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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示教器的相关介绍

1.1 示教器外观及功能介绍

示教器上设有操作键和按钮可实现对机器人的示教和编程。

示教器正面（A01）

示教器背面（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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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示教器相关键位及指示灯介绍

1.2.1 电源指示灯

：系统正常接入电源后，电源指示灯点亮（绿色）。若电源接入故障（短路

等），则 此指示灯为熄灭状态。

1.2.2 报警指示灯

：在异常情况下，电源指示灯会闪烁，并发出报警蜂鸣声，警示有异常或者

操作不正确。

1.2.3 急停开关

在机器人出现异常动作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按压此开关停止机器人。

注意

关于急停的使用需要配合电路设计，且必须安全可靠，否则有可能达不到紧急停止机

器人的效果，影响安全。

1.2.4 使能开关

在示教状态（TEACH）下，当安全开关处于中间档位时机器人将上电；若用力按住或松

开安全开关，则断开机器人电源，电机处于抱闸状态。

1.2.5 模式选择开关

用于选择机器人的工作模式，在本系统中共有三种模式：示教模式（TEACH）、自动运

行模式（PLAY）、远程模式（REMOTE）。

：示教模式-用于系统调试手动运动机器人、编辑程序等。

：自动运行模式-用于自动运行编辑完成的程序。

：远程模式-用于通过外部 IO 控制机器人读取绝对位置、打开远程设置

的程序运行。

1.2.6 电子手轮

：用作电子滚轮控制光标，在菜单列表，参数界面，变量表等界面有效（注：A01

及以上版本才有此功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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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各轴运动按键

示教状态用于手动控制机器人各关节。

自动运行状态用于调节运行速度和运动模式或在非轴移动界面时，切换对应功能。

1.2.8 确认与取消按键

确认按键-主要用于确认操作。

取消按键-主要用于取消操作。

1.2.9 速度倍率按键

速度倍率提升按键-在示教模式、自动运行模式、远程模式下提升速度。

1.2.10 子菜单按键

软件功能以及窗口的不同对应的子菜单按键功能不同。

速度倍率降低按键-在示教模式、自动运行模式、远程模式下降低速度。

1.2.11 运行按键与暂停按键

启动按键-再现模式下自动运行时启动程序。

暂停按键-再现模式下自动运行时暂停程序。

停止按键-再现模式下自动运行时停止程序。

1.2.12 状态控制按键

用于机器人操作方式切换、坐标系选择以及伺服上下电切换。

1.3 示教器画面介绍

1.3.1 主界面区域

示教器的显示屏是 8 英寸的彩色显示屏，能够通过触控方式来操作界面运行。显示界面

主要以三个大显示区（通用显示区、监视区、信息提示区）为主，另外四周分布主菜单区、监

视区、状态控制区、坐标区、状态显示区和子菜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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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显示区可以通过触摸对应的窗口切换。当某一显示区被切换选中时，该区域背景会改

变或者出现光标条。当显示区切换时，主菜单和子菜单的内容将对应发生变化。

三大显示区中监视区可以关闭，当监视区显示时，通用显示区将自动缩为半幅显示；监视

区隐藏后，通用显示区自动放大为整幅显示。

状态控制区，主菜单区，坐标区，子菜单区可以通过对应按键进行操作。

具体分布如下图所示：

1.3.2 通用显示区

通用显示区，主要用于程序列表、程序编辑、参数修改、坐标设定、工艺等内容设定。

通用显示区在监视窗口打开时将自动压缩为半幅，监视窗口关闭时自动展开为全幅。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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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列表（全幅）

程序编辑（半幅）与关节坐标监视

1.3.3 监视区域

监视区主要用于显示：坐标数据、电机数据、IO 口数据、PLC 数据、软件信息、预约状

态等信息。

监视区域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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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坐标监视 世界坐标监视

IO 口监视 软件信息监视

1.3.4 信息提示区

信息提示区主要用于显示：最近进行的操作，系统执行的动作，发生的报警等日志信息。

该提示区会记录最近信息，在系统发生不明故障时，可以在该提示区内使用手轮上下旋转，查

看信息，追溯原因。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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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主菜单区

主菜单包括：文件管理、参数设置、程序编辑、运行准备、指令编辑、监视、用户工艺、

PLC 等八个主菜单。

1.3.5.1 文件管理

主要用来打开文件、系统文件备份到 U 盘、系统文件从 U 盘导入、故障备份以及系统升

级。下图为打开文件界面：

1.3.5.2 参数设置

用于登陆系统权限和机器人相关参数设置，实现对机器人的控制。参数的详细介绍请参考

【参数设置章节】。

1.3.5.3 程序编辑

用于在程序编辑界面进行程序行（块）复制与剪切、粘贴、删除、查找、替换、复位、排

序等编辑。详细说明请参考【程序编辑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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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 运行准备

用于对机器人坐标系统的设置零点标定以及变量的设置。详细说明参见【运行准备章节】。

1.3.5.5 指令编辑

用于编辑程序，选择需要的指令。编成指令包含了系统所有的指令。详细说明参见【指令

编辑章节】。



迈科讯 RA05 机器人说明书

- 14 -

1.3.5.6 监视

用于查看机器人以及周边接口的相关信息。其菜单结构如下图所示：

详细内容请参考：《第二章 2.6 监视》

1.3.5.7 用户工艺

对机器人应用的工艺进行相关参数设置。其菜单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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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 PLC

用于观察当前的辅助继电器、定时器的状态。

注：PLC 功能尚未完善，请谨慎使用。

1.3.6 状态控制区

本区域主要用于切换和显示手动控制，坐标系等。

下面列出常用图标，根据工艺的不同，图标也有可能不同.

手动控制状态：

轴禁止-表示在示教模式下，禁止通过按坐标键动作机器人。

轴允许-表示使用屏幕右侧的坐标对应按键控制机器人动作。

机器人坐标状态：

关节坐标-表示当前使用的是关节坐标系，可以单个关节移动机器人。

直角坐标-表示当前使用的是直角坐标系。可以使用直线方式移动机器人。

工具坐标-表示当前使用的是工具坐标系。可以使用直线方式移动机器人。

用户坐标-表示当前使用的是用户坐标系。可以使用直线方式移动机器人。

伺服电机状态键：

伺服下电-表示当前伺服电机不允许上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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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上电-表示当前伺服电机允许上电工作。

