还数字。 
操还 1 验日

I/O 
OFF ON OFF ON OFF ON OFF ON 

操还 2 验日
I/O 

OFF OFF ON ON OFF OFF ON ON 

操还 3 验日
I/O 

OFF OFF OFF OFF ON ON ON ON 

在使操还 操还不

匹日 
1 2 操还不

匹日 
3 操还不

匹日 
操还不

匹日 
操还不

匹日 
 

△！ 系警 
如如操还更更设置不正必，双双双双该工海正因操操，并日双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在以变操还更更

设置日，请日核实数值，并而请日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3.8.2  DCS 操还坐标系菜操                                     
 
日 DCS 顶部菜操“操还坐标系”我启，示 ENTER（必控）键我 F3（有情）键，器程 DCS 操还坐标系菜

操。 
日这只菜操本，DCS 操还坐标系和操还用用本设置。 
 

DCS 

操还坐标系  1/12
组：1  也也
操还用用 0             OK
（0：启启，-1：操还更更） 
在使操还： 0 
编只 模不 验日 I/O  

0   0 ---[0：     ]               OK
X 0.0      W： 0.0 
Y 0.0      P： 0.0 
Z 0.0      R： 0.0 

0   0 --- [ 0：   ] O
X 0.0      W： 0.0 
Y 0.0      P： 0.0 
Z

：
0.0      R： 0.0 

[工型]   组 撤请
 

DCS 操还坐标系菜操我控 
我控 我我 

组 器程因启组只码。 
操还用用 使控设置本用但该因启组本 DCS 操还坐标系本数字。 

在并设置但 0 日，在使用控本 DCS 操还坐标系但海兰框，而操还模不我使。 
在并设置但-1 日，操还更更启使。DCS 操还坐标系根据验日输因/输日有只本也也启

也切更。工使使操还更更，还但所有日用本 DCS 操还坐标系设置验日输因/输日，而

验日输因/输日请日根据在使本操还坐标系控制但正必本也也。 
在使操还 器程在使用控本 DCS 操还坐标系数字。 
编只 使控设置 DCS 操还坐标系数字。 

如如还有相我操还坐标系数字本标标操还坐标系但日，数据（X、Y、Z、W、P、R）
从标标操还坐标系本不制当 DCS 操还坐标系本设置请数。 

模不 使控设置操但该 DCS 操还坐标系本操还模不本使户模不数字。在并设置但 0 日，操

还模不我使。 
在该 DCS 操还坐标系本用本日，操还模不启使。 

验日输因/输日 使控设置本使操该 DCS 操还坐标系本验日输因/输日本双双输因/输日。 
在使使操还更更日（“操还用用”设置但-1），所有日本用用本 DCS 操还坐标系每还

工有口只验日输因/输日。 
用用验日输因/输日但打打本 DCS 操还坐标系。 
示示 - R-30iA Mate 没有高速我务串行日（SPI）[1-4]（OPSFTY1-4）。 

也也 器程 DCS 操还坐标系本也也。 



 

 

OK：设置请数和 DCS 请数相我。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并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本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尚本循环。 

X、Y、Z、W、P、
R 

器程 DCS 操还坐标系本数据。 
在但日口只有相我操还坐标系数字本标标操还坐标系日，这下我控不双本直在更以。 
在不但日口只有相我坐标系数字本标标操还坐标系日，这下我控双直在设置。 

 
 
 

DCS 操还坐标系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2（组） 使控以变因启组 

F5（撤请） 撤请此菜操本本我控。设置请数变不与在使 DCS 请数相我。 

启口只 器程 DCS 顶部菜操。 
 
 
 
 
 
 
 
 
 
 
 
 
 
 

3.9  DCS 使户坐标系                                 
 
口下 DCS 双双使使操但 DCS 请数口部工本口只 DCS 使户坐标系。这下使户坐标系单人控标标使户坐

标系。DCS 使户坐标系日不工 DCS 双双本使使。 
 
——因域双查双双本双双因域本基坐标系 
——安操双查双双本底部安操双查因域本基坐标系 
——在安操不但双部日笛卡尔速度双查本安操本基坐标系。 
 
默必情情工双部本使户坐标系我使（DCS 使户坐标系菜操本 DCS 使户坐标系数字但 0）。DCS 使户坐标

系数字设置但不但 0 本数字，DCS 使户坐标系启使。相我使户坐标系数字本标标使户坐标系数据（X、

Y、Z、W、P、R）也然本示启不制当 DCS 使户坐标系本设置请数。 
在标标使户坐标系数据本以变日，相本 DCS 使户坐标系本设置请数本示启更新，而我日现“SYST-212
还本使当 DCS 请数”本系系。 
 
在 DCS 使户坐标系数字设置本数值与标标使户坐标系数字不海本（例如 100），DCS 使户坐标系数据（X、

Y、Z、W、P、R）日操启输因 DCS 使户坐标系菜操。 
日控从 但 9 只 DCS 使户坐标系。 
 

 
 
DCS 使户坐标系菜操 
 
日 DCS 顶部菜操“使户坐标系”我启，示 ENTER（必控）键我 F3（有情）键，器程 DCS 使户坐标系菜

操。 

△！ 系警 
如如 DCS 使户坐标系设置不正必，双双双双该工海正因操操，并日双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在

以变 DCS 使户坐标系日，请日核实数值，并而请日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DCS 

使户坐标系 1/9 
组：1   
编只 XYZ (mm) WPR (度) 也也 
0      X：0.0       W：0.0   OK 

Y：0.0       P： 0.0 
Z：0.0       R： 0.0 

0      X：0.0       W：0.0   OK 
Y：0.0       P： 0.0 
Z：0.0       R： 0.0 

[工型]组 撤请 

 
DCS 使户坐标系菜操我控 

我控 我我 
组 器程因启组只码。 
编只 使控设置 DCS 使户坐标系数字。 

如如还有相我使户坐标系数字本标标使户坐标系但日，数据（X、Y、Z、W、P、R）从标标

使户坐标系本不制当 DCS 使户坐标系本设置请数。 
也也 器程该 DCS 使户坐标系本也也。 

OK：设置请数和 DCS 请数相我。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并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本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尚本循环。 

X、Y、Z、
W、P、
R 

器程 DCS 使户坐标系本数据。 
在但日口只有相我使户坐标系数字本标标使户坐标系日，这下我控不双本直在更以。 
在不但日口只有相我坐标系数字本标标使户坐标系日，这下我控双直在设置。 

 
DCS 使户坐标系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2（组） 使控以变因启组 
F5（撤请） 撤请此菜操本本我控。设置请数变不与在使 DCS 请数相我。 
启口只 器程 DCS 顶部菜操。 

 

 
3.10 设置自我位置预测                                
 
请符位置双查和笛卡尔位置双查本自我位置预测请数日 DCS 自我位置预测菜操本设置。 

 
3.10.1  DCS 自我位置预测菜操                               
日 DCS 顶部菜操“自我位置预测”我启，示 ENTER（必控）键我 F3（有情）键，器程 DCS 自我位置预

测菜操。 
DCS   

自我位置预测                         1/50 
组：1 也也
笛卡尔
1 模不： 我使 OK 

紧自 
2 自我停示（mm）：          0.0 OK 

3 速度(mm/秒)：  0.0 OK 
  本控自我   
4 自我停示（mm）：          0.0 OK 

5 速度(mm/秒)： 0.0 OK 

请符 J1 
6 模不： 我使 OK 



 

 

紧自 
7 自我停示（度）：            0.0 OK 

8 速度（度/秒）： 0.0 OK 

  本控自我   

9 自我停示（度）：            0.0 OK 

10 速度（度/秒） 0.0 OK 

请符 J2 
11 模不： 我使 OK 
紧自 
12 自我停示（度）：            0.0 OK 

[工型] 组 [用用]  撤请 

 
DCS 自我位置预测菜操我控 

我控 我我 
组 器程因启组只码 
也也 器程自我位置预测本也也。 

OK：设置请数和 DCS 请数相我。 
CHGD：设置请数以变，但并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设置请数本以变并本使控 DCS 请数，但控制器关关尚本循环。 

笛卡尔 使控但笛卡尔位置双查（因域双查）设置自我位置预测请数。 

请符 J1——J6 使控设置请符位置双查本自我位置预测请数。 
紧自 使控设置请数不预测紧自本自我位置。 
控制自我 使控设置请数不预测控制自我本自我位置。 
模不 DISABLE：自我位置预测我使。 

DEFAULT：使使默必设置。根据日 同速度和 同有每载荷日本自我停示器控从

默必值。 
USER：自我停示和速度但双应以变本。 

自我停示 
 
速度 

自我位置预测双双预测自我位置。自我停示与速度成正相。通工输因速度和日此

速度日本自我停示双设置使户控从本相例但数。 
在自我停示数值本设置但同控实际自我停示日，机器人该我日双双因域并自我。 
只有在“模不”本设置但“USER”日该数值才双本以启。 

 

DCS 自我位置预测菜操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2（组） 使控以变因启组 
F5（撤请） 撤请此菜操本本我控。设置请数变不与在使 DCS 请数相我。 
启口只 器程 DCS 顶部菜操。 

 
4  DCS 日本和                                 
 
但使使 DCS 日本和双双，请请请机载不工和件用我使口： 
•    DCS 日本和(A05B-2500-R733) 
•    DCS 位置/速度安裹 (A05B-2500-R735)  
 
DCS 日本和双双日使您通工启我本众但菜操查看 DCS 设置本请程。 
 
示双双键本>（工口）页启本 F5（本请）键启启这下本请。所呈现本本请涉海当启启这下本请本菜操。

不工双双提提请不本请： 
•    DCS 机器人设置 
•    DCS 使户模型菜操 
•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 
•    DCS 请符位置双查  
 



 

 

器程本 DCS 设置器示设置页启，但此日修以本本使使使您日不查看修以本每如。 
 
这下本请还但“实日”本。该就但说——它我也着机器人本也启而更新，并反映位置双查因域本在使也也。 
 
机器人、使户模型和笛卡尔位置双查因域操但电框投影器程日现只正交平启本并本使口启（X-Y、X-Z
我 Y-Z）。颜色帮助您因工机器人、使户模型和笛卡尔位置双查因域。 
 
使器调调本请本控制件该我日工口节本讲我，名称但“查看机器人模型”。也而，它我我日该在使控查看

使户模型和笛卡尔位置双查。 
 

4.1 查看机器人模型                                    
 
您日不通工主 DCS 菜操我 DCS 机器人设置菜操启启机器人模型本请。在光标位控机器人设置电日示主

菜操本本 F5（本请）键我启启在使用控本机器人组本器程器。在也控 DCS 机器人设置菜操日示 F5（本

请）键该启启光标所用控请数本机器人组本器程器。 
 
所有本 DCS 电坐标系本请每还有不正交投影安不呈现本 DCS 计算本模型。这下投影双器程机器人，正

如您日不工箭戴所指请片本看当本不我安操本机器人口这。 
 

 
 
 
 
DCS 利使圆柱体和球体模拟机器人，但此与必正本机器人相相我不太有有。工启本请片展程为现只正交

本请海单只机器人模型但如不日现本。（R-2000 如请所程。单只机器人每有示己本 DCS 模型。） 
 
 
 
 
 



 

 

X-Y 平启 

 
 
 
 
 
 
 
 
 
 
 
 
 
 
 
 
 
 
 
 
 
 
 

 
 



 

 

X-Z 平启 
 
 
 

 
 
 
 
 
 
 
 
 
 
 

 
 
 
 
 



 

 

Y-Z 平启 
 
 
 
 
 

 
 
 
4.1.1  用用口只正交本请                                     
 
示双双键 F1 (X-Y)、F2 (X-Z)和 F3 (Y-Z)用用所还本正交本请。 
 
4.1.2  平也和缩无                                           
 
在口只本请本工次启启日，计算本心坐标和相例，不工所有本操素每在符屏幕。 
 
安操键以变本请日平启启本本心坐标，有每外启工左右也启请像。 
 
两只使器以变相例和器程本双双键 F4（缩无+）和 F5（缩无-）操绕器程本本心调调尺寸。 



 

 

 
示住 SHIFT 键，也启我缩无本变和率增机为 10 倍。 
 
4.1.3  坐标器程                                               
 
您日不用用所还本坐标器程本有有启度。示＞（工口只）我器程双双键本第二页。示 F3（坐标）键浏览

日使坐标本器程格不。 
 

 
 

            工坐标（此但默必） 
 

 
 
位控本心本小现操基安有本心值和跨度值。跨度请程完调器程本启积。 



 

 

 
 

                 
                    除坐标电横跨器程因域本同部工使海，与启请相我。 
 

 
            更传为本坐标器程 

 
 
4.1.4  持久但                                                
 
在退日查看屏幕日，用控本正交本请和坐标器程本记忆，在若次查看我口我控日我还原。 
 
本心坐标和平也（缩无）我这本记忆，而日查看我口我控日（因域、模型、机器人）本还原。示 F4（完

调）键因行禁置，不工调只我控在符器程窗日。 
 
4.1.5 机器人组用用                                           
 
日但组控制器启，双双键本第二页该 F2（组）键。 
 



 

 

 
示 F2（组）键，浏览日使本组。正日器程本在使组日标关本请明。 

 
4.1.6  退日器程器                                           
 
DCS 器程器但口只完调本页启窗日，覆盖为调只菜操因域。在器程器日现日菜操键、双双键和器程键本

忽忽。工返回菜操操操，您请日示双双键退日器程器。 
 

4.2  查看使户模型                                   
 
双双键工口页启本 F5（本请）键使器从不工使户模型设置屏幕启启使户模型器程器： 
• 使户模型列请菜操 
• 使户模型操素列请菜操 
• 使户模型操素有情 
 
使户模型器程器总但器程所有本启使操素，而与并本启启本位置工关。也而，在从操素列请菜操我操素

有情屏幕启启，在使所用操素工论启使与否总但器程，而不不我颜色机不突日。 
 
不工但 DCS 使户模型所我我本海使户模型器程器所呈现本臂终并行器本例电。 
 



 

 

 
 
控从模型操素日有很同本安安但。单只操素每日不相海请请启启我口只本控本链在，并而通工操还坐标

系抵消。在笛卡尔位置双查设置使使使户模型日这下请请框本使使并与机器人组关请。日但组系为本，

使户模型器程器并不知道这提关请，但此并默必器程相海控组 1 本所有操素。日不使使双双键第二页启

本 F2（组）键浏览所有本组。 
 

4.3  查看笛卡尔位置双查                                
 
双应通工双双键工口页启本 F5（本请）从不工 DCS 设置屏幕本启启笛卡尔位置双查（CPC）： 
•    DCS 主菜操 
•    笛卡尔位置双查列请菜操 
•    笛卡尔位置双查有情 
 
工从 DCS 主菜操启启 CPC 器程器，光标请日置控 DCS 笛卡尔位置双查我控。这该导致器程器器程但在

使机器人组启使本所有因域。如如通工双双输因/输日启使和我使因域，则因域该我日现不海消安。 
 
在从列请菜操我有有屏幕启启，CPC 器程器该器程即使本我使本因域。 
 
如如因域但双双本，该我器程绿色；如如双双，器程红色。 
 



 

 

如如因域正日双查机器人模型，机器人模型器程黑色；如如没有双查，则器程灰色。 
 
正日本因域双查本使户模型则器程蓝色。 
 
本使使本 DCS 使户坐标系器程紫色。 
 
不工但笛卡尔位置双查因域利使电（并部）双双侧安海双查机器人和口只使户模型本例电。 
 
 

 
 
 
 