注：对于绝对伺服驱动，按钮为红色时，点击此按钮，系统将通讯各个驱动的绝对位置数

据。

报警清除键-当系统提示区有弹框报警，或提示时，点击本按钮复位弹框报警或提

示。

1.3.7 坐标键区

本区域主要用于在示教模式时，通过按坐标键，执行对应显示内容（关节、直线、姿态）

的动作。

下面列出常用图标，根据工艺的不同，图标也有可能不同。

手动移动速度倍率。可通过对应坐标键+/-，增加或减少速度倍率；或者速率调整

键

调整速度倍率。其调整结果在状态栏有显示 。

也可以点击倍率按键，移动滑块修改倍率。

自动运行速度倍率。可通过对应坐标键+/-，增加或减少速度倍率；或者速率调整

键

调整速度倍率。其调整结果在状态栏有显示 。

也可以点击倍率按键，移动滑块修改倍率。

注：自动倍率必须停止运行才能调整。

1.3.8 状态显示区

状态显示区主要显示目前的工作状态：如登录的用户、机器人运动状态、工作模式、运行

速度、工具坐标号、用户坐标号、当前时间、协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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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当前机器人的工作状态，工作状态包括：手动停止，手动运行中，

自动停止，自动运行中，远程停止，远程运行中。

：表示当前机器人的工作模式，与工作状态对应。工作模式包括：手动模

式、自动模式、远程模式。

示教模式时，工作状态为手动停止或手动运行中；

自动运行模式时，工作状态为自动停止或自动运行中；

远程模式时，工作状态为远程停止或远程运行中。

：表示当前速度倍率。在示教模式时，显示为手动运行速度倍率；在自动

运行或远程模式时，显示为自动运行时的速度倍率。

：表示当前使用的工具坐标号。在工具坐标设置界面，当选择了某一坐标号

时，则调用该工具坐标，并在该位置显示出来。请确保调用工具坐标号设置正确。

：表示当前使用的用户坐标号。在用户坐标设置界面，当选择了某一坐标号

时，则调用该用户坐标，并在该位置显示出来。请确保调用用户坐标号设置正确。

：时间显示，显示当前日期时间。

：协同状态标示，表示协同状态，当此状态图标为黄色，

表示该协同轴协同状态开启。

1.3.9 子菜单区

该区域根据当前激活界面的不同，显示内容也不同，使用对应的按键，执行相应操作。

程序编辑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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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窗口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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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菜单介绍

2.1 文件管理

文件管理，主要用于 U 盘与系统之间的交互。如软件升级、参数备份、故障备份、数据

导入导出等。

2.1.1 系统文件备份到 U 盘

将 U 盘插入主机箱上 USB 接口，点击<文件管理>-<系统文件备份到 U 盘>-<参数保存到

U 盘>。

系统参数将保存到 U 盘根目录下，同时信息提示区会提示：参数文件夹已经拷贝到 U 盘

下，如要拔出请卸载 U 盘。如下图所示：

警告

系统参数为设备核心参数，备份出来的数据严禁自行修改，否则会造成数据错乱，

引发事故。

如果 U 盘未插入或 U 盘未识别，信息提示区会提示：

参数文件夹拷贝失败，请检查 U 盘是否插入。

2.1.2 系统文件从 U 盘导入

将 U 盘插入主机箱上 USB 接口，点击<文件管理>-<系统文件从 U 盘导入>-<读入参数到

系统>。

U 盘根目录下文件将被读入系统中，并覆盖之前参数，同时信息提示区会提

示：参数文件读入系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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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1.系统参数为设备核心参数，当读入的参数有误时，会造成设备运转不正常，从而

引发事故。操作时，请务必慎重！

2.机器人零位数据也在参数文件中，请确保读入的参数与设备吻合，否则机器人零

位将被改变。操作时，请务必慎重！

如果 U 盘未插入、U 盘未识别时，信息提示区会提示：

请检查 U 盘是否插入，或者已经卸载。

如果参数文件路径不正确或文件不存在，信息提示区会提示：

参数文件读入系统失败，请检查文件和 U 盘。

2.1.3 故障备份

故障备份-系统故障时，备份故障信息以及相关的文件。

将 U 盘插入主机箱上 USB 接口。点击<文件操作>-<故障备份>。根据提示进行操作。

2.1.4 系统升级

2.1.4.1 准备工作

1.准备一个 U 盘，将更新软件（如下图所示）和需要升级的文件拷入到 U 盘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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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Robot 文件必须位于 U 盘的根目录，上图所示升级文件必须位于 U 盘根目

录，不能放入文件夹中。

说明：Backup_MCSRobotHMI 文件夹里包括两个文件，Param 文件夹为参数文件夹，sys

文件夹为系统升级包。

2. 将 U 盘插入系统主机箱的 USB 接口。

3. 在主菜单下点击“文件管理”，选择“系统升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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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升级待进度条完成（显示 100%）

2.2 参数设置

2.2.1 权限管理

参数设置需先开启权限，根据使用功能选择对应的权限。输入密码进行操作权限的选择。

包含操作员、管理员、厂商等，其中厂商模式权限最高。打开权限管理弹出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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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权限：运行程序，不可修改任何参数；

管理员权限：可进行除去轴参数，系统参数以外的所有操作；

厂商权限：最高权限，可修改当前系统的所有参数。

2.2.2 系统参数

本参数（环境选择、系统时间设置、触摸屏校准）需要开启：厂商权限。

首先点击<参数设置>-<系统参数>-。弹出界面如下图所示：

系统参数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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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参数界面（下）

1. 自动运行最大速度（mm/s）：自动运行模式下的最大速度；

2. 示教最大速度（mm/s）：示教模式下的最大速度；

3. 示教加速时间（ms）：示教模式下速度从 0 到目标速度的加速时间；

4. 示教减速时间（ms）：示教模式下速度从目标速度到 0 的减速时间；

5. 自动运行加速时间（ms）：自动运行模式下速度从 0 到目标速度的加速时间；

6. 自动运行减速时间（ms）：自动运行模式下速度从目标速度到 0 的减速时间；

7. 插补时间（ms）：指控制周期；

8. 绝对轴数量：当前所连的轴数；

9. 伺服类型：根据所连伺服选择对应的伺服；

10. 编码器位数：根据电机实际编码器位数选择；

11. 通用 RIO:选用/不选用；

12. 工艺选择：0 表示焊接工艺，1 表示冲压工艺。

2.2.3 轴参数

首先点击<参数设置>-<轴参数>。弹出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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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参数界面（上）

轴参数界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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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参数界面（下）

1. 映射轴：伺服参数设置完成后，映射轴参数会自动显示，不可修改；

2. 电机方向：根据机器人的姿态选择对应的正反向，具体方向设置参考《坐标系》章节。

3. 脉冲模式：PD 和 CW/CCW 两种模式。

4. 旋转速度（转/分）：当前关节的最大旋转速度；

5. 减速比：根据实际电机减速比来填写正确的参数；

6. 正限位（度或毫米）：当前关节正方向可以走的最大行程；

7. 负限位（度或毫米）：当前关节负方向可以走的最大行程；

8. 螺距（度或毫米）：针对轴是丝杆的参数，电机旋转一圈丝杆走多少距离；

9. 编码器模式：A/B 、CW/CCW 、PD 三种模式。

10. 编码器倍率：x1，x2，x4；

11. 静态定位检测：选用/禁用，选用即开启静态定位检测功能，禁用即不开启；

12. 静态定位精度：机器运行完成后，实际位置和目标位置之间的误差；

13. 动态定位检测：选用/禁用，选用即开启动态定位检测功能，禁用即不开启；

14. 动态定位精度：机器运行过程中，实际位置和目标位置之间的误差；

15. 报警检测：选用/禁用；选用即开启报警检测，禁用即不开启；

16. 报警信号：常开/常闭；

17. 轴正向反向：当前轴的正方向是否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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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本参数作为机器人的一项安全防护，调试机器人时，务必合理设定各个关节限位

数据。

2.2.4 机构参数

机构参数用于机器人选型、臂长及耦合比的设置。弹出界面如图所示：

1.机器人类型：选择正确的机器人类型；

2.臂长参数：填写正确的臂长参数；

3.各轴之间的耦合比：填写正确的耦合比。

2.2.5 伺服参数

伺服参数包括从站--伺服类型配置和轴配置。

2.2.5.1 从站--伺服类型配置

为伺服选择对应的从站。

弹窗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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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站 1-从站 8 表示和控制器通过总线依此连接的从站，控制器 EtherCat 网口连接的第一个从站

即为从站 1，从站 1 连接的从站即为从站 2，依此类推。

如图所示，选择为摩通(2 通道）表示所连接的伺服为摩通伺服，每个从站上面有两个轴。

2.2.5.2 轴配置

根据伺服类型将各关节轴位与对应的从站以及从站轴号进行匹配。

弹窗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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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 1-关节 8 表示机器人本体的实际关节 1-8，从站号和从站轴号根据机器人关节实际接线来

选择，这个选择要和伺服类型选择相匹配。

如上两张图，伺服类型选择为摩通（2 通道），关节一选择为从站一的第 1 轴即为关节一连接

的是第一站摩通伺服的第 1 轴；

关节二选择为从站二的第 1 轴即为关节二连接的是第二站摩通伺服的第 1 轴；

关节三选择为从站一的第 2 轴即为关节三连接的是第一站摩通伺服的第 2 轴；

关节四选择为从站二的第 2 轴即为关节四连接的是第二站摩通伺服的第 2 轴；依此类推，进行

轴配置。

2.2.6 用 IO 设置

通用 IO 设置可以设置 32 个 IO 信号，功能选择包括远程系统复位、运行程序、单步运行、

停止、暂停、急停等。

弹窗界面如图所示：

2.2.7 串口设置

串口设置包括串口、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等。

弹窗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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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图中所示参数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正确的参数。

2.3 程序编辑

程序编辑包括复制-复制当前行、复制-复制块、剪切-剪切当前行、剪切-剪切块、粘贴、删除、

替换、转到、程序行排序、程序复位。如下图所示：

说明

程序编辑窗口必须在打开程序文件后才能使用，否则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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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复制当前行

复制当前行 ：将光标所在行复制到系统后台。

注意

使用复制功能时，程序行示教点的数据也将一起被复制，所以请注意复制后程

序行的运行位置。

将光标移动到需要拷贝的行，选择【复制当前行】；移动光标到需要粘贴的位置后，使用

【粘贴】功能，将之前拷贝的行内容粘贴到光标行上方。

2.3.2 复制块

复制块：将输入的开始行与结束行之间的内容复制到后台。

注意

使用复制功能时，程序行示教点的数据也将一起被复制，所以请注意复制后

程序行

的运行位置。

复制块时，系统内部会按照排序后的序号（如果当前序号顺序比较乱，系统复制块

时，内部自动排序复制）进行块复制。

将开始行与结束行之间的内容拷贝，再移动光标到需要粘贴的位置，使用<粘贴>功能，将

拷贝的块内容粘贴到光标上方。

2.3.3 剪切当前行

剪切当前行：将光标所在行的内容复制到后台的同时删除当前行。

将光标移动到需要剪切的行，然后点击<剪切当前行>；程序行的内容被复制到后台，并且

当前行被删除。将光标移动到需要粘贴的位置，点击<粘贴>，则刚刚剪切行的内容将被粘贴到

当前位置。例：将下面的第 4 行：ARCSTART#(0)，剪切到第 8 行上方。



迈科讯 RA05 机器人说明书

- 32 -

具体操作如下：

1.将光标移动到第 4 行，如上图所示。

2.点击<程序编辑>-<剪切>-<剪切当前行>-<确定>。系统提示：当前行剪切成功。此时原

第 4 行的内容：ARCSTART#(0)，被复制到后台，程序编辑界面中该行内容被删除。如下

图所示：

如需撤销该剪切操作，在点击‘确定’键之前，可以直接点击‘退出’键，退出。如果已

经剪切需要恢复，则将光标移动到合适位置（序号 5），再粘贴即可。

3. 将光标移动到序号 8 所在行。

点击<程序编辑>-<粘贴>-<确定>。此时刚被剪切的程序行内容将显示在原第 8 行的上方。

如下：

2.3.4 剪切块

剪切块 ：将开始行和结束行之间的内容复制到后台同时删除开始行和结束行之间的内容。

将开始行与结束行之间的内容复制到后台，并删除该部分内容。再移动光标到需要粘贴的

位置，使用<粘贴>功能，将剪切的块内容粘贴到光标下方。例：将下图的第 4-6 行之间的内容

剪切，再粘贴到第 8 行上方。

具体步骤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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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程序编辑>-<剪切>-<剪切块>-<确认>。弹出如下图所示界面：

在开始行的窗口输入：4，结束行的窗口输入：6，点击‘确定’键，确认剪切，信息提示栏

提示：多行程序剪切成功。此时程序编辑界面中原来第 4 行到第 6 行之间的内容被删除，如下

图所示：

如需撤销该剪切操作，在点击‘确定’键之前，可以直接点击‘取消’键，退出。如果已经

剪切需要恢复，则将光标移动到合适位置（序号 7），再粘贴即可。

2. 将光标移动到第 8 行。如下图所示：

3.选择<程序编辑>-<粘贴>-<确认>，下方信息提示栏提示：粘贴成功。同时程序编辑界面

在原第 7 行和第 8 行之间出现第 4-6 行内容，光标位于序号 7 下一行位置。如下图所示：

2.3.5 粘贴

粘贴：将复制或剪切后的内容，粘贴到光标所在位置。

注意

只有进行过复制或者剪切操作，此按键才有效，否则，此按键为灰色。

在执行下次剪切或者复制前，复制或者剪切到后台的内容可以循环粘贴（重新启动

后无效）

2.3.6 删除

删除：删除光标所在行程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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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程序行的操作不可恢复，请慎重使用！