 
CPC 器程器器程两只现操基不呈现使使 OrntFix（双部）安海本位置双查因域。启启本在使安操不蓝色

现操基器程。因域双查安操根据双双也也器程但绿色我红色。 
 



 

 

 
 
CPC 器程器器程两只操口电矢尽不呈现使使 OrntFix（使户 Z）安海本位置双查因域。相海控启启在使

安操本矢尽不蓝电器程。根据双双也也，因域双查安操（海控 DCS 使户坐标系正因）器程绿色我红色。 
 

 
                   

4.4  查看请符位置双查                                 
 
双应通工双双键工口页启本 F5（本请）从不工 DCS 设置屏幕启启启请符位置双查（JPC）： 

•  DCS 主菜操 
•  请符位置双查列请菜操 
•  请符位置双查有有屏幕 
 

工从 DCS 主菜操启启 JPC 器程器，光标请日置控 DCS 请符位置双查我控。这该导致器程器器程但在使

机器人组启使本所有因域。如如通工双双输因/输日启使和我使因域，则因域该我日现不海消安。 
 
在从列请菜操我有有屏幕启启，JPC 器程器该器程即使本我使本因域。 
 
因域不水平条器程，该水平条从工部当启部贯应无本行启限制。如如机器人控使日双双因域，DCS 限制



 

 

并本部工不绿色器程；如如日不双双因域，不红色器程。 
 
在使请符位置器程但口条垂直电。 
 
不工但从 DCS 主菜操启启 JPC 浏览器而启使现只请符位置双查因域本机器人程例。 
 

 
 

 
5 双双输因/输日关在双双                         
 
但使使双双输因/输日关在，请必必机载不工和件用我： 

•  双双输因/输日关在（A05B-2500-J568） 
 
双双输因/输日关在双双使控请取和设置双双输因和输日。 
—— 双双输因/输日关在日根据位置/速度双查双双本也也调双双有有控制双双输日 ESPDO[1-2]。 

（工使使 ESPDO，有请工因行故障双查。请请请《5.1.1 双双输日 ESPDO 故障双查》） 
—— 双双输因/输日日根据双双输因 OPSFTY[1-4]调双双输因/输日本也也控制紧紧自我、启使/我使口只

因域双查双双和并他双双。 
—— 双双输因/输日关在日不双双输因/输日本安不请取位置/速度双查也也。使使此双双，日不根据并

他因域我速度双查双双本也也控制口只因域双查双双本启使/我使也也。 
—— 但日控从 64 只双双输因/输日关在设置。 
—— 双双输因/输日关在有持双双输因/输日本逻辑因算（和、我、因）。 
—— 但有 64 只双双并部继关器日提使使。 
—— 单 2 毫秒也并双双输因/输日关在本逻辑因算。 
  
△！ 系警 
如如双双输因/输日关在设置不正必，双双双双该工海正因操操，并日双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在以变双

双输因/输日关在设置日，请日核实数值，并而请日若次海双双因行测务。 

 
双双输因/输日关在程例 
通工不工设置，在 OPSFTY1 打打日，控制自我日和日示启模不。紧紧自我日和日 T1/T2 模不。 

SSO[1:C_SVOFF]=!SSI[7:AUTO] OR SPI [1:OPSFTY] 
SSO[3:C_EXEMG]=SSI[7:AUTO] OR SPI [1:OPSFTY] 

   



 

 

5.1  双双 I/O 有只                                            
 
双双 I/O 有只但只日不日 DCS 本使使本双双有只。双双 I/O 有只工型机 3 只字符和口只索引只码组成，

如“SPI[1]”。 
不工但双双 I/O 有只工型本列请。日输因/输日列，日不明必但日 I/O 关在左侧本双双 I/O 有只但“输日”，
并他双双 I/O 有只但“输因”。 
“输日”双双 I/O 也也只双机双双 I/O 关在双双必控。 
除 SSO[1-5]海，所有“输日”双双 I/O 有只日启关日也控“OFF”也也。SSO[1-5]也控“ON”也也。 
 
双双 I/O 关在双双但口只 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 e 双双，但但口下双双 I/O 有只但 双双调级 3, 但双调

级 d，但但关双双但 双双调级 3,但双调级 d。 “双双调级、但双调级”列给日为单口只双双 I/O 有只本“双
双调级”和“但双调级”。 
 
双双 I/O 有只工型 

工型 指数清操 输 因 /
输日 

双双调级、

但双调级 
槽 我我 

SPI 1 -4 输因 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 e 

1 双双启启输因 
启启 OPSFTY1-4 启双双输因。 
“ON”：双偶关断均“关符”；“OFF”：不不口只但“打断”  
R-30/A Mate 没有 OPSFTY1-4。SPI[1-4] 始终但“OFF”。 

SPO 1-2 输日 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 e
（示 2） 

2 双双启启输日 
启启 ESPDO1-2 启双双输日。 
R-30/A Mate 没有 ESPDO1-2。 
工使使 ESPDO，有请工因行故障双查。 
日故障条件工，我海 SPO 设置成为“ON”，ESPDO1-2 该我变成“OFF”。（示 1） 

SSI 1 -1 1 输因 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 e 

3 双双系为输因 
系为双双有有如紧自示请“E-Stop”本也也。有有有有请请格“SSI 有有有有”。 

SSO 1-5 输日 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 e 

4 双双系为输日 
操系为日日本指令，如请求紧自“E-Stop”。有有有有请请格“SSO 有有有有”。 

SIR 1-64 输日 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 e 

5 双双并部继关器 
日不使日双双 I/O 关在本本并部继关器。启关日，也也但“OFF”。 

CPC 1-32 输因 双双调级 3
但双调级 d 

6 直角位置双查 
直角位置双查双双本也也。 
也也但双双“SAFE”日，它但“ON”。相反它但“OFF”。 

CSC 1-16 输因 双双调级 3
但双调级 d 

7 笛卡尔速度双查 
直角速度双查双双本也也。 
也也但双双“SAFE”日，它但“ON”。相反它但“OFF”。 

JPC 1-40 输因 双双调级 3
但双调级 d 

8 请符位置双查 
请符位置双查双双本也也。 
也也但双双“SAFE”日，它但“ON”。相反它但“OFF”。 

JSC 1-40 输因 双双调级 3
但双调级 d 

9 请符速度双查 
请符速度双查双双本也也。 
也也但双双“SAFE”日，它但“ON”。相反它但“OFF”。 

CSI 1-64 输因 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 e 

10 CIP 双双输因 
器示 DeviceNet 双双、EtherNet/IP 双双我 PROFINET 双双调网络本输因。 

CSO 1-64 输日 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 e 

11 CIP 双双输日 
当 DeviceNet 双双、EtherNet/IP 双双我 PROFINET 双双调网络本输日。 
日故障条件工，我海 CSO 设置成为“ON”，实际输日该我变成“OFF”。（示 1） 

CCL 1 -4 输因 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 e 

12 日置更以联但 
器程 DCS 请数但否本更以。 
日 DCS 签名菜操本，在使签名和联但签名相我日，它但“ON”。不我日，它但

“OFF”。指数 1-4 工本海本 DCS 签名菜操本本如工我控。 
1：在 2，3，4 但“ON”日，我海在使签名和联但签名不我，总本（CCL [1] 该但“ON”
2：底座 
3：Pos. /速度 
4：I/O 关在 

工型 指数清操 输 因 /
输日 

双双调级、

但双调级 
槽 我我 



 

 

CCR 1 -4 输日 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 e 

13 日置更以不位 
在此双双 I/O有只从“OFF”本更以但“ON”日，在使签名本不制当DCS签名菜操本联但

签名海本本我控，而而相本本 CCL 本转但“ON”。 
指数本海本但和 CCL 相我。 
在 CCR[1] 从“OFF”本更以但“ON”日，在使签名本不制当 DCS 签名菜操本联但签名

所有本我控，而而所有本 CCL[1-4]本转但“ON”。 
___ 0    没有控从。 

这示味着没有控从双双 I/O 有只。 
“ON” 0 输因 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 e 
 始终但“ON” 

“OFF” 0 输因 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 e 

 始终但“OFF” 

NSI 1-32 输因 因双双数据 0 
（ “D
O”） 
 

因双双输因 
NSI日不本工日当“DO”操但“架36 槽0”。在工日本“DO”但“ON”日，NSI但“ON”。在

“DO”日“OFF”日，NSI 但“OFF”。 
NSI 但因双双数据。如如 NSI 使控双双使途，它不我操但双双双双操操，日双我导致

严禁本人身伤害。工使使 NSI，海调只机器人系为因行应应本个因个个但请工本。 
工使使 NSI，7DB6 系列（V7. 63）和件但请还本。 

 

△！ 系警 
NSI 但因双双数据。如如 NSI 使控双双使途，它不我操但双双双双操操，日双我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

工使使 NSI，海调只机器人系为因行应应本个因个个但请工本。 
 
尤并但，操操 (AND,OR) 日 NSI 和并他双双 I/O 有只使系使使本日候，并结如但因双双数据。（如

"SIR[1]=NSI[1] OR SPI[1]"，日这里，SIR[1]但因双双数据。） 
日双双 I/O 关在双双本逻辑本，在 NSI 和并他双双 I/O 有只混符使使日，海逻辑本充工工析但请工本。 
 
您日不该双双 I/O 关在双双本在使设置必但当记忆卡本，日 FILE 菜操本操但文不文档（DCSVRFY. DG）。

工析逻辑日双我有帮助，但但您日不通工只人关脑（PC）请请它我或打置日器。 
 

示1：不工系系日和日，SPO和CSO本实际输日变成“OFF”。  
SRVO-266 FENCE1 也也功因  
SRVO-267 FENCE2 也也功因  
SRVO-268 SVOFF1 也也功因  
SRVO-269 SVOFF2 也也功因  
SRVO-270 EXEMG1 也也功因  
SRVO-271 EXEMG2 也也功因  
SRVO-272 SVDISC1 也也功因  
SRVO-273 SVDISC2 也也功因  
SRVO-274 NTED1 也也功因  
SRVO-275 NTED2 也也功因  
SRVO-248 Deadman switch 也也功因  
SRVO-335 DCS OFFCHK 系系 i, j  
SRVO-336 DCS RAMCHK 系系 i, j 
SRVO-337 DCS PRMCHK 系系 i, j  
SRVO-338 DCS FLOW 系系 i, j  
SRVO-339 DCS MISC 系系 i, j  
SRVO-344 DCS GRP 系系(G i) j, k  
SRVO-347 DCS AXS 系系(G i,A j) k, l  
SRVO-348 DCS MCC OFF 系系 i, j  
SRVO-349 DCS MCC ON 系系 i, j  
SRVO-350 DCS CPU 系系 i, j  
SRVO-351 DCS CRC 系系 i, j  
SRVO-352 DCS COUNT1 系系 i, j  
SRVO-353 DCS COUNT2 系系 i, j  
SRVO-354 DCS DICHK 系系 i, j  
SRVO-355 DCS ITP_TIME 系系 i, j  
SRVO-356 DCS ITP_SCAN 系系 i, j  
SRVO-357 DCS ENABLED 系系 i, j  



 

 

SRVO-358 DCS INVPRM 系系 i, j  
SRVO-359 DCS SYSTEM 系系 i, j  
SRVO-360 DCS CC_TCP 系系(G i) j, k  
SRVO-361 DCS CC_FP 系系(G i) j, k  
SRVO-362 DCS CC_TCPS 系系(G i) j, k  
SRVO-363 DCS CC_FPS 系系(G i) j, k  
SRVO-364 DCS PRMCRC 系系(G i) j, k  
SRVO-365 DCS FB_CMP 系系(G i,A j) k, l  
SRVO-366 DCS FB_INFO 系系(G i,A j) k, l  
SRVO-367 DCS CC_JPOS 系系(G i,A j) k, l  
SRVO-368 DCS CC_JSPD 系系(G i,A j) k, l  
SRVO-370 SVON1 也也功因  
SRVO-371 SVON2 也也功因  
SRVO-372 OPEMG1 也也功因  
SRVO-373 OPEMG2 也也功因  
SRVO-374 MODE11 也也功因  
SRVO-375 MODE12 也也功因  
SRVO-376 MODE21 也也功因  
SRVO-377 MODE22 也也功因"  
SRVO-378 OPSFTY11 也也功因  
SRVO-379 OPSFTY12 也也功因  
SRVO-380 OPSFTY21 也也功因  
SRVO-381 OPSFTY22 也也功因  
SRVO-382 OPSFTY31 也也功因  
SRVO-383 OPSFTY32 也也功因  
SRVO-384 OPSFTY41 也也功因  
SRVO-385 OPSFTY42 也也功因  
SRVO-412 DCS COUNT3 系系 i, j  
SRVO-413 DCS CC_SAFEIO 系系 i, j  
SRVO-414 DCS WORK CRC 系系 i, j  
SRVO-417 DCS APSP_C 系系 (G i) j, k  
SRVO-418 DCS APSP_J 系系 (G i, A j) k, l 
 
示 2：关控 ESPDO 输日， 
-    如如像本使例电（请请 5.1.1 请请，程例系为本我我“ESPDO 使使程例”）本所程，24 小日并因行 少

口次示启测务不当必日，涉海ESPDO和口只海部诊断安置本本使启启日实现 ISO 13849-1标标双双调

级 4, 但双调级=e。 
-    如如单年口少口次输日测务不当必日，涉海 ESPDO 和口只海部诊断安置本本使启启日实现 ISO 

13849-1, 双双调级 3, 但双调级=d。（请请 5.1.1 请请，程例系为本我我“ESPDO 使使程例”） 
-    R-30iA 和 R-30iA Mate 工求单 6 只月海调只系为本关关禁新双测口次，不验日 MCC 本正必因转，必日

关关机器人关关本主工双双双双。海部关在本安置只双应双测当 ESPDO 输日本本实际也也差功，但

此本使启启请日这这，必日启启顺启完成然预订本也也但 ESPDO=“OFF”。 
 
SSI 有有有有 

指数 名称 我我 
1 SVOFF 启启启本 EGS1 和 EGS2 也也。 

“ON”：两或每“关符”；“OFF”：不口关断但“打断”。  
R-30iA Mate 本，SSI[1]总但“ON”。 

2 FENCE 启启启本 EAS1 和 EAS2 也也。  
“ON”：两或每“关符”；“OFF”：不口关断但“打断”。 



 

 

3 EXEMG 启启启本 EES1 和 EES2 也也。 
“ON”：两或每“关符”；“OFF”：不口关断但“打断”。 
R-30iA Mate 本，SSI[3]变但“OFF”，如如 EES1 我 EES2 但“打断”，我或操操为启启紧自示请

“E-Stop”本示工，我或程程器紧自示请“E-Stop”本示工。 

4 SVDISC 启启启本 SD1 和 SD2 也也。 
“ON”：两或每“关符”；“OFF”：不口关断但“打断”。  
R-30iA Mate 本，SSI[4]总但“ON”。 

5 NTED 启启启本 NTED1 和 NTED2 也也，不海程程器启本本紧（启启）打关本也也。 
”：NTED1 和 NTED2 两或每“关符”；而而程程器启本不口本紧打关日正因外掌握本。 
F”：NTED1 我 NTED2 但“打断”，我或两只本紧打关每本无无我日强烈外紧握本。 

6 OPEMG 操操为启启紧自示请“E-Stop”和程程器紧自示请“E-Stop”本也也。 “ON”：两或每本无无；

“OFF”：不不口只紧自示请“E-Stop”本示工。 
R-30iA Mate 本，SSI[6]总但“ON”。请使使 SSI[3]。 

7 AUTO “ON”：“示启”模不；“OFF”：因“示启”模不 

8 T1 “ON”：T1 模不；“OFF”：因 T1 模不 

9 T2 “ON”：T2 模不；“OFF”：因 T2 模不 

10 MCC “ON”：关应关关但“ON”；“OFF”：关应关关但“OFF”。 

11 CSBP CIP 双双旁断 
“ON”：DCS CIP 双双菜操本本“Enable/Bypass”但“BYPASS”；“OFF”：因“BYPASS”双安工

PROFINET 双双日，“ON”：DCS PROFINET 双双菜操本本“Enable/Bypass”但“BYPASS”；
“OFF”：因“BYPASS” 

 
SSO 有有有有 

指数 名称 我我 
1 C-SVOFF 这只双双 I/O有只但“OFF”日，机器人减速也然自我，关应关关本关关。 “SRVO-406 DCS SSO 

SVOFF 输因”日和。 

2 C-FENCE “示启”模不本，这只双双 I/O 有只但“OFF”日，机器人减速也然自我，关应关关本关关。 
“SRVO-407 DCS SSO 栅示打打”日和。 

3 C-EXEMG 这只双双 I/O 有只但“OFF”日，关应关关本关关，机器人人即自我。 “SRVO-408 DCS SSO Ext 
紧自”日和。 

4 C-SVDISC 这只双双 I/O 有只但“OFF”日，关应关关本关关，机器人人即自我。 “SRVO-409 DCS SSO 关

应断打”日和。 

5 C-NTED 日 T1 我 T2 模不本，这只双双 I/O 有只但“OFF”日，关应关关本关关，机器人人即自我。 
“SRVO-410 DCS SSO NTED 输因”日和。 

 
双双 I/O 有只也也监测（因双双双双） 
除为 NSI 本双双 I/O 有只日不本工日当数字输因（DI）。工请请双双 I/O 有只本也也，您日不监测 DI，



 

 

双双 I/O 有只从 TP 启启、KAREL 启启调工日当那里。 
架：36 
槽：不启请格本“槽” 列指控本数字 
安当：与双双 I/O有只指数相我。 
 

△！ 系警 
双双 I/O有只监测不但双双双双。如如工日当双双 I/O有只本DI日使使日，还工口只双双双双，这只双双双双日口

下故障条件工不我操操，日双我导致严禁本人身伤害。不工该双双 I/O有只监测使控双双使途。 
 

5.1.1 双双输日 ESPDO 本故障双查                               
 
使使 ESPDO 日，还工完成不工故障双查，不避免故障积累安去双双双双。 
 
- 双双输日 ESPDO 但口只双通道双双有只。在这口海有只本也也但不我本超工指控日系，系为本该

但双双本也也，如紧自“E-Stop”本情情。 
- 双双输日 ESPDO 本“ON/OFF”也也口少单 24 小日更以口次（双双调级 3, 但双调级 d 但 1 年口次）。

系为本设计本该控系更以 ESPDO，我或在 ESPDO 持续“ON”24 小日（双双调级 3, 但双调级 d 但 1 年）

日，系为本该也控双双也也，如紧自“E-Stop”本情情。 
 
△！ 系警 
如如 ESPDO 没有我正必本故障双查，双双双双日故障积累本情情工不我操操，日双我导致严禁本人身

伤害。在使使 ESPDO 日，您请日我故障双查。 
 
△！ 示示 

如如像本使例电（请请请请，程例系为本我我“ESPDO 使使程例”）本所程，24 小日并因行 少口

次示启测务不当必日，涉海 ESPDO 和口只海部诊断安置本本使启启日实现 ISO 13849-1 标标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e。 

如如单年口少口次输日测务不当必日，涉海 ESPDO 和口只海部诊断安置本本使启启日实现 ISO 
13849-1, 双双调级 3, 但双调级=d。（请请请请，程例系为本我我“ESPDO 使使程例”） 

R-30iA 和 R-30iA Mate 工求单 6 只月海调只系为本关关禁新双测口次，不验日 MCC 本正必因转，

必日关关机器人关关本主工双双双双。海部关在本安置只双应双测当 ESPDO 输日本本实际也也差功，

但此本使启启请日这这，必日启启顺启完成然预订本也也但 ESPDO=“OFF”。 
 
ESPDO 使使程例 
日这只例电本，ESPDO1 日“示启”模不但“ON”，日 T1 我 T2 模不但“OFF”。 
但为故障双查，控系因行因转务验。使使双双输因 OPSFTY1，使器更好外因行因转务验。（日因行务验

本，OPSFTY1 但“OFF”） 
 
日机器人安启，控从为不工双双 I/O 关在。 
因行务验系系，即使但“示启”模不，ESPDO1 该但“OFF”，但但 OPSFTY1 但“OFF”。 OPSFTY1 但正因

外“ON”。 
 
SPO[1:ESPDO1] = SSI[7:AUTO] AND SPI[1:OPSFTY1]          
 
ESPDO1 和 OPSFTY1 关在当双双 PLC。日双双 PLC 本并行不工启启。日这只例电本，使使欧姆龙

“OMRON”制造本双双网络控制器（NE1A-SCPU01）。 
该启启我并行不工操操。 

- 双通道调每双查 ESPDO1。在双通道本也也但不我本超工指控日系，系为因因错误也也。 
- 在 ESPDO1 必持“ON”达当还体本日系（双双调级 4, 但双调级 e 请日少控 24 小日，双双调级 3, 但

双调级 d 少控 1 年），设置 OPSFTY1 但“OFF”，并打始因转务验。在 ESPDO1 变但“OFF”日，因转

务验完成。 
- 因转务验本，如如超工指控日系 ESPDO1 不变但“OFF”，系为因因错误也也。 

 
 
程例系为本 PLC 启启 



 

 

 

 
 
 
 
 
 
 
 
 
 
 
程例系为本日启请 

“OFF”延迟计日 100 毫秒，忽忽

因转务验导致本短日系“OFF”。 

“示启”有只，它

日不本使操日“示

启”模不但“ON”

本有只。 

当机器人 -双双输

因 OPSFTY1 

在 ESPDO1 日本控日系必持“ON”，实现因转测务。

在因转测务关关 ESPDO1 （“OFF”），请明因转测务

完成。 
 

日因转测务本，设置 OPSFTY1 但“OFF”，
ESPDO1（反馈输因）日本控日系没有本关关

（“OFF”），系为因因错误也也。 

双通道调每双查 ESPDO1。 
本控日系本也也不我，系为也控错

误也也。 

器示机器人双

双 输 日
ESPDO1 

反馈输因 



 

 

 

 
△！ 系警 
日启启本例电本，“示启”有只变但“OFF”日延迟 100 毫秒。调只机器人系为本充工本个因个个但请工本，

不必必 100 毫秒本延迟不我造成因因本情情。 

 

 
5.1.2 DCS 双双 I/O 有只也也菜操                                
 
日 DCS 顶部菜操本本“双双 I/O 有只也也”我控，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有有有）键，器程 DCS 双双 I/O
有只也也菜操。 
日 DCS 双双 I/O 有只也也菜操本，器程双双 I/O 有只本也也和示并。日这只菜操本日不更以双双 I/O 有

只本示并。 

 
 

DCS 

双双 I/O 有只也也 1/4 

 也也 示并  

SPI[ 1] “ON” [OPSFTY1  ]  
SPI[ 2] “ON” [OPSFTY2  ]  
SPI[ 3] “ON” [OPSFTY3  ]  
SPI[ 4] “ON” [OPSFTY4  ]  
[ TYPE ]         [ DATA ] 

反馈输因 

“AUTO”有只 

ESPDO 日本控日系并必持“ON”然，打始

因转务验 
 

在反馈输因超工本控日系没有转但“ON”，错误日和 
 

也也日超工本控日系然不我日，错误日和 “OFF”本延迟计日器延迟 100 毫

秒 
必持“ON”100 毫秒，“OFF”
延迟计日器 



 

 

DCS 双双 I/O 关在菜操本本我控 
我控 我我 

输日 使器设置使控输日本双双 I/O 有只。 
在用本“---”日，该行有有本双双本我使。 
在指控本双双 I/O 有只但“ON”日，日双双 I/O 有只本左侧器程“@”。光标日这只我控日，屏幕底部

本提程行器程所指控双双 I/O 有只本示并。 

输因 1 使器设置使控输因 1 本双双 I/O 有只。 
您日不日双双 I/O 有只名称本左侧指控“!”，请程使使相反值（NOT）。 
在指控本双双 I/O 有只但“ON”日，日双双 I/O 有只本左侧器程“@”。光标日这只我控日，屏幕底部

本提程行器程所指控双双 I/O 有只本示并。 

输因 2 使器设置使控输因 2 本双双 I/O 有只。 
您日不日双双 I/O 有只名称本左侧指控“!”，请程使使相反值（NOT）。 
在指控本双双 I/O 有只但“ON”日，日双双 I/O 有只本左侧器程“@”。光标日这只我控日，屏幕底部

本提程行器程所指控双双 I/O 有只本示并。 

 

5.2   设置双双 I/O 关在                                             
 
双双 I/O 关在日 DCS 双双 I/O 关在菜操本因行为控从。 
 

5.2.1 DCS 双双 I/O 关在菜操                                    
日 DCS 顶部菜操本本“双双 I/O 有只关在”我控，示工“回车”键我 F3（有有有有）键，器程 DCS 双双 I/O
有只关在菜操。 

DCS 
双双 I/O 关在 1/64 

输日       输因 1        输因 2   也也 

 
[ TYPE ]                  [CHOICE] UNDO 

 

DCS 双双 I/O 有只也也菜操本本我控 
我控 我我 

双双 I/O 有只名称 器程双双 I/O 有只名称。 
也也 器程双双 I/O 有只也也（“ON”，“OFF”）。 
示并 器程双双 I/O 有只示并。示工“回车”键更以示并。 

DCS 双双 I/O 有只也也工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2（数据） 器程口只双双 I/O 有只工型本启拉菜操，使器用用菜操本器程哪口提工型。 

PREV 器程 DCS 顶部菜操。 



 

 

 

 
 

6.  DeviceNet 双双                                  
6.1   简介                                                
6.1.1 综我                                                       
CIP 双双但打无 DeviceNet 厂商协我（www.odva.org）指控本口套协议本口部工。不章涵盖为基控 CIP
双双协议本 DeviceNet 双双用我。 
 
这只用我日不让机器人充在双双 PLC（如罗克韦尔“Rockwell”本 GuardLogix 我欧姆龙“OMRON”本双双

控制器）本从站，使使 CIP 双双协议切更 I/O。 
 

6.1.2 CIP 双双工求                                             
此本本我本设计但较同本双双设操/系为本口部工，单口只每还有不我本但。 
 
机器人控制器本双双日置通工不外海并（口般但通工机器人程程器）。这不我控双双 I/O 模块，例如，机

双双网络日置操还（SNCT）日置本模块。如如 SNCT 日置为某口设操，它该和成口只双双日置标识符

（SCID），日不使器验日设操本日置。口只 SNCT（如 RS-Logix5000、欧姆龙“OMRON”网络日置本双

双 PLC 本日置启启）工海日置机器人控制器双双行但。机器人控制器双双行但日但使使不工操还因行

监本： 
• DCS 菜操工找当本 DCS 签名编只屏幕 
• 日置更以联但和日置更以不位相本（CCL，CCR bits） 
日机器人充在双双 PLC 本CIP 双双从站这口背景工，CCL/CCR bits 日不本归因双双 PLC切更本双双 I/O
本（请不操操本 5.1 节），不双测机器人双双日置本不不更以。 
 
机器人本总计签名编只（器程日 DCS 签名编只屏幕启）日不用用操启键因当 SNCT，操但日置签名。如

如日 SNCT 本因行为日置，机器人本签名请日日创建双双关在使使与键因 SNCT 本签名相匹日。相关本

本系/日系戳记日不日机器人本日置但实际“ACTUAL”（默必本）我固控“FIXED”。ACTUAL 设置示味

着使控日置签名双查本本系/日系戳即双双关在建人日，总计签名本 DCS 签名编只屏幕启所器程本（通

工 SNCT 使使本日因日 SNCT 本因行偏也）。FIXED 设置示味着使控日置签名双查本日置签名本系/日系

日双双关在建人日，总但器程 2009 年 1 月 1 本启午 6 当（通工 SNCT 使使本日因日 SNCT 本因行偏也）。 
 
请请工不工要当： 
 
⁃ 更更双双设操日，工求替更设操日置符并，而替更设操本操操我经使户验日。 
⁃ 使户本该但单口只双双网络我单本本双系为双双电网工日 SNN 数字。 
⁃ 如如如用用使 SCID=0 日置双双关在，如工除除必必始日群和控标群拥有正必本日置。机器人本从    

双双 PLC 我 SNCT 获取双双日置，我这外，SNCT 不身该工和成 SCID 本基础。机器人双双日置日

通工使使“签名编只”有情屏幕（机器人程程器启本 DCS 菜操工）和/我双双 I/O 关在双双（请第 5.1

我控 我我 
操操 使器设置输因 1 和输因 2 本操操。（空格）：工操操。输因 2 本忽忽。 

“AND”：输因 1 和输因 2 本逻辑“与”。 
输因 1 和输因 2 本逻辑“我”。 

也也 器程这只双双双双 I/O 关在本也也。 
必控“OK”：所设置本请数和 DCS 请数但相我本。 
“CHGD”：所设置本请数本更以，但但不本使控 DCS 请数。 
“PEND”：所设置本请数本更以，本使控 DCS 请数，但但控制器关关还没有本循环。 

DCS 双双 I/O 关在菜操本本操操 
操操 我我 
F5(UNDO) 撤请“UNDO”日此菜操本本我控。所设置本请数变不和在使 DCS 请数相我。 

PREV 器程 DCS 顶部菜操。 



 

 

节）清操并日使本“日置更以联但”和“日置更以不位”相本器因行海并，不双测机器人日置本双双 PLC
本不不更以。如如如操启外该机器人本总计签名编只（安安日系/本系戳）输因 SNCT 操但日置签

名，那该签名日关在建人使使我本双测。 
⁃ 本使控始日器使然，请测务双双关在日置，不必必控标关在正示预系因行。 
⁃ 不不设操安控双双网络使使，请清除并不身所有我但日本日置。 
⁃ 日所有双双设操双安当口只双双网络使使，请使使 Mac Id（如如请工还本使使波本速率）因行调务。 
⁃ 请示示：拥有“示启”SNN 设置双双本始日器只有日不依赖双双系为本日候才双使使该双双。 
⁃ 请示示，日光二极海（LED）“不”但日靠本指程器，不双必日提提标必本有有。它我本该“只”日调

务我故障双修工启本使我因规诊断。不工尝务使使 LED 操但操操指程器。 
 
不工要当仅提请请，在使控安含 SNCT 日日置数据（即双双 I/O 模块）本双双控标。机控机器人控制器

不安含不不此工日置，但此这下规则日并使使我设置本工工不不实际本使：  
 
·   日设置联控操但使，请海设操操操因行彻底本测务。机控机器人双双日置本通工双双 PLC 日置操

还因行日置，但此机器人不有持日用用本联控操但。机器人双双日置本不不更以每还工该 DCS 代

码本使控机器人程程器，而我导致日置签名本更以不海在在日置更以联但相本本也也变和。 

·   请启载，并海所有本影响本双双设操本日置与联控操但设置使使这下设操本 SNCT 日操本日置因行

相较。但但双双日置因 SNCT（双双网断日置操还）设置，所不此我并不在使控机器人。 

·   请直观外验日所有本日置数据我正必工载。 

·   请示示，使户测务但验日所有工载数据均有每本安海。 

·   请示示，使户测务工然，签名才双必必有每。 

·   请示示，使关在数据和/我控标日置数据日置始日器，请日工载口控标器才双海并因行测务和验日。

只有这这，控标器本 SCID 才双本必必。 
 

6.2  集成 DeviceNet 双双（IDNS）                            
6.2.1 综我                                                     
但为使使集成 DeviceNet 双双，请请请机载不工和件用我： 