将光标移动到需要删除的程序行，点击<程序编辑>-<删除>-<确认>，信息提示栏显示：

如需撤销该剪切操作，在点击‘确定’键之前，可以直接点击‘取消’键，退出。

注意：点击后，删除的程序行将无法恢复！

2.3.7 替换

替换 ：将程序中原有的内容替换为新的内容。

首先将光标移动到第一行，然后点击<程序编辑>-<替换>-<确定>，系统弹出下图所示界

面：

选择需要替换的附加项，在被替换数字 PL 后白色框中输入附加项原有数据数据：9，在

替换为后空白框输入新数据：6，如上图所示。再点击‘替换’，系统开始往下查找，光标移

动到第一

个与设定内容相符的附加项，将附加项的内容替换为新内容。系统提示：替换成功。如果输入

的旧附加项程序中不存在，则系统提示：没有找到。

如果有多个相符的附加项需要替换，则点击一次‘替换’按键，系统将从当前位置开始，

继续往下查找最靠近的相符附加项并替换。以此类推，直到程序全部替换完成。

如不想再替换，可以点击‘取消’ ，直接退出。

2.3.8 转到

转到 ：光标直接定位到转到窗口所输入的行数前。

例：将通过转到功能，将下图中光标移动到第 6 行前。

点击<程序编辑>-<转到>-<确定>，系统弹出下面所示界面。

在上图窗口中输入数字：6，再点击‘确定’，光标将移动到第 6 行。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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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弹出跳转程序行窗口，不想使用转到功能，可以点击‘取消’，直接退出。

2.3.9 程序行排序

程序行排序：程序顺序编辑完成后，途中插入新的指令行或者剪切、复制粘贴后，程序编

号错乱，点击【程序行排序】，程序顺序重新按照顺序排列。具体操作如下：

插入一条新的指令，如下图所示：

点击【程序行排序】，系统自动将程序重新按照顺序排序，如下图所示：

2.3.10 程序复位

程序复位：对状态撤销（焊接中断弧后，想要从第一行运行程序，必须点击复位，否则系

统提示错误信息，停止运行）

2.3.11 程序编辑子菜单界面功能

2.3.11.1 改变指令

改变指令：改变程序中已经编辑完成的指令（速度、平滑度、附加项、位置等）。

将光标移动到需要修改的程序行，点击‘改变指令’键，系统将弹出当前程序行的编辑界

面，用户修改完成后，点击‘指令正确’，确认修改。也可点击’取消‘取消修改。

具体步骤如下：修改下图第 2 行已有程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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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光标移动到第 2 行，点击 ，系统弹出该程序行修改窗口：

在该状态时，可以点击子菜单区<运动>或<逻辑>，也可点击主菜单区<编程指令>在下列菜单

中选择其他指令来修改当前行为其他指令。也可不修改指令，而只修改附加项。

注意

对于需要修改位置姿态的运动指令程序行，需要按住安全开关才能记录位置姿态。

对于只修改附加项，不需要修改位置姿态的运动指令程序行，不用按住安全开关。

对于运动指令之外的程序行，不需要按住安全开关。

我们将 VJ 速度修改为：30% 。PL 值修改为：5。如下图。

点击‘指令正确’，确认修改。此时该程序行内容被修改为：

也可点击‘指令退出’取消修改。

2.3.11.2 运动

运动：调用 MOVJ、MOVL、MOVC 指令。

在程序编辑界面，点击【运动】按键，系统将弹出运动指令窗口如下（可通过点击<编程

指令>-<运动>-<MOVJ>-<确认>调用）：

多次点击本按钮，则指令将按照<编程指令>-<运动>-<确认>弹出列表中的指令顺序变化，

如 MOVJ-MOVL-MOVC-MOVJ……。

2.3.11.3 逻辑

逻辑：调用逻辑指令 DOUT、WAIT、TIME 等指令。

在程序编辑界面，点击【逻辑】按键，系统将弹出逻辑指令窗口如下（可通过点击<编程

指令>-<逻辑>-<DOUT>-<确认>调用）：

多次点击本按钮，则指令将按照<编程指令>-<逻辑>-<确认>弹出列表中的指令顺序变化，

如 DOUT-WAIT-TIME-PAUSE-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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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4 上一条指令

上一条指令：当在使用本按钮之前调用过其他指令时，再点击本按钮，将弹出最近一次调

用的指令窗口。如下图所示：

程序编辑界面已经使用 MOVJ 生成了一条程序行，如下图所示：

再次点击<上一条指令>按钮，就弹出上次使用的 MOVJ 指令窗口如下：

本按钮的主要作用就是方便用户在连续使用某一指令编程序时，快速调用。

2.3.11.5 保存

保存：保存当前打开的程序。

程序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键保存程序。在信息提示区提示：文件保存成功。

2.3.11.6 关闭

关闭：关闭当前打开的程序。

点击【关闭】按键，程序编辑界面关闭，如果之前没有保存程序，则编辑的程序内容将可

能丢失。

2.4 运行准备

2.4.1 零点设置

机器人零点设置界面主要用于设置机器人零点位置以及机器人标定。机器人标定用于标定

零位以及工具坐标。

零点设置用于机器人调试完成后设置，是程序运行的基准。

点击<运行准备>-<零点设置>，弹出零点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迈科讯 RA05 机器人说明书

- 38 -

2.4.2 工具坐标参数

工具坐标选择：点击<运行准备>-<工具坐标参数>,如下图所示界面：

工具坐标参数可通过点击“上一工具”或“下一工具”切换工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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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20 点校准

机器人 20 点校准用于计算工具坐标尺寸修正零位（修正零位是为了系统更好的控制工

具）。首先打开记录的 20 个程序点，如下图所示：

注意

在 20 点校准取点过程中，需要选择 20 个变化较大的姿态，负责会导致标定不成功，

或者精确度达不到要求。

点击<运行准备>-<20 点校准>，进入标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中参数为对应数据的补偿值，枪头到第 6 轴法兰盘的垂直高度需要在进行过工具坐标标定后

填写，误差范围根据需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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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辅助轴标定

辅助轴标定：主要用于变位机协同工作。利用变位机协同配合，机器人某些不能到达的

位置以及减少机器人运动范围。

点击<运行准备>-<辅助轴标定>，进入辅助轴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辅助轴有两个：J7 轴和 J8 轴，点击对应的子菜单会进入辅助轴标定界面，下图为 J7 轴标

定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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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轴标定需要选取 3 个点位进行计算，P1,P2,P3 选取的顺序需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此

选取，且三点之间的角度差值要尽可能大一点。

以 J7 轴协同标定为例具体标定方式为：

1. J7 轴转到-40 度，将机器人末端移到 7 轴的上的某个锥点，取为 P1 点；

2. J7 轴转到 0 度，将机器人末端移到相同的锥点，取为 P2 点；

3. J7 轴转到 40 度，将机器人末端移到相同的锥点，取为 P3 点；

4. 取点完成后，点击<计算>按钮，计算协同参数。

2.4.5 用户坐标参数

用户坐标号选择：点击<运行准备>-<用户坐标参数>,如下图所示界面：

点击用户坐标号后面的倒三角下拉菜单，选择需要的用户坐标号。图为用户坐标校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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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按键用于直接修改用户坐标的 XYZ 值，以及用户坐标 XYZ 方向（不建议直接修

改）。

2.4.6 变量

本系统变量包括：全局 P 变量（位置 GP 变量，所有程序通用），局部 P 变量（位置 LP

变量，单独程序使用）。变量监视界面打开方式：

点击<运行准备>-<变量>，选择需要打开的变量，则对应变量监视界面显示在屏幕右侧。



迈科讯 RA05 机器人说明书

- 43 -

2.4.6.1 全局 P 变量

本监视界面，主要用于监视全局位置 GP 变量的使用状态。当位置变量已经被记录数据时，

对应的变量号指示灯变为绿色，否则为红色。本系统 GP 变量范围：GP00-GP100。

当焦点位于监视区时，子菜单区各按键使用方法如下。

1. <运行到指定点>：首先移动光标到已经记录的 GP 变量号上，按住子菜单区<运行到指

定点>，按住<安全开关>，开启按键移动，此时机器人将移动到 GP 变量点所记录位置。

2. <查看当前点>：移动光标到需要查看的 GP 变量号上。点击子菜单区<查看当前点>，此

时在信息提示区将显示当前 GP 点所有位置数据。

3. <记录当前点>：将光标移动到需要记录的 GP 变量号上，按住<安全开关>，开启按键移

动，使用坐标移动键，移动机器人到需要的位置。然后点击子菜单区<记录当前点>，此时机器

人的当前位置将被记录到所选定的变量号中。

4. <清除当前点>：将光标移动到需要清除数据的变量号上，点击<清除当前点>，此时系

统弹出提示框。点击子菜单区<确定>键，清除该变量号中数据；点击<取消>键，撤销清除操

作。

5. <修改 X 值>：将光标移动到已经记录数据的 GP 变量号上，点击子菜单区<修改 X 值>

按键，在右侧监视区下方，弹出界面，输入修改后的数据，点击子菜单区<确认>键，确认修改

操作。点击<取消>键，撤销修改。

6. <修改 Y 值>：参照.<修改 X 值>。

7. <修改 X 值>：参照.<修改 X 值>。

注意

1.修改 X、Y、Z 轴数据时。请注意原有数据正负号！

2.建议修改的数据差异不要太大。否则造成机器人动作幅度太大，发生事故！

2.4.6.2 局部 P 变量

本监视界面，主要用于监视局部位置 LP 变量的使用状态。如果打开的程序没有使用 LP

变量，则局部 P 变量监视界面中没有 LP 显示。当打开的程序中使用了 LP 变量时，局部 P 变

量监视界面才会有 LP 变量显示。如下：

点击<运行准备>-<变量>-<局部 P 变量>。

程序没有使用 LP 变量，则监视区中没有 LP 显示。

程序使用了 LP 变量，则 LP 变量被显示在监视界面中。

当 LP 位置变量已经被记录数据时，对应的变量号指示灯变为 ，否则为 。本系统 GP 变

量范围：LP00-LP100。

当焦点位于监视区时，子菜单区各按键使用方法如下：

1. <运行到指定点>：首先移动光标到已经记录的 LP 变量号上，按住子菜单区<运行到指

定点>，按住<安全开关>，开启按键移动，此时机器人将移动到 LP 变量点所记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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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当前点>：移动光标到需要查看的 LP 变量号上。点击子菜单区<查看当前点>，此

时在信息提示区将显示当前 LP 点所有位置数据。

3.. <记录当前点>：将光标移动到需要记录的 LP 变量号上，按住<安全开关>，开启按键

移动，使用坐标移动键，移动机器人到需要的位置。然后点击子菜单区<记录当前点>，此时机

器人的当前位置将被记录到所选定的变量号中。

4. <清除当前点>：将光标移动到需要清除数据的变量号上，点击<清除当前点>。点击子

菜单区<确定>键，清除该变量号中数据；点击<取消>键，撤销清除操作。

5. <修改 X 值>：将光标移动到已经记录数据的 LP 变量号上，点击子菜单区<修改 X 值>

按键，输入修改后的数据，点击子菜单区<确认>键，确认修改操作。点击<取消>键，撤销修

改。

6. <修改 Y 值>：参照 <修改 X 值>。

7. <修改 Z 值>：参照 <修改 X 值>。

注意

1.修改 X、Y、Z 轴数据时。请注意原有数据正负号！

2.建议修改的数据差异不要太大。否则造成机器人动作幅度太大，发生事故！

2.5 指令编辑

指令编辑：包含了 RA05 系统中的所有指令。点击<指令编程>，然后选择需要的指令，如

下图所示：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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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编程指令列表

2.5.1.1 运动

1 MOVJ 关节移动

2 MOVL 直线运动

3 MOVC 圆弧运动

4 MOVCA 整圆运动

2.5.1.2 逻辑

1 DOUT 数字量输出

2 WAIT 条件等待

3 TIME 延时指令

4 PAUSE 暂停

5 JUMP 条件跳转

6 CALL 子程序调用

7 * 跳转标号

8 RET 子程序返回

2.5.1.3 焊接

1 ARC START 起弧

2 ARC END 起弧结束

3 WEAVE 摆弧

4 WEAVE END 摆弧结束

5 SPOT 点焊

6 STITCHSTART 鱼鳞纹焊接开始

7 STITCHEND 鱼鳞纹焊接结束

2.5.1.4 辅助指令

1 IF 条件判断

2 IF 条件判断

3 ELSE IF 条件判断

4 ELSE 条件

5 END IF 条件判断

2.6 监视

监视功能，主要用于查看机器人，当前工作的状态和数据。本系统可以监视以下内容：坐

标、时间、点击、IO、PLC、总线、硬件、软件信息、预约状态。

点击监视功能按钮时，将在通用显示区，中开启监视区窗口。

下面详细介绍各个监视内容。

2.6.1 坐标

监视坐标主要用于监视坐标数据，具体监视数据为：关节坐标、直角坐标、工具坐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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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坐标、程序点坐标。