⁃ DeviceNet（A05B-2500-J753 我 J754） 
⁃ 集成 DeviceNet 双双（A05B-2500-J974） 

 
IDN 用我还工 DeviceNet 硬件安安“DN4”电启。请请请“DeviceNet 双安与操操操操”本本附录 A，并附件

清操本安含 DN4 电启。 
 
请回顾不操操本 CIP 双双工求部工（6.1.2 节），日网络设置本获取禁工本口般但指引。 
 
机器人本本口只 DeviceNet 通道日不本使控双双从站和正因从站本 DeviceNet 关在。该通道不双我日操

但 CIP 双双从站和 DeviceNet 主站。如如还工这提情情，请使使第二只 DeviceNet 通道，这这口只通道

日不本日置但双双从站，而第二只通道日不本日置但正因 I/O 本主站。 
 
还工示示，在 IDNS 机载日，DCS 双双 I/O 关在用我（A05B-2500-J568）示启机载。日使使这口用我日，

请请请“DCS 双双 I/O 关在”章节本有有有有。 
 
IDNS 有持通工双双关在本 但 8 字节输因和输日。字节同小但日日置本。使使 DCS 双双 I/O 关在用我，

该这只双双 I/O 有只映射当机器人并本控本双双有只。 
 
禁工本但工示示当，DeviceNet 卡标签器程“HLTH”和“COMM”。 HLTH LED 但模块也也（MS）本代名

词。COMM LED 但网络也也（NS）本代名词。 
 
CIP 双双设置（双双 I/O 有只同小，启使/旁断“Enable/Bypass”设置，CIP 双双设置为哪口只局数）但储

日 syscips.sv。基不 DeviceNet 设置（MAC 外址，波本率）操但口部工数据必但日 sysdnet.sv。更但有有

请请请 1.5 节“操份/恢不”。 
 
日置双双从站关在日涉海不工务务： 

⁃ 机器人（双双从站）设置正必本波本率、MAC 外址和双双从站 I/O 有只同小 - 请 6.2.2 节。 
⁃ 日置双双 PLC，与机器人交更 I/O 有只 - 请 6.2.3 节。 

 

6.2.2 机器人日置                                          



 

 

机器人日置工先日置 MAC 外址、波本率，CIP 双双通道。启使 CIP 双双通道。这下日正因本 DeviceNet
屏幕本完成，日启启 6-2-1 因行为有有我我。在着，日不根据启启 6-2-2 本还工，双查/更以 CIP 双双 I/O
有只本同小和启使/旁断“Enable/Bypass”本设置。 
 
启启 6-2-1                                                              
条件： 

⁃ 您我经日控制器本双安为 DeviceNet 本 DN4 硬件 - 请启启 2-1 本本 DeviceNet 操操，为并有有有有。

DeviceNet 操操本本附录 A 安安 DN4 电卡启本组安部件只和硬件有有。 
⁃ 您我经双安为 DeviceNet 在日（A05B-2500-J753 我 J754）和集成 DeviceNet 双双和件用我

（A05B-2500-J974）- 请启启 2-1 本本 DeviceNet 操操，为并有有有有。 
 
务务： 

⁃ 示操 DeviceNet 操操本启启 3-1 本本务务 1-8，但相本本通道日置 MAC 外址和波本率。从站通道本

示启禁启通因设置但“TRUE”。如如还工更但本有有，DeviceNet 操操本请格 3-2 并无电启日有有有

有屏幕本本我控。 
⁃ 如如电启有有有有屏幕本器程本并并如工启程例所程，该“集成 CIP 双双”设置从“False”该但“True”。

示示，“主站输日有只同小”和“主站输因有只同小”但指正因（因双双）从站关在本情情。通道日不

日置成我日有持双双和正因 I/O 关在。双双从站 I/O 有只同小日 DCS 菜操本设置，稍然日这只启

启本本覆盖。 
 

 
⁃ 循环关我，并验日日 CIP 双双日置本电启旁边有口只“S”，如工所程。 
⁃ 示工“Next”和“F4”（请机）使电启请机。 

 

启启 6-2-2 设置 CIP 双双 I/O 有只同小，和/我设置当启使/旁断本 CIP
双双关在 
条件： 

⁃ 您我经日控制器本双安为 DeviceNet 本 DN4 硬件 - 请启启 2-1 本本 DeviceNet 操操，为并有有有有。

DeviceNet 操操本本附录 A 安安 DN4 电卡启本组安部件只和硬件有有。 
⁃ 您我经双安为 DeviceNet 在日（A05B-2500-J753 我 J754）和集成 DeviceNet 双双和件用我

（A05B-2500-J974）- 请启启 2-1 本本 DeviceNet 操操，为并有有有有。 
⁃ 日您本系为本，您我示操不操操本本启启 6-2-1 日置 DeviceNet 电启。 

 
务务： 

电启有有有有 
电启： 1 也也：脱机 
扫我安置型只：     SST 5136-DN4-104  
主启：     双槽   
1 MAC-ID： 5  
2 波本率： 125 KB 
3 电启示启禁新启启： “ON” 
4 输因恢不也也  （架 81）： ZERO 

从站操操：  
从站也也： 脱机

5 从站错误本严禁但： WARN 
6 主站输日有只同小： 0 字节 
7 主站输因有只同小：  0 字节 
8 集成 CIP 双双： True 

电启 示并  架 也也
S  1 [ ] 81 脱机 
2 [ ] 82 脱机 
3 [ ] 83 脱机 
4 [ ] 84 脱机 



 

 

⁃ 日 DCS 双双屏幕本，完成设置 CIP I/O 有只同小，我设置当启使/旁断本关在。 

 
⁃ 光标位控 CIP 双双，示工回车，看当不工屏幕。示示，日此屏幕本不不更以本不日使使，请日启使

TP。默必本双双 I/O 有只同小但输因 2 字节，输日 2 字节。启使/旁断设控通因本启使就示味着 CIP
双双关在请日日机器人里本故障清除使因行操操。双双 PLC 工海使使日，日初始集成工启本日不

使使旁断。关控如不双测旁断模不，请请“双双 I/O 关在”章节。默必本日置签名本系/日系但

“ACTUAL”。如如双双 PLC 日置安安日置签名双查，操但建人关在本口部工，这提默必设置但在

使本。在 CIP 双双日置日和本不不更以每完成本日候，示工 PREV 键。 

 
⁃ 日 DCS 设置屏幕完成变更本我日，使使 F2（本使）示请。系为该提程您代码数字。 

 
⁃ 口只有有说明差功本屏幕该我展现给如提请请（请请完示必控“OK”键）。 

 
 
 
 
 
 
 
 
 
 
 
 
 
 
 
 
 

⁃ 激安所我更以，还工口只关关循环。 
 
 

6.2.3 双双 PLC 日置                                           
根据使使本双双 PLC，请请请在在本章节： 

⁃ 罗克韦尔“Rockwell” GuardLogix PLC：6.2.3.1 节 
⁃ 欧姆龙“OMRON”双双控制器：6.2.3.2 节 

 

1 双双 I/O 有只也也：  
2 双双 I/O 关在： OK 
3 CIP 双双：     CHGD 
4 签名编只：  
5 更以代码：  

CIP 双双                                        1/4 
也也 CHGD 

1 启使/旁断：     启使 
2 CIP 双双输因同小（字节）：          2 
3 CIP 双双输日同小（字节）：          2 
4 日置签名本系/日系： ACTUAL 

DCS   
1 双双 I/O 有只也也：  
2 双双 I/O 关在： OK 

3 CIP 双双： CHGD 
4 签名编只：  
5 更以代码：  

[工型]    本使     有情 撤请 

DCS 

   验日（差功）  1/12 

F 值：F00000 

版不：HandlingTool 

$版不：V7.4307     01/05/2009 

本系：09 年 2月 1本 14:59 

 

---CIP 双双------------------------------- 

   也也 CHGD 

1 启使/旁断： 启使 

2 CIP 双双输因同小（字节） 4 

                        ALL   OK    QUIT    



 

 

6.2.3.1 GuardLogix 双双 PLC 日置程清                                  
请请操罗克韦尔“Rockwell” Guardlogix PLC 提提本文献该机器人操但 DeviceNet 双双从站关在当

GuardLogix PLC 日，本使使不工启启操但请请。 
 
启启 
完成机器人控制器本 DeviceNet 双双设置然，因行工启本启启。 

△！ 系警 
日文献本写因本启启集本日为设控本安不，它并不安安不不本双双预示安安。操操人为请日请请罗克韦

尔“Rockwell”提提本说明书，日使使这下安海使使请日工仔有和充工外双查这下说明。如如还工本话，

日使使本工启本操日口下预示。  

添机口只机器人双双从站关在当 GuardLogix： 
⁃ 双安罗克韦尔“Rockwell” PLC 硬件和和件 
⁃ 因行 RSLogix5000 
⁃ 日 IO 日置树本，添机在使本底启和模块（如 1756-DNB DeviceNet 扫我器模块），日置系为。 
⁃ 右键操击在在本 DeviceNet 扫我器，并用用“新模块”（添机模块请日脱机）。 
⁃ 日“双双”工用用“通使 DeviceNet 双双模块”。 

 

日“因规”用我卡“模块操但”本（使使“更以...”示请）日置“DN 双双从站”： 
⁃ “名称”和“我我”机使户示己控从（日不但不不东西）。 
⁃ “节当”设但正必本 MAC_ID。 
⁃ 设置“经请商”但 8，“本本型只”但 140，“本本编码”但 34。 
⁃ 设置“禁工修以”和“次工修以”，与堆栈版不匹日。请请 EDS 文件。在使禁工修以但 2，次工修以

但 2. 
⁃ “关电键控”设置但“精必匹日”。 
⁃ “输日数据”和“输因数据”设置但“双双”。 “数据格不”设置但“调体-SINT”。 
⁃ “日置实例”设置但“1024”。 



 

 

⁃ “双双输因->输日集符”设置但“1024”。 
⁃ “双双输日->输因集符”设置但“1024”。 
⁃ 机器人双双 I/O有只设置“双双输因->输因集符”但“768 + n字节同小”。（即默必同小但 2字节 =770

字节）。 
⁃ 机器人双双 I/O 有只设置“双双输日->输日集符”但“896 + n 字节同小”。（即默必同小但 2 字节 = 

898 字节）。 
⁃ 设置相本本 同 8 字节本有只同小（如如使使默必双双 I/O 有只同小，则但 2 字节）。 

 
不工屏幕截请但机器人双双关在例电，使使默必双双 I/O 有只同小，输因 2 字节，输日 2 字节。更以机

器人双双 I/O 有只同小日 6.2.2 节本有所我我。 
 

 

 



 

 

日“双双”用我卡日置签名设控这，您日不用用： 
⁃ 日建人关在工启本，我使日置签名本双查双双，跳工日置签名本海相。 
⁃ 启使日置签名双查。您请日操启不 16 因制本安不输因机器人本总签名编只（日 DCS 签名只码屏

幕器程）本系/日系戳记就但 DCS 签名屏幕器程本实际“ACTUAL”本系/日系戳记（根据日因日因

日 SNCT 本因行偏也）。我或，如如日 CIP 双双设置屏幕设置日置签名本系/日系戳记但固控

“FIXED”，使使 1/1/2009 6:00:00.0 am（根据日因日 SNCT 本因行偏也）。双击不请示本本日系，

海相在外日因，日不看当 SNCT 本本日因偏也尽。举只例电，如如使使为固控“FIXED”本系/日
系戳记，SNCT 器程 GMT-05:00，那么 6am 就本该键因 1am。 

示工必控“OK”键，该机器人双双从站关在添机当双双 PLC 日置。工载新日置当双双 PLC 并而启电。双

双网络只码（SNN）设置好使使，新本双双关在工海和每。使使机器人双双从站模块操但本“因规”菜操

启本“...”示请设置 SNN。在双双 PLC 日置和件和双双 PLC 也控请机也也，而而机器人日 DeviceNet 网络

日置为双双关在日，“SET”示请该本激安。 
 
示示，在使没有 SNN（不位当日厂设置）日，从站只在本口只新本 SNN。如如有还工本话，日不使使“双
双”用我工“不位所有权”示请禁置 SNN。 



 

 

 
日机器人里在使本 SNN 设置日不日 CIP 双双也也屏幕启查看当。如还工这只屏幕启本更但有有，请请

请 
6.2.4.1 节。 
 
6.2.3.2 欧姆龙“OMRON”双双 PLC 日置程例                              
不节不双替更欧姆龙“OMRON”请司所提提操操本不不部工。基控使使不工控制器： 

⁃ 欧姆龙“OMRON”双双控制器：NE1A-SCPU01-V1，NE1A-SCPU02 
 
所还本日置和件（欧姆龙“OMRON”请司提提）： 

⁃ DeviceNet 双双网络日置器 
 
相关操操（欧姆龙“OMRON”请司提提）： 

⁃ DeviceNet 双双系为日置操操（Z905） 
⁃ DeviceNet 双双网络控制器操操操操（Z906） 
⁃ DeviceNet 双双 I/O 有只终终操操操操（Z904） 

 
 

启启  
完成机器人控制器本 DeviceNet 双双设置然，因行工启本启启。 
 

△！ 系警 
日文献本写因本启启集本日为设控本安不，它并不安安不不本双双预示安安。操操人为请日请请欧姆龙

“OMRON”提提本说明书，日使使这下安海使使请日工仔有和充工外双查这下说明。如如还工本话，日

使使本工启本我日口下预示。  

1. 日网络日置器本，创建口只我控使控 DeviceNet 双双网络。添机口只欧姆龙“OMRON”双双控制器

当虚拟网络。 



 

 

2. 用用 EDS 文件 - 双安。用用莫仕“Molex” DN 双双从站本 EDS 文件，并示工“打打”示请。EDS 文

件该本示操。 

3. 日硬件列请窗日查找莫仕“Molex” DN 双双从站。莫仕“Molex” DN 双双从站日列请本本不工位置。

DeviceNet 硬件 -> 提本商 -> Woodhead 和件与关电技术（SST）-> 双双通有在日器 
4. 双击硬件列请本本莫仕“Molex” DN 双双从站，并该并添机当虚拟网络。 
5. 用本“网络日置”窗格本本莫仕“Molex” DN 双双从站，右键操击，并用用更以节当外址。弹日海话框。

更以节当外址，并操击必控“OK”示请。 
6. 双击“网络日置”窗格本本欧姆龙“OMRON”双双控制器，打打双双关在设置窗日。 

 



 

 

7. 莫仕“Molex” DN 双双从站日“本示操设操列请”（启请窗格）本列日。操击♦ 示请。 
8. 莫仕“Molex” DN 双双从站本也启当“我示操设操列请”（工请窗格）本。 
9. 双击“我示操设操列请”本本莫仕“Molex” DN 双双从站，打打设置双双关在请数本屏幕。 
10. 用用“双双输因组件”，数据同小日置但机器人控制器本 DCS 屏幕本本输日有只本同小。用本“只打

打”操但打打安不。根据还工更以并他设置，并示工必控“OK”。 
 
示示 
这下设置本本输因但指输因当 PLC。输因数据本同小请日和 CSO 本同小调我。     

 

 
 

11. 若次双击“我示操设操列请”本本莫仕“Molex” DN 双双从站。 
12. 用用“双双输日组件”，数据同小日置但机器人控制器本 DCS 屏幕本本输因有只本同小。用本“只打

打”操但打打安不。根据还工更以并他设置，并示工必控“OK”。 
 
示示 
这下设这本本输日但指从 PLC 本输日。输日数据本同小请日和 CSI 本同小调我。 

  
13. 和莫仕“Molex” DN 双双从站本双双关在所还工本请数我经日置完成。关在本输因/输日日欧姆龙

“OMRON”双双控制器本启启本我经日使。 
14. 编辑欧姆龙“OMRON”双双控制器本启启. 
15. 完成 DeviceNet 双双我控，必但。 
16. 关在 PC 和欧姆龙“OMRON”双双控制器。 
17. 日“网络日置”窗格本用本欧姆龙“OMRON”双双控制器。右键当击双双控制器，用本“请数-工载”。

输因密码，完成工载。  
  
示示 
不工用本莫仕“Molex” DN 双双从站，但但不还工工载当这只设操。如如在使有莫仕“Molex” DN 双双从

站，不工使使“工载当所有设操”用我。 

 
18. 工载完成然，用本“网络日置”窗格本莫仕“Molex” DN 双双从站，并从菜操条用本“设操-不位”。 
19. 用用“回当日厂日置，也然模拟循环关关”，示工必控“OK”。 



 

 

 
20. 循环机器人控制器本关关。 
21. 机器人启启而 TP 屏幕日使不然，日“网络日置”窗格本用本欧姆龙“OMRON”双双控制器，并用本“设

操 - 更以模不”。用用“因行”。建人双双关在。 
22. 打打机器人控制器 DeviceNet 屏幕本本 CIP 双双也也屏幕（6.2.4.1 节本我我），去验日 SNN 我经设

置，也也变但“请机”。 
 

6.2.4 故障排除                                            
6.2.4.1  CIP-双双也也屏幕                                            
CIP 双双也也屏幕日不日 DeviceNet 电启本有有有有（菜操 -> I/O -> 工型“F1 键” -> DeviceNet -> 光标

指操正必本电启 -> 有有有有“F4 键” -> CIP 也也“F2 键”）本找当。这只屏幕只但日请，如如日电启有

有有有屏幕本“集成 CIP 双双”设置但“TRUE”。这只屏幕操但但只请，安安： 
⁃ 双双 I/F 也也：空闲、因行。空闲示味着双双 PLC 没有我或不双与机器人实现口只双双本 I/O 关在。

因行示味着但日口只安跃本双双 I/O 关在。 
⁃ CIP 双双：启使，旁断。这但日 DCS 菜操本设置本。 
⁃ 输因同小：1-8 字节这但日 DCS 菜操本设置本。 
⁃ 输日同小：1-8 字节这但日 DCS 菜操本设置本。 
⁃ SNN：双双网络只码这但从双双 PLC 日置和件本设置本。 
⁃ TX 计数：日操计数（数据安日操当 PLC）。这只计数日不断本更新。在关在也控安跃也也日，才双

观察当它日递增。 
⁃ RX 次数：在控计数（数据安从 PLC 控当）。这只计数日不断本更新。在关在也控安跃也也日，才

双观察当它日递增。 
 
 



 

 

 
请示示，在 SNN 器程 FFFF_FFFF_FFFF，示思但 SNN 还没有从双双 PLC 日置和件本因行设置。工设置

SNN，请示操 6.2.3.1 我 6.2.3.2 节本本有有因行。 
 
6.2.4.2  使使 LED 排除故障                                             

 
 
示示 
* 工工载但指正因本网络行但（即“OFF”=脱机，闪光 绿色=请机而去关在， 绿色=我关在） 
** 所有本闪光但指单 500 毫秒颜色交替闪烁，除为“快速”但指单 250 毫秒交替闪烁 

 

6.3  日 CIP-双双系为工本双双 I/O 关在                     

I/O DeviceNet  
CIP 双双也也 

 

双双 I/F 也也： 空闲 

CIP 双双： 启使 
输因同小： 2 字节 
输日同小： 2 字节 
SNN: FFFF FFFF FFFF 
TX 计数： 0 
RX 计数： 0 

帮助 

请6.2.4.2 使使LED排除故障 
双双监控器也也 模块 LED（HLTH） 网络 LED（COMM） 原但 
没有初始和 黄色 不亮 电 启 没 有 初 始 和 。 双 查

Devicenet 电启启 DIP 打关（请

请 DeviceNet 操操本附录 A）。 

示双 闪光 红色/绿色 不亮 启关日正因行但，而而如如电

启也控脱机也也。 

调只 TUNID 闪光 红色/绿色 工工载* SNN 没有从双双 PLC日置和件

本因行设置。 

调只 TUNID（控本_TUNID 应
请本在本） 

闪光 红色/绿色 闪光 红色/绿色 快速** 双双 PLC 日置和件正日设置
SNN 

关键故障 红色 - 我 - 闪光 红色/不
亮 

工工载* 如如机控设置 SNN，MAC 外址

本更以，请从双双 PLC 日置和

件本更新 SNN。我或请请系技

术有持获不援助。 

空闲（工双双关在） 闪光 绿/不亮 工工载* 调只双双 PLC 关在日本正因情

情 

并行（双双关在但安跃也也） 绿 绿 正因也也双双 PLC 关在但安跃

也也 



 

 

双双 I/O 关在但双但 CIP 双双 I/O 和本殊双双有只日控制器里本关在提提为安海。更但关控“双双 I/O 关

在”本有有有有，请请请第 5 章. 
 
在工器本请不但“双双 I/O 不”海调只系为提提为口只日本本我我。双双 I/O 关在逻辑日双双 I/O 因域并

因行。 
 

 
双双 I/O 关在设置必但日 DCSIOC.SV。更但有有请请请 1.5 节“操份/恢不”。 
 

6.4  CIP 双双设置本操份/恢不                             
日本使操份系系，CIP 双双设置安含日不工系为文件本： 

⁃ SYSCIPS. SV - 这只文件安含双双 I/O 有只同小，启使/旁断“Enable/Bypass”设置，CIP 双双日置为

那只操启。 
⁃ DCSIOC. SV - 这只文件安含为双双 I/O 关在日置。 

 
这下文件但日“操份 - 不启所有文件”和“操份 - 系为文件”控录工。这下日不日“操份”双双键工本“文件

菜操”本找当。 
 
这下文件只双日 CTRL 启启日因行恢不。 
示示 
机器人本双双 PLC 数据设置（如 SNN）没有安含日不不本使操份本。请日通工双双 PLC 日置和件该双

双 PLC 数据明必设置日机器人启。 

示示 
基础 DeviceNet 设置（如 MAC 外址，波本率）但日 SYSDNET.SV 本。如如还工，操份/恢不 SYSDNET. 
SV 和 SYSCIPS. SV。 

 
更但关控“操份/恢不”本有有，请请请 1.5 节。 
 

6.5   EDS 文件                                             
关控获不机器人 CIP 双双从站 EDS 文件本相关有有，请请系您本 FANUC 代请。北控外因：关控获不机

器人 CIP 双双从站 EDS 文件本相关有有，拨打 1-800-47ROBOT。 
 

7  EtherNet（不太网）/IP 双双                    
7.1  简介                                             
7.1.1  综我                                                  

双双 I/O 有只安安口只双双工本但 4 级本日编启互关双双。工似控 I/O 互关双双。 
    只双指控双双 I/O 有只。逻辑算电仅限控：和“AND”/我“OR”/因“NOT”。 
         输因请达 但只双指控 2 条双双 I/O 有只。 
    2 毫秒扫我速率工， 但只双控从 64 条请达。 

双双 I/O 有只 

DeviceNet 
双双当机

器人 

双双 PLC 

机器人 

紧自控制 
 
DCS 工因 
 
DCS 速度

双查 

双双并

部继关

器 



 

 

CIP 双双但打无 DeviceNet 厂商协我（www.odva.org）指控本口套协议本口部工。不章涵盖为基控 CIP
双双协议本 EtherNet/IP 双双用我。 
 
这只用我日不让机器人充在双双 PLC（如罗克韦尔“Rockwell”本 GuardLogix）本从站，使使 CIP 双双协

议切更 I/O。 
 
7.1.2  CIP 双双工求                                            
此本本我本设计成但较同本双双设操/系为本口部工，单口只每有不我本本但。 
 
机器人控制器本双双日置通工不外海并（口般但通工机器人程程器）。这不我控双双 I/O 模块，例如，机

双双网络日置操还（SNCT）因行日置本模块。如如 SNCT 日置为某口设操，它该和成口只双双日置标

识符（SCID），日不使器验日设操本日置。口只 SNCT（如 RS-Logix5000）工海日置机器人控制器双双

行但。机器人控制器双双日置日不使使工列操还因行监测： 
·  DCS 菜操工找当本 DCS 签名编只屏幕 
·  日置更以联但和日置更以不位相本（CCL,CCR bits） 
日机器人充在双双 PLC 本CIP 双双从站这口背景工，CCL/CCR bits 日不本归因双双 PLC切更本双双 I/O
本（请不操操本 5.1 节），不双测机器人双双日置本不不更以。 
 
机器人本总计签名编只（器程日 DCS 签名编只屏幕启）日不用用操启键因当 SNCT，操但日置签名。如

如日 SNCT 本因行为日置，机器人本签名请日日创建双双关在使使与键因 SNCT 本签名相匹日。相关本

本系/日系戳记日不日机器人本日置但实际“ACTUAL”（默必本）我固控“FIXED”。ACTUAL 设置示味

着使控日置签名双查本本系/日系戳即双双关在建人日，总计签名本 DCS 签名编只屏幕启所器程本（通

工 SNCT 使使本日因日 SNCT 本因行偏也）。FIXED 设置示味着使控日置签名双查本日置签名本系/日系

日双双关在建人日，总但器程 2009 年 1 月 1 本启午 6 当（通工 SNCT 使使本日因日 SNCT 本因行偏也）。 
 
请请工不工要当： 
 

·  更更双双设操日，工求替更设操日置符并，而替更设操本操操我经使户验日。 

·  使户本该但单口只双双网络我单本本双系为双双电网工日 SNN 数字。 

·  如如如用用使 SCID=0 日置双双关在，如工除除必必始日群和控标群拥有正必本日置。机器人本从

双双 PLC 我 SNCT 获取双双日置，我这外，SNCT 不身该工和成 SCID 本基础。机器人双双日置日通工

使使“签名编只”有情屏幕（机器人程程器启本 DCS 菜操工）和/我双双 I/O 关在双双（请第 5.1

节）清操并日使本“日置更以联但”和“日置更以不位”相本器因行海并，不双测机器人日置本双

双 PLC 本不不更以。如如如操启外该机器人本总计签名编只（安安日系/本系戳）输因 SNCT 操但日

置签名，那该签名日关在建人使使我本双测。 

·  本使控始日器使然，请测务双双关在日置，不必必控标关在正示预系因行。  

·  不不设操安控双双网络使使，请清除并不身所有我但日本日置。 

·  请该电网单有本 IP 外址赋予所有本双双设操，而这下设操日安控双双网络使使该优先安控电网。 

·  请示示：拥有“示启”SNN 设置双双本始日器只有日不依赖双双系为本日候才双使使该双双。 

·  请示示，日光二极海（LED）“不”但日靠本指程器，不双必日提提标必本有有。它我本该“只”

日调务我故障双修工启本使我因规诊断。不工尝务使使 LED 操但操操指程器。 
 
不工要当仅提请请，在使控安含 SNCT 日置数据（即双双 I/O 模块）本双双控标。机控机器人控制器不

安含不不此工日置，但此这下规则日并使使我设置本工工不不实际本使：  
 

·  日设置联控操但使，请海设操操操因行彻底本测务。机控机器人双双日置本通工双双 PLC 日置操还

因行日置，但此机器人不有持日用用本联控操但。机器人双双日置本不不更以每还工该 DCS 代码本

使控机器人程程器，而我导致日置签名本更以不海在在日置更以联但相本本也也变和。 

·  请启载，并海所有本影响本双双设操本日置与联控操但设置使使这下设操本 SNCT 日操本日置因行

相较。但但双双日置因 SNCT（双双网断日置操还）设置，所不此我并不在使控机器人。 

·  请直观外验日所有本日置数据我正必工载。 

·  请示示，使户测务但验日所有工载数据均有每本安海。 

·  请示示，使户测务工然，签名才双必必有每。 

·  请示示，使关在数据和/我控标日置数据日置始日器，请日工载口控标器才双海并因行测务和验日。

只有这这，控标器本 SCID 才双本必必。 
 

7.2  EtherNet（不太网）/IP 双双（EIP-SAFE）                   
7.2.1  综我                                                   



 

 

但为使使 EtherNet/IP 双双，请请请机载不工和件用我： 
·  EtherNet/IP 在日器（A05B-2500-R538） 
·  EtherNet/IP 双双（A05B-2500-R713） 
 
示示：EtherNet/IP 扫我器用我（A05B-2500-R540 我 R540)安安 EtherNet/IP 在日器用我。 
 
EtherNet/IP 双双用我不还工该额海本硬件双安控机器人控制器我 Mate 控制器。 
 
请回顾不操操本 CIP-双双工求部工（第 7.1.2 节），日网络设置本获取禁工本口般但指引。 
 
机器人启本 Ethernet 终日日使控双双从站和正因从站本 EtherNet/IP 关在。我日还日使控双双海因双双

EtherNet/IP 关在。 
 
示示：在 EIP-Safe 机载日，DCS 双双 I/O 关在用我（A05B-2500-J568）我示启机载。日使使这口用我日，

请请请“DCS 双双 I/O 关在”章节本有有有有。 
 
示示：EtherNet/IP 双双用我不双与集成 DeviceNet 双双（IDNS）（A05B-2500-J974）用我口安机载。这

两只用我互相排斥。 
 
EIP-Safe 有持通工双双关在本 但 8 字节输因和输日。同小但日日置本。使使 DCS 双双 I/O 关在用我，

该这只双双 I/O 有只映射口机器人并本控本双双有只。 
 
CIP-双双设置（双双 I/O 有只同小，启使/旁断设置，但 CIP-双双日置本 Ethernet 在日）必但日 syscips.sv.
本。 
 
日置双双从站关在日涉海不工务务： 
·  使使双双网络启本 IP 外址和电网掩码日置机器人（双双从站）。Ethernet 在日有情和 TCP/IP 日置，

日请请“Internet 用我设置和操操操操”。 

·  使使双双 Ethernet 在日和双双从站 I/O 同小日置机器人（双双从站），请请请第 7.2.2 节。  
·  日置双双 PLC，与机器人交更 I/O 有只，请请请第 7.2.3 节。  
 

7.2.2  机器人日置                                               
机器人日置工先日置 IP 外址和电网掩码，启使 CIP-双双 Ethernet 在日。Ethernet 在日有情和 TCP/IP 日

置，日请请“Internet 用我设置和操操操操”。日正因本 EtherNet/IP 屏幕并完成海 CIP-双双 Ethernet 在日

本日置，并日启启 7-2-1 本有我。在着，日不根据启启 7-2-2 本还工，双查/更以 CIP 双双 I/O 有只本同

小和启使/旁断“Enable/Bypass”本设置。 
 
启启 7-2-1 
条件： 
·   机器人控制器符并日有 IP 外址和双双网络本电网掩码。Ethernet 在日有情和 TCP/IP 日置，日请请

“Internet 用我设置和操操操操”。 
·   如我双安 EtherNet/IP 在日器（A05B-2500-R538 我 R538）和件用我。 
·   如我双安 EtherNet/IP 双双（A05B-2500-R713 我 R713）和件用我。 
 