2.6.1.1 关节坐标

点击<监视>-<坐标>-<关节坐标>，或者在别的坐标监视界面打开时，点击屏幕子菜单区中

的<关节坐标>，弹出如下界面：

监视区中[关节坐标]下方的 J1-J8 轴其后的数据为对应轴的相关数据。单位为度（°）。

[关节坐标]后面的：[理论]为系统计算的理论坐标值；[反馈]为系统通过编码器反馈计算出

的坐标值；[差值]为理论和反馈两者间坐标差值，正常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值小于 0.01。

在设定软限位时，所参考的数据即关节坐标。

当监视区处于焦点状态时，点击子菜单区中的<隐藏>按钮，则退出监视窗口。

2.6.1.2 世界坐标

点击<监视>-<坐标>-<世界坐标>，或者在别的坐标监视界面打开时，点击屏幕子菜单区中

的<直角坐标>，弹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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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区中[直角坐标]下方：

X、Y、Z 后面的数据：机器人当前点的直角坐标数据。单位为：毫米（MM）。

RX、RY、RZ 后面的数据：表示机器人当前姿态数据。

A 和 B 轴后面的数据：J7 轴和 J8 轴的关节坐标数据。单位为：度（°）。

当监视区处于焦点状态时，点击子菜单区中的<隐藏>按钮，则退出监视窗口。

2.6.1.3 工具坐标

点击<监视>-<坐标>-<关节坐标>，或者在别的坐标监视界面打开时，点击屏幕子菜单区中

的<工具坐标>，弹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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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区中[工具坐标]下方：X、Y、Z 后面的数据为机器人当前点的工具坐标相关数据。单

位为：毫米（MM）。

其中[理论]为理论坐标数据；[实际]为编码器反馈计算数据；[差值]为理论与实际的差值。

RX、RY、RZ 后面的数据：表示机器人当前姿态数据。

A 和 B 轴后面的数据：J7 轴和 J8 轴的关节坐标数据。单位为：度（°）。

当监视区处于焦点状态时，点击子菜单区中的<隐藏>按钮，则退出监视窗口。

2.6.2 电机

2.6.2.1 反馈位置

反馈位置指，当前电机的编码器位置反馈到系统中，该数据实时显示。

反馈数据和机器人零点数据是控制系统计算的依据，当再现或远程模式切换到示教模式

时，系统将重新计算一次坐标，如果计算数据和反馈位置差异太大，将提示报警：反馈位置和

实际不符。再现或远程模式中，反馈位置不做参考或计算。

由于伺服驱动电机存在刚性原因，反馈数据可能存在波动，在刚性合理的情况下，波动范

围在 10 个反馈之间，我们认为正常。

反馈位置数据与驱动中的高低圈关系：

高圈数据为正时，反馈位置数据=高圈数据+低圈数据。

高圈数据为负时，反馈位置数据=高圈数据+1+（10000-低圈数据）。

点击<监视>-<电机>-<反馈位置>，或电机相关的监视界面打开时，弹出如下界面。

监视区中[反馈位置]下方：

J1-J8：显示各个关节当前的实时反馈数据。

点击<隐藏>按钮，关闭监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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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2 发出脉冲

点击<监视>-<电机>-<发出脉冲>，或电机相关的监视界面打开时，点击子菜单区的<发出

脉冲>按钮，弹出如下界面。

监视区中[发出脉冲]下方：

J1-J8：显示发出和实际监控编码器行走的脉冲。

点击<隐藏>按钮，关闭监视界面。

2.6.2.3 电机速度

暂无此功能。

2.6.3 IO

2.6.3.1 输入监视

输入监视，主要用于监视通用输入接口的输入状态，当输入口有效时，对应指示灯变为红

色，否则为绿色。

点击<监视>-<IO>-<输入监视>，或者当 IO 监视区打开时，点击子菜单区中的<输入口状

态>，弹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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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隐藏>按钮，关闭监视界面。

2.6.3.2 输出监视

通用输出口监视，主要用于监视通用输出接口的输入状态，当输出口有效时，对应指示灯

变为红色 ，否则为绿色 。

点击<监视>-< IO>-<输出监视>，或者当 IO 监视区打开时，点击子菜单区中的<输

出口状态>，弹出如下界面：

点击<隐藏>按钮，关闭监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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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PLC

2.6.4.1 辅助继电器

暂无此功能

2.6.4.2 定时器

暂无此功能

2.6.5 软件信息

本监视界面，主要显示系统当前软件版本信息。

更改时间：为当前软件生成时间，目前为判断软件版本信息主要依据。

大小：为当前软件容量大小，可做为软件信息的参考。

版本信息：为软件版本号。

点击子菜单区中<隐藏>按键，退出本监视界面。

2.6.6 预约状态

本监视界面，主要用于展示机器人在预约状态下，各个工位的工作程序名，分配数，生产

数，预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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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子菜单区中<取消预约中>按键，取消当前所有预约状态。

点击子菜单区中<隐藏>按键，退出本监视界面。

2.6.7 隐藏

隐藏按键用于退出监视画面。

2.7 用户工艺

用户工艺包含了弧焊工艺、预约工艺等。

2.7.1 弧焊工艺

弧焊工艺主要包括工艺参数、焊接装置。

2.7.1.1 工艺参数

1. 焊接工艺参数

焊接工艺参数主要设置与焊接相关的电流电压、焊接完成回抽丝功能、飞行起弧等相关功能。

根据现场焊接情况，正确设置参数。

点击<用户工艺>-<弧焊工艺>-<工艺参数>-<焊接工艺参数>，进入焊接工艺参数设置界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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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摆弧焊接参数

摆弧工艺参数主要设置摆弧相关参数(摆弧运动模式、频率、幅度、左右停留时间、是否

停留)，目前只用 z 字形摆弧。

点击<用户工艺>-<弧焊工艺>-<工艺参数>-<摆弧工艺参数>，进入摆弧工艺参数设置界

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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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 焊接装置

1. 焊接匹配

焊机匹配主要设置焊机控制方式：模拟量控制与数字控制（相关通讯参数）。

点击<用户工艺>-<弧焊工艺>-<焊接装置>-<焊机匹配>，进入摆弧工艺参数设置界面。

2. 弧焊匹配

3.弧焊匹配主要设置检测功能与中途断弧后处理功能。（IO 端口号 0-15 表示 GPIO0-15，16-31

表示 RIO0-15，IO 端口号的设置不能和其他地方有冲突）

2.7.2 预约工艺

预约工艺菜单中包括远程与预约，通过远程/预约按键切换设置。

1 远程

远程主要用于启用远程与设置远程运行程序。

点击<用户工艺>-<其他工艺>-<远程>，通过点击<远程/预约>选择远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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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进入远程设程序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配置预约的端口（0-15 表示 GPIO0-15，16-31 表示 RIO0-15，IO 端口的设置不能和其他地方

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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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约

预约主要用于多工位工作。

点击<用户工艺>-<预约工艺>，通过点击<远程/预约>选择预约，选择预约后，点击【下一步】

进入预约程序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光标选中需要开启预约的工位，点击【选择/预约】，使预约状态的指示灯变绿即可，然后选