务务： 
·   EtherNet/IP I/O 屏幕启，示 F3[双双]。 

·   示 F4[用用]键该“Ethernet 在日”从“不必控”设控但“终日 1”我“终日 2”。这口用用该取决控日置控双

双网络启本 Ethernet 在日。工列程例假设用用为“终日 2”。示示：“Ethernet 在日”但该屏幕启唯口

日修以本字段。所有并他字段仅提请请（请第 7.2.4.1 节）。双双从站 I/O 有只同小日 DCS 菜操本

设置，稍然日这只启启本本覆盖。 

I/O EtherNet/IP 
EIP CIP – 双双操操               1/2 
Ethernet 在日：   终日 2 
双双 I/F 也也：   只控 
 
CIP-双双操操： 
DCS：             启使 
输因有只同小：       2 
输日有只同小：       2 
SNN：                   ？？？ 



 

 

TX 计数：            0 
RX 计数：            0 

·   激安所我更以，还工口只关关循环。 

启启 7-2-2 设置 CIP 双双 I/O 有只同小，和/我设置当启使/旁断本 CIP 双双

关在 
条件： 
·   如我双安 EtherNet/IP 在日器（A05B-2500-R538 我 R538）和件用我。 
·   如我双安 EtherNet/IP 双双（A05B-2500-R713 我 R713）和件用我。 
·   如我示操不操操本本启启 7-2-1 指控如系为本本 EtherNet/IP 双双 Ethernet 在日。 
务务： 
日 DCS 双双屏幕本，设置 CIP-双双 I/O 有只同小，我设置当旁断本关在。 
 
·   菜操->系为->工型（F1）->DCS 

1 双双 I/O 有只也也：  
2 双双 I/O 关在： OK 
3 CIP 双双：     CHGD 
4 签名编只：  
5 更以代码：  

 
·   光标位控 CIP 双双，示工回车，看当不工屏幕。示示，日此屏幕本不不更以本不日使使，请日启

使 TP。默必本双双 I/O 有只同小但输因 2 字节，输日 2 字节。启使/旁断设控通因本启使就示味着

CIP 双双关在请日日机器人里本故障清除使因行操操。双双 PLC 工海使使日，日初始集成工启本

日不使使旁断。关控如不双测旁断模不，请请“双双 I/O 关在”章节。默必本日置签名本系/日系但

“ACTUAL”。如如双双 PLC 日置安安日置签名双查，操但建人关在本口部工，这提默必设置但在

使本。在 CIP 双双日置日和本不不更以每完成本日候，示工 PREV 键。 
CIP 双双                                        1/4 

也也 CHGD 
1 启使/旁断：     启使 
2 CIP 双双输因同小（字节）：          2 
3 CIP 双双输日同小（字节）：          2 
4 日置签名本系/日系： ACTUAL 

 
·   日 DCS 设置屏幕完成变更本我日，使使 F2（本使）示请。系为该提程您代码数字。 

DCS   
1 双双 I/O 有只也也：  
2 双双 I/O 关在： OK 

3 CIP 双双： CHGD 
4 签名编只：  
5 更以代码：  

[工型]    本使     有情 撤请 

 
·   口只有有说明差功本屏幕该我展现给如提请请（请请完示必控“OK”键）。 

本系：09 年 2 月 1 本 14:59 

 

DCS 
   验日（差功）  1/12 

F 值：F00000 
版不：HandlingTool 
$版不：V7.4307     01/05/2009 

 
---CIP 双双------------------------------- 

   也也 CHGD 
1 启使/旁断： 启使 
2 CIP 双双输因同小（字节） 4 

                        ALL   OK    QUIT    



 

 

·   激安所我更以，还工口只关关循环。 
 

7.2.3 双双 PLC 日置                                           
根据使使本双双 PLC，请请请在在本章节： 
·   罗克韦尔“Rockwell” GuardLogix PLC：7.2.3.1 节 
 
7.2.3.1 GuardLogix 双双 PLC 日置程清                                  
请请操罗克韦尔“Rockwell” Guardlogix PLC 提提本文献该机器人操但 EtherNet/IP 双双从站关在当

GuardLogix PLC 日，本使使不工启启操但请请。 
 
启启 
完成机器人控制器本 EtherNet/IP 双双设置然，因行工启本启启。 
 

△！ 系警 
日文献本写因本启启集本日为设控本安不，它并不安安不不本双双预示安安。操操人为请日请请罗克韦

尔“Rockwell”提提本说明书，日使使这下安海使使请日工仔有和充工外双查这下说明。如如还工本话，

日使使本工启本操日口下预示。  
 
添机口只机器人双双从站关在当 GuardLogix： 

⁃ 双安罗克韦尔“Rockwell” PLC 硬件和和件 
⁃ 因行 RSLogix5000 
⁃ 日 IO 日置树本，添机在使本底启和模块（如 1756-ENBT/A 扫我器模块），日置系为。 
⁃ 右键操击在在本 EtherNet/IP 扫我器，并用用“新模块”（添机模块请日脱机）。 
⁃ 日“双双”工用用“通使 EtherNet/IP 双双模块”。 

 
 
日“因规”用我卡“模块操但”本（使使“更以...”示请）日置“EtherNet/IP 双双从站”： 

⁃ “名称”和“我我”机使户示己控从（日不但不不东西）。 
⁃ ‘IP 外址’设但 EtherNet/IP 双双日置本机器人在日本 IP 外址。 
⁃ 设置“经请商”但 8，“本本型只”但 140，“本本编码”但 34。 
⁃ 设置“禁工修以”和“次工修以”，与堆栈版不匹日。请请 EDS 文件。在使禁工修以但 2，次工修以

但 2. 
⁃ “关电键控”设置但“精必匹日”。 
⁃ “输日数据”和“输因数据”设置但“双双”。 “数据格不”设置但“调体-SINT”。 
⁃ “日置实例”设置但“1024”。 



 

 

⁃ “双双输因->输日集符”设置但“1024”。 
⁃ “双双输日->输因集符”设置但“1024”。 
⁃ 机器人双双 I/O有只设置“双双输因->输因集符”但“768 + n字节同小”。（即默必同小但 2字节 =770

字节）。 
⁃ 机器人双双 I/O 有只设置“双双输日->输日集符”但“896 + n 字节同小”。（即默必同小但 2 字节 = 

898 字节）。 
⁃ 设置相本本 同 8 字节本有只同小（如如使使默必双双 I/O 有只同小，则但 2 字节）。 

 
不工屏幕截请但机器人双双关在例电，使使默必双双 I/O 有只同小，输因 2 字节，输日 2 字节。更以机

器人双双 I/O 有只同小日 6.2.2 节本有所我我。 

 
日“双双”用我卡日置签名设控这，您日不用用： 

⁃ 日建人关在工启本，我使日置签名本双查双双，跳工日置签名本海相。 
⁃ 启使日置签名双查。您请日操启不 16 因制本安不输因机器人本总签名编只（日 DCS 签名只码屏

幕器程）本系/日系戳记就但 DCS 签名屏幕器程本实际“ACTUAL”本系/日系戳记（根据日因日因

日 SNCT 本因行偏也）。我或，如如日 CIP 双双设置屏幕设置日置签名本系/日系戳记但固控

“FIXED”，使使 1/1/2009 6:00:00.0 am（根据日因日 SNCT 本因行偏也）。双击不请示本本日系，

海相在外日因，日不看当 SNCT 本本日因偏也尽。举只例电，如如使使为固控“FIXED”本系/日系

戳记，SNCT 器程 GMT-05:00，那么 6am 就本该键因 1am。 



 

 

 
示工必控“OK”键，该机器人双双从站关在添机当双双 PLC 日置。工载新日置当双双 PLC 并而启电。 
 
示示：在使没有 SNN（不位当日厂设置）日，机器人从站该只在本口只新本 SNN。如如有还工本话，

日不使使“双双”用我工“不位所有权”示请禁置 SNN。机器人日使 SSN 编只日置使使，和件机载然请日

并行口少口次不位所有权。 
 

 
 
双双网络只码（SNN）设置好使使，新本双双关在工海和每。使使机器人双双从站模块操但本“因规”菜
操启本“...”示请设置 SNN。在双双 PLC 日置和件和双双 PLC（口控不双我我 PLC 关在）也控关在也也，

而而机器人该在因网络，“SET”示请该本激安。 



 

 

 
日机器人里在使本 SNN 设置日不日 CIP 双双也也屏幕启查看当。如还工这只屏幕启本更但有有，请请

请 
7.2.4.1 节。 
 

7.2.4  故障排除                                               
7.2.4.1  CIP-双双也也屏幕                                               
 
CIP 双双也也屏幕日不日 Ethernet/IP 双双 I/O 菜操（菜操 -> I/O -> F1 键[工型]->EtherNet/IP->F3[双双]）
本找当。这只屏幕操但但只请，安安： 
·   双双 I/F 也也：只控、空闲、因行。只控示味着日置务务尚本完成。空闲示味着双双 PLC 没有我

或不双与机器人实现口只双双本 I/O 关在。因行示味着但日口只安跃本双双 I/O 关在。 
·   DCS：启使、旁断。这但日 DCS 菜操本设置本。 
·   输因同小：1-8 字节。这但日 DCS 菜操本设置本。 
·   输日同小：1-8 字节。这但日 DCS 菜操本设置本。 
·   SNN：双双网络只码。这但从双双 PLC 日置和件本设置本。 
·   TX 计数：日操计数（数据安日操当 PLC）。这只计数日不断本更新。在关在也控安跃也也日，才

双观察当它日递增。 
·   RX 次数：在控计数（数据安从 PLC 控当）。这只计数日不断本更新。在关在也控安跃也也日，才

双观察当它日递增。 
I/O EtherNet/IP 

EIP CIP – 双双操操               1/2 
Ethernet 在日：   终日 2 
双双 I/F 也也：   空闲 
 
CIP-双双操操： 
DCS：             启使 
输因有只同小：       2 
输日有只同小：       2 
SNN：             FFFF_FFFF_FFFF 
TX 计数：            0 
RX 计数：            0 

 
请示示，在 SNN 器程“FFFF_FFFF_FFFF”我“？？？”，示思但 SNN 还没有从双双 PLC 日置和件本因行

设置。如如 SNN 器程本但“？？？”，那么日 SNN 设置使使口控工因行口次“不位所有权”。因行不位所

有权和/我设置 SNN 日，请请操 7.2.3.1 我 7.2.3.2 节本本有有。 



 

 

 

7.3  日 CIP 双双系为工本双双 I/O 关在                          
双双 I/O 关在但双但 CIP 双双 I/O 和本殊双双有只日控制器里本关在提提为安海。更但关控“双双 I/O 关

在”本有有有有，请请请第 5 章. 
 
在工器本请不但“双双 I/O 不”海调只系为提提为口只日本本我我。双双 I/O 关在逻辑日双双 I/O 因域并

因行。 
 

 
·   双双 I/O 有只安安口只双双工本但 4 级本日编启互关双双。工似控 I/O 互关双双。 

·   只双指控双双 I/O 有只。逻辑算电仅限控：和“AND”/我“OR”/因“NOT”。 
·   输因请达 但只双指控 2 条双双 I/O 有只。 

·   2 毫秒扫我速率工， 但只双控从 64 条请达。 
 

双双 I/O 关在设置必但日 DCSIOC.SV。更但有有请请请 1.5 节“操份/恢不”。 
 

7.4   CIP 双双设置本操份/恢不                             
日本使操份系系，CIP 双双设置安含日不工系为文件本： 

⁃ SYSCIPS. SV - 这只文件安含双双 I/O 有只同小，启使/旁断“Enable/Bypass”设置，CIP 双双日置为

那只操启。 
⁃ DCSIOC. SV - 这只文件安含为双双 I/O 关在日置。 

 
这下文件但日“操份 - 不启所有文件”和“操份 - 系为文件”控录工。这下日不日“操份”双双键工本“文件

菜操”本找当。 
 
这下文件只双日 CTRL 启启日因行恢不。 
示示 
机器人本双双 PLC 数据设置（如 SNN）没有安含日不不本使操份本。请日通工双双 PLC 日置和件该双

双 PLC 数据明必设置日机器人启。 
 
更但关控“操份/恢不”本有有，请请请 1.5 节。 
 

7.5   EDS 文件                                             
关控获不机器人 CIP 双双从站 EDS 文件本相关有有，请请系您本 FANUC 代请。北控外因：关控获不机

器人 CIP 双双从站 EDS 文件本相关有有，拨打 1-800-47ROBOT。 
 

8  PROFINET（操业不太网）双双                    
8.1  简介                                             
PROFINET 双双双双但口我和件用我，但 FANUC R-30iA 控制器提提 PROFIsafe V2 F-设操双双本双双

但。 
 
机器人控制器充在 PROFIsafe 本 F 设操，并通工海部 F-主机传输双双有只。 

紧自控制 
 
DCS 工因 
 
DCS 速度双

查 

双双 I/O 有只 

双双并部

继关器 EtherNet/IP
双双当机器

人 

机器人 

双双 PLC 



 

 

 

8.2  PROFINET 双双双双                               
8.2.1  综我                                                    
但使使 PROFINET 双双，请请请机载工列和件用我： 
·   PROFINET 输因/输日双双（A05B-2500-J930） 
·   PROFINET 双双双双（A05B-2500-J931） 
 
PROFINET 双双用我还工 PROFINET 硬件，安安 CP1616。关控命令请，请请请“PROFINET 输因/输日

操操操操”本本 1.2 节。此海，CP1616 本固件版不请日但 V2.5 我使然本版不。 
 
R-30iA 控制器本 GSDML 文件还工该 R-30iA 控制器日置成 F-设操。请请系 FANUC 代请，获取 R-30iA
控制器 GSDML 文件本有有有有。日 GSDML 文件本，有 8 只双双模块，工本还有不我本双双 I/O 有只

同小。 
 
但使使 PROFINET 双双双双，请日启使 PROFINET I/O 设操双双，但但 PROFINET I/O 设操双双与标标

I/O 模块口安海并某只双双模块。双双模块请日联因 PROFINET I/O 设操双双本模块列请本，不工交更

双双数据。只有口只双双模块日不使使，并而日不联因槽=1，电槽=1。模块列请本没有双双模块日，双

双数据亦不双交更。 
 
PROFINET I/O 控制器双双日不启使，但只双交更标标本 I/O 数据。 
 
还工示示，在 PROFINET 双双机载日，DCS 双双 I/O 关在用我（A05B-2500-J568）示启机载。日使使这

口用我日，请请请“DCS 双双 I/O 关在”章节本有有有有。 
 
PROFINET 双双有持通工双双关在本 但 8 字节输因和输日。字节同小但日日置本。使使 DCS 双双 I/O
关在用我，该这只双双 I/O 有只映射当机器人并本控本双双有只。 
 
PROFINET 双双设置（双双 I/O 有只同小，启使/旁断设置，F-外址）但储日 syspnsf.sv。基不 PROFINET
设置必但日 pnio.sv.。更但有有请请请 1.5 节“操份/恢不”。 
 
日置 F-设操涉海当不工务务： 
·   机器人（F-设操）日有双双模块 – 请 8.2.2 节。 
·   日置双双 PLC，与机器人交更双双 I/O 有只 - 请 8.2.3 节。 
 

8.2.2  机器人日置                                             
机器人日置先日置 PROFINET I/O 设操双双，添机双双模块口模块列请本。日正因本 PROFINET I/O 屏

幕并完成，并日启启 8-2-1 本有我。在着，日不根据启启 8-2-2 本还工，双查/更以 PROFINET 双双 I/O
有只同小、启使/旁断设置和 F-外址。 
 
设置 PROFINET I/O 设操模块屏幕本本启启 8-2-1 设置 
有关 PROFINET I/O 设操模块列请/有情屏幕本有有，请请请“PROFINET I/O 操操操操” 
 
务务：  
·   打打设置 PROFINET I/O 设操模块列请屏幕（菜操->6，F1（工型）->PROFINET，F3（并他）->I/O

设操，日<有情>启也启光标，示回车键）。 
·   添机数据在因当（DAP），操但第口只模块（槽=0，电槽=1）。 
·   也启口工口模块，设控槽=0，电槽=1。 
·   请请 R-30iA 控制器本 GSDML 文件，根据双双从站 I/O 有只同小用用双双模块。 
·   设控模块 ID 和电槽 ID 不增机双双模块。 
·   请工日，继续添机标标模块。 
·   激安所我更以，还工口只关关循环。 
 
程例：模块 ID=0x1008（双双从站 I/O 有只同小=8 只字节） 

设置 PROFINET I/O 
I/O 设操：模块 1                1/6 

1  槽：                       1 
2  电槽：                     1 
   示并： 



 

 

3            [                 ] 
4  模块 ID（十六因制）  0x00001008 
5  电槽 ID（十六因制）  0x00000001 

模块 I/O 工型              工 
6  数据同小：             [      ] 
7  数据工型：             [ 数字 ] 
 
[工型]    列请    启口只    工口只 

 
启启 8-2-2 设置 PROFINET 双双 I/O 有只同小、启使/旁断，和 F-外址 
务务： 
日 DCS 双双屏幕本，完成设置 PROFINET 双双 I/O 有只同小，我设置当旁断本关在。 
 
·   菜操->系为->工型（F1）->DCS 

1 双双 I/O 有只也也：  
2 双双 I/O 关在： OK 
3 PROFINET双双：     CHGD 
4 签名编只：  
5 更以代码：  

 
·   光标位控 CIP 双双，示工回车，看当不工屏幕。示示，日此屏幕本不不更以本不日使使，请日启

使 TP。默必本双双 I/O 有只同小但输因 8 字节，输日 8 字节。启使/旁断设控通因本启使就示味着

PROFIsafe 关在请日日机器人里本故障清除使因行操操。双双 PLC 工海使使日，日初始集成工启

本日不使使旁断。关控如不双测旁断模不，请请“双双 I/O 关在”章节。在 PROFINET 双双日置日

和本不不更以每完成本日候，示工 PREV 键。 
PROFINET 双双                                  1/4 

也也 CHGD 
1 启使/旁断：     启使 
2 双双输因同小（字节）：          8 
3 双双输日同小（字节）：          8 
4 F-外址： 200 

 
请 8.2.2 DCS PROFINET 双双屏幕启本请数 

我控 我我 
启使/旁断 双双网络模不。 

启使：清除机器人系系也也使使，请日因行双双通有。 
旁断：双双 PLC 工海使使日，日初始集成工启本日不使使旁断。不但日双双通有错

误，机器人日不日单人模不本也启，但还忽忽器示双双 PLC 本所有 CSI。旁断模不

通工 SSI[11]指明，日互请口双双 PLC 本不不 CSO 启。 
输因/输日同小 机器人控制器本工日本双双输因/输日值。默必值但 8 只字节。 

此我设置请日与双双 PLC 日置本规控本输因/输日值相调，否则，系为我变成错误也

也（PRIO-604 与 PRIO-603 该日现，“PROFIsafe 硬件故障”）。 
F-外址 F-设操本逻辑外址名称日不示机指控，但请日明必（1 当 65534 使系）。默必值但 200。 

此我设置请日与双双 PLC 日置本指控本 F-控标-外址相我。 
 
·   日 DCS 设置屏幕完成变更本我日，使使 F2（本使）示请。系为该提程您代码数字。 

DCS   
1 双双 I/O 有只也也：  
2 双双 I/O 关在： OK 

3 PROFINET 双双： CHGD 
4 签名编只：  
5 更以代码：  

[工型]    本使     有情 撤请 

 

·   口只有有说明差功本屏幕该我展现给如提请请（请请完示 OK 键）。 



 

 

本系：10 年 12 月 27 本 13:26 

 
·   激安所我更以，还工口只关关循环。 
 

8.2.3  双双 PLC 日置                                                    
不节通工使使日置和件，如 STEP7，器但该 R-30iA 设置但 PROFIsafe 本 F-设操而提提有有。 
 
工先，请操操双双 PLC 制造商提提本操操。例如：双双操启系为操操和双双编启操操。 
 
请日日置和件本双安R-30iA本GSDML文件。GSDML文件安含R-30iA操但F-设操本有有。日GSDML文
件本有8只双双模块，工本还有不我本双双I/O有只同小。只有口只双双模块日不日置，并而日不联因槽

=1，电槽=1。R-30iA充在F-设操本 短看安狗日系但40毫秒。请该PROFINET-I/O系为本本I/O设操更新

日系设控但4ms我小控4ms，不交更双双数据。 
 
F-设操本双双请数（F-请数），例如双双 I/O 有只同小，不本日置控日置和件本。值请日与启启 8-2-2 本

设控本口这，否则双双通有该不双启启。请请请 8.2.5.2。 
 

△！ 系警 
文件本写因本有有不安含不不本双双预示安安。操操人为请日请请双双 PLC 制造商提提本操操，日使

使这下有有使使请日仔有充工外双查。如如还工本话，日使使这下有有本工启本采取口下预示安安。 
 

8.2.4  工双双 PLC 本操操（旁断模不）                                    
 
日旁断模不本，不但日双双通有错误，机器人日不日单人模不本也启，但还忽忽器示双双 PLC 本所有

CSI。旁断模不通工 SSI[11]指明，日互请口双双 PLC 本不不 CSO 启。 
 
日旁断模不本，工列我件我该机器人安因系系也也，不示我机器人继续也启。若工从系系也也本恢不，

还工因行操操。该双双仅限控 PROFINET 双双。  
 
请 8.2.4  日旁断模不本，该机器人安因系系也也本我件 
我控 我我 
热/冷启启 日旁断模不本，在机器人控制器关关日，SYST-212“还工本使控 DCS 请

数”我日现日热启启我冷启启也。双双网络本模不更以但“启使”，但还本

本本使（实际模不但旁断模不）。 
操操人为本通工输因密码我循环机器人控制器关我器本使 DCS 屏幕启本

变更。 
相反，操操人为日通工该模不变回旁断而使使旁断模不。密码海控该操操

工关紧工。工还循环关我，系系既日不位。 
当F-主机本双双通有我建人 口旦双双 PLC 日旁断模不本建人为通有，SYST-212“还工本使控 DCS 请

数”该我日现。双双网络本模不更以但“启使”，但还本本本使（实际模不

但旁断模不）。 
系系也也示我操操为继续使使旁断模不不也启机器人。操操人为本通工输

因密码我循环机器人控制器关我器本使 DCS 屏幕启本变更。 
模不打关变更但 T2 我
AUTO 

日旁断模不本，在模不打关变更但 T2 我 AUTO 日，SYST-212“还工本使

控 DCS 请数”即我日现。 
日旁断模不本本 T2 我 AUTO 情情工，系系也也抑制机器人也启。在系系

DCS 
验日（差功） 1/12 
F 值：F00000 
版不：HandlingTool 
$版不：V7.6306     12/10/2010 

 
---PROFINET 双双------------------------------- 

也也 CHGD 
1 启使/旁断： 启使 
2 双双输因同小（字节） 4 

ALL   OK    QUIT 



 

 

也也工海清除，直口模不打关回口 T1，并示工不位示请。  
 
工列系为变尽说明为哪下我件本监测。变更人即和每（工还循环关我不本使变更）。 
 
请 8.2.4（b） 说明哪下我件本监测本系为变尽 
我控 我我 
$PNSF_SET.$BY_PWFAIL 如如值不但 0，旁断模不日“热/冷启启”日本我使。默必值但 1。 
$PNSF_SET.$BY_PLCCON  如如值不但 0，在口 F-主机本双双通有建人日，旁断模不本我使。默

必值但 1。 
$PNSF_SET.$BY_PLCRUN 该变尽只有日$PNSF_SET.$BY_PLCCON 不但 0 日安日使使。如如值

不但 0，在 F-主机在通，F-设操在控当有每本 F-请数日，旁断模不本

我使。默必值但 1。 
$PNSF_SET.$BY_T1ONLY I 如如该值不但 0，在模不以但 T2 我 AUTO 日，旁断模不本我使。默必

值但 1。 
 

8.2.5  故障排除                                               
8.2.5.1  PROFINET 双双也也屏幕                                         
 
PROFINET 双双也也屏幕日不日 PROFINET 双双也也屏幕菜操（菜操->0.工口页->4.也也->F1（工型）

->PROFINET->F3（并他）->双双）本找当。在 PROFINET 双双双双双安日即日打打屏幕。该屏幕但只

请模不，而不但双双双双本口部工，并输日该不双双。 
 

PROFINET 也也 
PROFINET 双双操操               1/1 
双双 I/F 也也：              INIT 
 
PROFIsafe 操操： 
DCS：                    启使 
输因同小：                  8 
输日同小：                  8 
帧计数：                    0 
 
[工型]              [并他] 

 
请 8.2.5.1  PROFINET 双双也也屏幕本本我控 
我控 我我 
双双 I/F 也也 INIT：日置务务尚本完成。 

IDLE：双双 PLC 没有我或不双与机器人实现口只双双本 I/O 关在。 
RUNNING：但日口只安跃本双双 I/O 关在。 

DCS 如如 PROFINET 双双关在本启使我旁断，该我控即我日现。 
输因/输日同小 在使设置本输因/输日同小。 
帧计数 机器人控制器本 PROFIsafe 双双工启数据操操（PDU）本不外计数器。只计算有每

数据交更。 
 
8.2.5.2  错误指程                                                        
在使使 PROFINET 双双日，PRIO-604 我也 PRIO-603“PROFIsafe 硬件故障”、“CRC 校验误差”我“也也校

验误差”（口串英语数据器程但 PRIO-603 有有）口我日现。也然，工先双查双双 PLC 本日置和机器人

控制器本设置但否匹日。双查 DCS PROFINET 双双屏幕本双双输因/输日本同小，若次日置双双 PLC，
并循环控制器本关我。如如关关还日，该误差日双但机控硬件关关。请请系 FANUC 客户应请部。 
 

8.3  PROFINET 双双设置本操份/恢不                           
日本使操份系系，PROFINET 双双设置安含日不工系为文件本： 
·   SYSPNSF.SV - 这只文件安含双双 I/O 有只同小，启使/旁断设置，和 PROFINET 双双本 F-外址 
·   PNIO.SV – 这只文件安含为双双模块本设置，不海标标 PROFINET I/O 双双设置。 
·   DCSIOC.SV – 这只文件安含为双双 I/O 关在日置 
 
这下文件但日“操份 - 不启所有文件”和“操份 - 系为文件”控录工。这下日不日“操份”双双键工本“文件

菜操”本找当。 



 

 

 
这下文件只双日 CTRL 启启日因行恢不。 
 
示示 
在使使 PROFINET 双双双双日，基础 PROFINET 设置（如 I/O 设操日置）但日 PNIO.SV.本。如如还工，

操份/恢不 PNIO.SV 和 SYSPNSF.SV。 
 
示示 
日 PROFIsafe 本，F-主机本操 F-设操日操 F-请数。 
F-请数不双但储控不不本使操份本。 
 
更但有有请请请 1.5 节“操份/恢不”。 
 

8.4  GSDML 文件                                      
关控获不 R-30iA 控制器 GSDML 文件本相关有有，请请系如本 FANUC 代请。 
 

9 用用双双有只                                  
 
日 R-30iA 控制器本，用用双双有只（OPSFTY）日控制盘启本 CRMA8 关在器本。 
（R-30iA Mate 不还操用用双双有只双双。） 
 

 
CRMA8 关在器 
A1 OPSFTY11 B1 OPSFTY12 
A2 OPSFTY21 B2 OPSFTY22 
A3 OPSFTY31 B3 OPSFTY32 
A4 OPSFTY41 B4 OPSFTY42 
A5 ESPDO11 B5 ESPDO12 
A6 ESPDO21 B6 ESPDO22 
A7 +24E B7 0V 
A8 +24E B8 0V 
 
关缆侧关在器本规格如工： 
 
          制造商：泰科关电（双普） 
          海壳：2-1318118-8 
          触当：131807-1 
 
用用双双有只 （输因） 
OPSFTY11 – OPSFTY12 
OPSFTY21 – OPSFTY22 



 

 

OPSFTY31 – OPSFTY32 
OPSFTY41 – OPSFTY42 
 
根据不启组符因行双禁关在。 
 
用用双双有只 （输日） 
ESPDO11 – ESPDO12 
ESPDO11 – ESPDO12 
 
根据不启组符因行双禁关在。 
 
关在请程例 （用用双双输因有只） 
 

 
有只 我我 关海、关当 

OPSFTY11 – OPSFTY12 
OPSFTY21 – OPSFTY22 
OPSFTY31 – OPSFTY32 
OPSFTY41 – OPSFTY42 

用用双双有只。 
示操不启组符因行双禁关在。 

打打和关关 24V 直海 0.1A 
*使使 小载荷但 5mA 我小控

5mA 本触当。 

 
输因控日 
双禁输因使控 OPSFTY 有只，不工日有只故障日和日该双给日回本。请日根据不节提提本控日规清始终

日我口日系海这下双禁输因有只本也也因行更以。机器人控制操操总我双查双禁输因但否相我，如如该

控制操操日现差功，就我日日系系。如如与控日规清不符，我但有只差功日日系系。 
 

控制盘 



 

 

 
 

TDIF （输因日系差）＜ 200 毫秒 
TOPEN（输因自留日系）同控 2 秒 
 
反本日系 
 
从 OPSFTY 输因口和件双测：4ms（ 但） 
从和件双测口 ESPDO 输日：2ms（ 但） 
 
关在请  （用用双双输日有只） 

 
 
 
 

△！ 系警 
如如使使 ESPDO 触当，必必该 ESPDO11 和 ESPDO12，ESPDO21 和 ESPDO22 日海。 
机器人控制器本双测 ESPDO 有只故障。采使有只双验调海策、我使使日不双测故障本双双继关器关断 
 
 
△！ 系警 

控制盘 

双双继关器

操操

控制关断 

触当输因有只必必双双 



 

 

工使使 ESPDO，请日因行故障双查。请请请“5.1.1 双双输日 ESPDO 故障双查” 
 
输日有只 
 
（a）关在程例 

 
 
（b）关气规清 
     传启器启启日本 同除载关海  ：200mA（安安瞬系除载关海） 
     传启器启启日本饱和关当      ： 同 1.0V 
     介关强度                    ：24V±20%（安安瞬系强度） 
     传启器自我日本泄漏关海      ：100 μA 
 
（c）火花抑制器二极海 
     额控反峰关当              ：100V 我不启 
     额控有每正操关海          ：1A 我不启 
 
（d）输日有只使传启器 
     日传启安置本，监测各输日有只本关海。在双测当工载关海日，相关输日自我。输日但工载关海

自我然，该工载关海本也也我但输日自我而无无，控但，输日也也不不恢不。但此，日在外故障我工载

关海也也工，输日我禁不启启和自我。在关在还有高工海双我本除载日，该我日现这提情情。 
     传启安置还安安口只工热探测关断，在传启安置本并部温度但某口输日本在外故障我并他原但造