择需要运行的程序，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来保存设置，最后点击【退出】退出设置。

2.8 PLC

本控制系统具有软件 PLC 功能。可根据系统的可编程 I/O、辅助继电器、定时器等资源可

管理系统所有 I/O 接口、内部辅助继电器在，进行逻辑判断、计数等处理实现对输入口的检测

和对输出口的控制以及与系统内核进行数据交换。

2.8.1 PLC 显示

PLC 显示用于查看当前系统工作状态下各辅助继电器、IO 输入输出、定时器、计时器状

态。

不同权限下显示 PLC 不同。RA05 系统中 PLC 分为用户 PLC 与系统 PLC。用户需要添加

PLC，可以添加到用户 PLC，不能修改系统 PLC。

管理员权限（显示用户 PLC）：点击<PLC>-<PLC 显示>，弹出 PLC 显示界面，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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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PLC 编辑

本系统暂无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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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坐标系
RA05 系统坐标系包括关节坐标系、直角坐标系、工具坐标系以及用户坐标系。针对不同

的场合会使用不同的坐标系，下面将介绍这几种坐标系。

3.1 坐标系种类

对机器人进行轴操作时可以使用以下几种坐标系。

3.1.1 关节坐标系

机器人沿各轴轴线进行单独动作，所使用的坐标系称关节坐标系。关节坐标系在机器人调

试完成后就设定完成，不可更改。

3.1.2 直角坐标系

机器人直角坐标，也叫世界坐标。每种机器人类型对应的直角坐标方向不同，对应的直角

坐标原点位置也不同。

机器人相关参数设定完成后，则直角坐标的零点和方向随之确定，不修改参数的情况下无

法修改直角坐标。

不管机器人处于什么位置（除了奇异点），均可沿设定的 X 轴、Y 轴、Z 轴平行移动。

对于六轴机器人，还可执行 A、B、C 旋转，A 轴绕 X 轴旋转，B 轴绕 Y 轴旋转，C 轴绕 Z 轴

旋转，遵从右手螺旋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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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工具坐标系

工具坐标系把机器人腕部法兰盘所持工具的有效方向作为 Z 轴，并把坐标定义在工具的

尖端点。

0 号工具坐标为基础工具坐标，不可设定、修改，该坐标与直角坐标相同。1-49 号工具坐

标用户可根据实际工具情况进行设定。

3.1.4 用户坐标系

机器人沿所指定的用户坐标系各轴（XYZ）平行移动。

在关节坐标系以外的其他坐标系中，均可只改变工具姿态而不改变工具尖端点（控制点）位

置，这叫做控制点不变动作。

0 号用户坐标系为基准用户坐标系，不可设定、修改，该坐标系和直角坐标相同。1-49 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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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坐标用户可根据需要设定。

3.2 建立坐标系

关节坐标系和直角坐标系在机器人调试完成后就设定完成，不可更改。

工具坐标和用户坐标，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设定。

3.2.1 建立关节坐标系

关节坐标系在机器人调试完成后就设定完成，不可更改。

3.2.2 建立直角坐标系

直角坐标系在机器人调试完成后就设定完成，不可更改。

3.2.3 建立用户坐标系

建立用户坐标系，方便示教编程时编程。如下图示，有几个工装面就需要设置几个用户坐标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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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坐标系设置步骤如下：

选择<运行准备>-<用户坐标系设置>-<确认>，弹出设置用户坐标系界面（如下图），每一

个工件设置一个。

通过触摸笔选择需要设置的用户坐号（用户坐标号 1），如下图所示：

点击校验，进入用户坐标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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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界面，首先设置用户（工件）坐标系的原点(ORG 值)，即将机器人未端尖点（用焊枪

上的焊丝）走到工件的一个角的端点上，然后按<记录当前点>记录用户（工件）坐标的原点。

此时，屏幕中 ORG 值下方的指示图标白色变为绿色，提示栏提示已经记录当前点为 ORG。

用触摸笔点击 ORG 值，使用触摸笔或者手轮将记录点选择“XX 方向”确定 X 边。

设置用户（工件）坐标系的 X 方向，即将机器人未端尖点走到工件的一边的边沿，然后按<记

录当前点>记录用户（工件）坐标的 XX 方向。此时，屏幕中 XX 方向下方的指示图标白色变

为绿色，提示栏提示已经记录当前点为 XX。

使用触摸笔选择“XX 方向”，通过手轮或者触摸笔将记录点选择“YY 方向”确定 Y 边。

在上图界面，设置用户(工件)坐标系的 Y 方向，即将机器人未端尖点走到工件的另一边的

边沿，然后按<记录当前点>记录用户(工件)坐标的 YY 方向。此时，屏幕中 YY 方向下方的指

示图标变为绿色 ，提示栏提示已经记录当前点为 YY。

原点(ORG)、XX 方向、YY 方向三点记录完成后(所有指示图标均变为绿色)，点击<计算>

按键，系统自动完成当用户（工件）坐标的计算，提示栏提示用户坐标记录完成，在工件上的

坐标系及方向确定。

说明

用户坐标系的建立是参照右手螺旋法则（如下图），Z 的正方向在 X 向 Y 旋转的大拇

指方向。在建立工件坐标时，Z 的正方向通常是远离工件，因此需要在建立用户坐标时

考虑 X、Y 方向的边分别是哪一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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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坐标系统计算完成后，可切换到用户坐标系下 ，验证是否为想要的用户坐标方

向。

验证完成后，按<取消>键退出。

3.2.4 建立工具坐标系

为使机器人进行正确的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等插补动作，需正确地输入工具的尺寸信息，

定义控制点的位置。建立工具坐标是通过设置 6 组机器人末端不同的数据，系统自动算出工具

控制点的位置。

用工具校验输入的是法兰盘坐标中工具控制点的坐标值。如下图所示：

进行工具校验，需以控制点为基准示教 6 个不同的姿态，系统根据这 6 个数据自动算出工

具尺寸。取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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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上图所示 P1-P4 点的姿态变化尽量较大，P5 点时焊丝（焊枪末端直的部分）

所在直线必须与校枪器保持在一条直线上，P6 点用来确定工具坐标的 X 方向，即

P5 点与 P6 的连线为工具坐标的 X 方向.