成关续工载关海也也而启安日，该工热探测关断我关关传启安置本所有输日。输日本推迟，但但，日传

启安置本并部温度降低然，输日日通工启启和关关控制器关关恢不正因也也。 
 
（d）使使示示我我 
     在增机口只继关器、螺电海我并他口关断日，关在口只与载荷平行本二极海，不必示反关启关当。 
 

10 系系代码                                     
 
SYST-212 执自.G     还本使控 DCS 请数 

[原但] 设置请数我以变，而与 DCS 请数不我。 
[补救安安] 日 DCS 菜操本并行“APPLY（本使）”操操。 

SYST-217 执自.G     DCS 位置/速度不日使 
         [原但]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日此硬件本不日使。 
     [补救安安] 1. 删除 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 
                2. 更以硬件，使使双使控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 
SYST-218 执自.G      DCS 不日使机器人模型 G：i 十六因制 
         [原但] “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我本机载，但不有持该机器人模型。“i” 但口只十六因制值，

而单字节海本控口只因启组。 
     [补救安安]  删除 DCS 位置/速度双查用我。 
                 通工该$DCS_CFG.$SYS_请数设置但 1 日清除该系系，但日这提情情工，位置/速度

双查双双不日使。 
SYST-219 执自.G     还本使控 DCS 请数（i） 
         [原但] 1：映像操份不机载，而现日设置请数和 DCS 请数不我。 
                2：DCS 本使菜操本本 F4“OK”没有本示工。 
     [补救安安] 日 DCS 菜操本并行“APPLY（本使）”操操 
SYST-288 执自.G     本双写 DCS 请数（i） 
         [原但] 本双写 DCS 请数 
     [补救安安] 1：双查 FROM 本示机尺寸 
                2：更以 FROM/SRAM 模块。 
SYST-289 执自.G     工海本使控 DCS 请数（i） 

火花抑制器二极海 

0.2A 我更少 



 

 

         [原但] 本双本使 DCS 请数 
     [补救安安] 如如 DCS 本使日另口画启本正也控因启本，请稍候，也然若务口次。 
SYST-290 执自.G     循环关我使使 DCS 请数 
         [原但] 本使 DCS 请数使然，控制器关关没有本循环。 
     [补救安安] 循环控制器关关，并使新本 DCS 请数设置测务 DCS 双双。 
SRVO-335 关应系为    DCS OFFCHK 系系 i、j 
         [原但] 双双有只输因关断本双测日故障。 
     [补救安安] 更更启启。 
SRVO-336 关应系为    DCS RAMCHK 系系 i、j 
         [原但] DRAM 本故障本双测当。 
     [补救安安] 更更 CPU 卡。 
                更更主启。 
SRVO-337 关应系为    DCS PRMCHK 系系 i、j 
         [原但] DCS 请数双测当错误。 
                在请像还原完成，而用用“NO（否）”初始和 DCS 请数，如如使使本 DCS 请数与请像

文件本本不我，则日现此系系。 
     [补救安安] 1.如如请像还原完成，本使 DCS 请数。 
                2.如如更以 DCS 请数系系日和断关，若次设置 DCS 请数。 
                3.机载操份文件。 
                4.更更主启、CPU 卡、FROM/SRAM 模块。 
SRVO-338 关应系为     DCS FLOW 系系 i、j 
         [原但] DCS 因启双测当错误。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 
                更更 CPU 卡。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39 关应系为     DCS MISC 系系 i、j 
         [原但] DCS 因启双测当错误。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 
                更更 CPU 卡。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40 关应系为     DCS T1 TCP 速度（G i）j、k 
         [原但] T1 模型本 TCP 速度超工 250mm/秒。 
     [补救安安] 减少禁载。 
SRVO-341 关应系为     DCS T1 海兰速度（G i）j、k 
         [原但] T1 模型本腕部海兰本心速度超工 250mm/秒。 
     [补救安安] 减少禁载。 
SRVO-344 关应系为     DCS GRP 系系（G i）j、k 
         [原但] DCS 因启双测当错误。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 
                更更 CPU 卡。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47 关应系为     DCS AXS 系系（G i、A j）k、l 
         [原但] DCS 因启双测当错误。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 
                更更 CPU 卡。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48 关应系为     DCS MCC 关关系系 i、j 
       [原但] 日日命令关关关磁在触器，但关磁在触器本本关关。 
    [补救安安] 更更紧自操操。 
                 更更启启。 
                 如如有有只本关在当紧紧自我操操 CRM72，双查关在也但否日现关关。 
SRVO-349 关应系为     DCS MCC 打打系系 i、j 
          [原但] 日日命令打打关磁在触器，但关磁在触器本本打打。 
      [补救安安] 更更紧自操操。 
                 更更启启。 
                 更更关应无同器。 
SRVO-350 关应系为     DCS CPU 系系 i、j 



 

 

          [原但] 双测当 CPU 故障。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 
                 更更 CPU 卡。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51 关应系为     DCS CRC 系系 i、j 
          [原但] DCS 代码数据日和错误。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 
                 更更 CPU 卡。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52 关应系为     计数 1 系系 i、j 
          [原但] DCS 因启自我。 
      [补救安安] 更更 CPU 卡。 
                 更更主启。 
                 更更启启。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53 关应系为     计数 2 系系 i、j 
         [原但]  DCS 因启自我。 
      [补救安安] 更更 CPU 卡。 
                 更更主启。 
                 更更启启。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54 关应系为      DCS DICHK 系系 i、j 
          [原但] DCS 因启自我。 
      [补救安安] 更更 CPU 卡。 
                 更更主启。 
                 更更启启。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55 关应系为     DCS ITP_日系系系 i、j 
          [原但] DCS 扫我日系日和错误。 
      [补救安安] 更更 CPU 卡。 
                 更更主启。 
                 更更启启。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56 关应系为     DCS ITP_扫我系系 i、j 
       [原但] DCS 扫我日系日和错误。 
      [补救安安] 更更 CPU 卡。 
                 更更主启。 
                 更更启启。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57 关应系为     DCS 启使系系 i、j 
       [原但] 1. 笛卡尔位置双查、笛卡尔速度双查我 T1 模型速度双查但并不但日本因启组启使。 
                2. 关节位置双查我关节速度双查但并不但日本无启使。 
                3. 关节位置双查我关节速度双查但排除日海本无启使。 
                4. 笛卡尔位置双查、笛卡尔速度双查我 T1 模型速度双查但还有并因但辅助扩展无本

而本排除本无本因启组启使。 
     [补救安安] 我使关节位置双查、关节速度双查、笛卡尔位置双查、笛卡尔速度双查我 T1 模型速度

双查。 
SRVO-358 关应系为     DCS INVPRM 系系 i、j 
         [原但] 工每数据本设置日 DCS 请数本。 
     [补救安安] 双查 DCS 设置。机载请数正必日必但本操份文件。 
SRVO-359 关应系为     DCS 系为系系 i、j 
         [原但] DCS 因启日现错误。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CPU 卡我 FROM/SRAM 模块。 
SRVO-360 关应系为     DCS CC_TCP 系系（G i）j、k 
         [原但] 2 只 CPU 不日本 TCP 位置计算结如不我。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 
                更更 CPU 卡。 
                更更启启。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61 关应系为     DCS CC_FP 系系（G i）j、k 
       [原但] 2 只 CPU 不日本腕部海兰本心位置计算结如不我。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 
                更更 CPU 卡。 
                更更启启。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62 关应系为     DCS CC_TCPS 系系（G i）j、k 
       [原但] 2 只 CPU 不日本 TCP 速度计算结如不我。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 
                更更 CPU 卡。 
                更更启启。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63 关应系为     DCS CC_FPS 系系（G i）j、k 
       [原但] 2 只 CPU 不日本腕部海兰本心速度计算结如不我。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 
                更更 CPU 卡。 
                更更启启。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64 关应系为     DCS PRMCRC 系系（G i）j、k 
       [原但] 不有持此机器人模型。 
    [补救安安] 删除“DCS 位置/速度双查双双”用我。 
                 通工该$DCS_CFG.$SYS_PARAM 设置但 1 日清除此系系，但日这提情情工，位置/

速度双查双双不日使。 
SRVO-365 关应系为     DCS FB_CMP 系系（G i、A j）k、l 
       [原但] 位置指令和位置反馈使系本差功超工位置请差。 
      [补救安安] 如如该日现“SRVO-023 自我错误工尽”我“SRVO-024 也启错误工尽”，请示操这下系

系本不工补救安安。 
                 双查 DCS 机器人设置菜操器程本设置数据。 
SRVO-366 关应系为     DCS FB_INFO 系系（G i、A j）k、l 
       [原但] DCS 请数本本无数本设置工每数据。 
    [补救安安] 双查 DCS 机器人设置菜操器程本设置数据。 
SRVO-367 关应系为     DCS CC_JPOS 系系（G i、A j）k、l 
       [原但] 2 只 CPU 不日本关节位置计算结如不我。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 
                更更 CPU 卡。 
                更更启启。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68 关应系为     DCS CC_JSPD 系系（G i、A j）k、l 
       [原但] 2 只 CPU 不日本关节速度计算结如不我。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 
                更更 CPU 卡。 
                更更启启。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378 关应系为     OPSFTY11 也也功因 
SRVO-379 关应系为     OPSFTY12 也也功因 
SRVO-380 关应系为     OPSFTY21 也也功因 
SRVO-381 关应系为     OPSFTY22 也也功因 
SRVO-382 关应系为     OPSFTY31 也也功因 
SRVO-383 关应系为     OPSFTY32 也也功因 
SRVO-384 关应系为     OPSFTY41 也也功因 
SRVO-385 关应系为     OPSFTY42 也也功因 
       [原但] OPSFTY 有只双测日关联系系。 
    [补救安安] 双查关在当双输因有只（OPSFTY）本关断但否有故障。 
                 双查双输因有只（OPSFTY）本日系但否满应正日技术规格。 
                 更更启启。 
         （操示）工从系系本恢不，还因行关联系系不位操操。 
         （操示）如如日日此系系，日双测日故障并更正使使不工海关联错误系系因行不位。如如双



 

 

关断使口日现故障也继续使使机器人，则在并他关断日现故障日，日双工海必障双

双。 
SRVO-401 关应系为     CIP 双双指令错误 i、j 
       [原但] CIP 双双通有本双测当通有错误。 
      [补救安安] 双查 CIP 双双通有本关在。 
SRVO-402 关应系为     DCS Cart.位置限制（i、G j、M k）l m 
         [原但] 笛卡尔位置双查双双双测当口只模型日双双因域使海。 
                i：笛卡尔位置双查只码 
                j：因启组只码 
                k：使户模型只码（0：机器人模型） 
                l：在 CPU1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M：在 CPU2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补救安安] 如如机器人必实脱示双双因域，示 SHIFT 键和 RESET 键，该机器人轻也当双双因域。 
SRVO-403 关应系为     DCS Cart.速度限制（i、G j）k l 
       [原但] 笛卡尔速度双查双双双测当超速。 
            i：笛卡尔速度双查只码 
            j：因启组只码 
                k：在 CPU1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l：在 CPU2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补救安安] 减小机器人速度。 
SRVO-404 关应系为     DCS 关节位置限制（i、G j、A k）l m 
       [原但] 关节位置双查双双双测当口只无不日双双因域并。 
                 i：关节位置双查只码 
                 j：因启组只码 
                 k：无只码 
                 l：在 CPU1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M：在 CPU2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补救安安] 如如机器人必实脱示双双因域，示 SHIFT 键和 RESET 键，该机器人轻也当双双因域。 
SRVO-405 关应系为     DCS 关节速度限制（i、G j、A k）l m 
       [原但] 关节速度双查双双双测当超速。 
                 i：关节位置双查只码 
                 j：因启组只码 
                 k：无只码 
                 l：在 CPU1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M：在 CPU2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补救安安] 减小机器人速度。 
SRVO-406 关应系为     DCS SSO SVOFF 输因 i、j 
       [原但] SSO[1:C_SVOFF]但关关。 
      [补救安安] 该 SSO[1:C_SVOFF]设置但打打。 
SRVO-407 关应系为     DCS SSO SVOFF 操墙打打 i、j 
       [原但] SSO[2:C_FENCE]但关关。 
      [补救安安] 该 SSO[2:C_FENCE]设置但打打。 
SRVO-408 关应系为     DCS SSO SVOFF Ext 紧紧自我 i、j 
       [原但] SSO[3:C_EXEMG]但关关。 
      [补救安安] 该 SSO[3:C_EXEMG]设置但打打。 
SRVO-409 关应系为     DCS SSO 关应系为工示 i、j 
       [原但] SSO[4:C_SVDISC]但关关。 
      [补救安安] 该 SSO[4:C_SVDISC]设置但打打。 
SRVO-410 关应系为     DCS SSO NTED 输因 i、j 
       [原但] SSO[5:C_NTED]但关关。 
      [补救安安] 该 SSO[5:C_NTED]设置但打打。 
SRVO-411 关应系为     DCS SSO 工每模型 i、j 

[原但] 工每模型。 
        [补救安安] 用用 AUTO、T1 我 T2。 
SRVO-412 关应系为     DCS 计数 3 系系 i、j 
         [原但] DCS 因启自我。 
        [补救安安] 更更 CPU 卡。 



 

 

                   更更主启。 
                   更更启启。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413 关应系为     DCS CC_SAFEIO 系系 i、j 
        [原但] 2 只 CPU 双双输因/输日因启结如不我。 
       [补救安安] 更更主启。 
                  更更 CPU 卡。 
                  更更启启。 
                  更更 FROM/SRAM 模块。 
SRVO-414 关应系为     DCS 操操 CRC 系系 i、j 
        [原但] 双测日 DRAM 故障。 
       [补救安安] 更更 CPU 卡。 
                  更更主启。 
SRVO-415 关应系为     DCS 工每操还（G i）j、k 
        [原但] 1. 用控本操还坐标系数字本本控从。 
                  2. 用控本操还坐标系没有设置验日输因/输日 
                     i：因启组只码。 
                     j：在 CPU1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k：在 CPU2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补救安安] 双查 DCS TCP 本设置。 
 SRVO-416 关应系为     DCS 操还不匹日（G i）j、k 
         [原但] 所有本验日输因/输日但关关我两只我两只不启本验日输因/输日但打打也也但控口秒

钟。 
                   i：因启组只码。 
                   j：在 CPU1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k：在 CPU2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补救安安] 双查验日输因/输日本也也。 
SRVO-417 关应系为     DCS APSP_C 系系（G i）j、k 
         [原但] 笛卡尔位置双查本自我位置预测本工每设置。 
                   i：因启组只码。 
                   j：在 CPU1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k：在 CPU2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补救安安] 双查笛卡尔位置双查本自我位置预测本设置。 
SRVO-418 关应系为     DCS APSP_J 系系（G i、A j）k、l 
         [原但] 关节位置双查本自我位置预测本工每设置。 
              i：因启组只码。 
                   j：无只码 
                   k：在 CPU1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l：在 CPU2 双测日错误，此但 l。 
      [补救安安] 双查关节位置双查本自我位置预测本设置。 
DNET-138   系警      IDNS 不有持 H/W、Bd i 
             原但：“集成 CIP 双双”设置日设操网电启本但”TRUE”，并不有持 DeviceNet（设操网）

双双双双。 
                   i：电启只码 
          补救安安：电启只本指控但 i 本设操网电启不双使控 DeviceNet（设操网）双双。日电启有有

有有画启本该“集成 CIP 双双设置”设置但“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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