工具坐标系设置步骤如下：

选择<运行准备>-<工具坐标设置>，按<确认>键，进入设置工具坐标系界面，如下图所

示：

用触摸笔触摸选择“上一工具”，通过手轮或者触摸笔选择需要设置的工具坐标系号，然

后点击<六点校验>进入工具坐标系校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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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触摸笔选择“记录点”，通过手轮或者触摸笔选择记录点 ，将焊枪尖点（焊丝）

走到相应的位置，按<保存>记录当前点，此时 P1 下方的指示图标变为绿色，提示栏提示

已经记录当前点位 P1。如下图所示：

再通过手轮或者触摸笔选择记录点 ，将焊枪尖点（焊丝）走到相应的位置，按<记录

当前点>，此时 P2 下方的指示图标变为绿色。

按照 P1 点记录的方式，依次将 P2-P6 设定完成，保证 P1-P6 下方的指示图标均变为绿色，

如下图所示：

说明

如上图所示 P1-P4 点的姿态变化尽量较大，P5 点时焊丝（焊枪末端直的部

分）必须与校枪器保持在一条直线上，P6 点用来确定工具坐标的 X 方向，即 P5

点与 P6 的连线为该工具坐标的 X 方向。

在上图界面按<计算>键，系统自动完成当工具坐标的计算，确定工具的坐标系及方向，得到了

工具尖点相对于机器人末端法兰坐标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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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工具尺寸是根据上图所示的坐标系来确定。

说明

工具坐标系如上图示，是根据工具尖点的笛卡尔坐标。

工具坐标系统计算完成后，可切换到工具坐标系 下验证是否为想要的工具坐标以

及方

向。

验证完成后，按<关闭>键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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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坐标系切换

3.3.1 坐标系图标说明

在示教模式下，在状态控制键区域，按对应坐标键，可以循环切换：关节坐标系、直角坐

标系、工具坐标系、用户坐标系。当前显示坐标系即为当前使用坐标系。

在示教编辑程序过程中，选用的坐标系将被带入所编辑的示教程序中，所以请正确选择和

设定需要使用的坐标系。

用户可通过下图所示窗口切换坐标系：

3.3.2 坐标系切换

关节坐标和直角坐标的使用，直接通过状态控制键切换到对应的坐标系， 然后按坐标键

+/-即使用该坐标系来运动机器人部件，或编程来调用该坐标系。

用户坐标和工具坐标的使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调用适合的坐标号，切换到需要坐标系。

条件满足后，就可以在示教模式下，手动运动机器人或编辑程序时使用该坐标系。

3.3.2.1 关节坐标系调用

关节坐标系：主要用于调试或者单关节移动机器人使用。

关节坐标系调用：

关节坐标系为默认坐标系，开机后坐标系为关节坐标系。当零位没有记录确定，用户只有

选择关节坐标系，其他坐标系处于禁止状态。

3.3.2.2 直角坐标系调用

直角坐标系：直角坐标系主要用于直线运动机器人，示教编辑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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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坐标系调用：

点击关节坐标系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直角坐标系。

3.3.2.3 工具坐标系调用

工具坐标系：工具坐标系主要用于直线运动机器人，示教编辑程序等。

工具坐标号选择：

点击<运行准备>-<工具坐标设置>，弹出下图所示界面：

在上述界面中，通过触摸笔，将光标移动到工具坐标号选择框内，使用手轮直接滚动选择或者

使用触摸笔触摸倒三角图标选择，选择需要的工具坐标号（1 号），再按子菜单“关闭”，此

时工具坐标调用完成。状态栏显示工具=1，如下图所示：

3.3.2.4 用户坐标系调用

用户坐标系：用户坐标系主要用于直线运动机器人，示教编辑程序等。

用户坐标号选择：

点击<运行准备>-<用户坐标设置>，弹出下图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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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界面中，通过触摸笔，将光标移动到工具坐标号 内，使用手轮直接滚动选择或者

使用触摸笔触摸倒三角图标选择，选择需要的用户坐标号（1 号），再按子菜单 ，此时

工具坐标调用完成。状态栏显示用户=1，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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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示教模式

4.1 示教下能进行的操作

★ 相关参数设定，设备调试，设备维修。

★ 坐标系设定，回零操作。

★ 编制、修改示教程序。

★ 各种工艺文件和参数的设定。

★ 工作数据的监视。

★ U 盘外设的操作。

4.2 简单手动运动

在机器人动作范围内示教时，请遵守以下原则：

保持从正面观看机器人。

严格遵守操作步骤。

考虑机器人突然向自己所处方位运动时的应变方案。

确保设置躲避场所，以防万一。

由于误操作造成的机器人动作，可能引发人身伤害事故。

机器人运动之前，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设备已经调试完成，可以正常使用。

■ 系统自检完成，没有任何错误，报警。

4.2.1 示教器正确操作姿势

1.左手手臂放在示教盒线缆和扶手中间位置，手掌握住示教盒安全开关侧扶手，食指、中

指、无名指放在安全开关上。

2.左手握住示教盒，翻转，显示界面向上，将示教盒托于腹部合适位置。右手操作示教盒

按键，开关等。

3.操作人员应站立在机器人运动范围之外，位于前方或侧面。要方便观看机器人运动，同

时要密切关注运动范围内是否有障碍物或者人员进入。如遇紧急情况，需要立刻按急停按钮停

止机器人动作。

4.2.2 简单手动

1.打开机器人控制柜电源，机器人上电。

2.确认信息提示栏无报警，警告信息。

3.将模式开关切换为示教模式(TEACH)。

4.按伺服下电按键 ，伺服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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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伺服电机通电时，系统将读取编码器反馈来计算当前坐标。对于绝对编码器的

伺服机构，系统直接读取编码器反馈就可以计算出坐标，系统将允许自动运行、远程运行。

对于增量编码器的伺服机构，伺服通电后，读取的编码器反馈无法计算出坐标，就需要

在<运行准备>-<机机器人零点设置>中手动对各轴回零。

5.调整速度倍率，建议调整到 5%-10%之间。

6.选择合适的坐标系，建议选择关节坐标

7.通过对应坐标+、-按键，慢慢的移动机器人各关节。

注：当正确按住安全开关，轴运动坐标不出现的原因：

a.可能是手动控制机器人处于禁止状态 。

b.禁止机器人动作解除，轴坐标还是没有出现，可能是系统没有收到刹车检测信号。

4.3 示教编程

示教编程是指在示教模式下；选择正确的坐标系；手动移动机器人末端到需要的位置；然

后通过特定的操作（如按键选择指令等）调用当前坐标数据（不可见）、运动轨迹、加工工艺

等指令，从而生成用户程序的过程。

• 运动指令程序行，在不使用变量的情况下，包含运动指令，附加速度，平滑度，以及机

器人关节数据（该数据程序编辑界面不可见）。

• 如果使用了变量，则机器人关机数据包含在变量中。

4.3.1 简单编程

4.3.1.1 手动控制机器人准备工作

1. 正常开机，没有报警，提示栏提示系统初始化完成。

注：系统初始化完成下面提示 JX（X 代表轴号）轴计算错误（计算出的坐标超过软限位

值），将机器人各个关节运动到零位，重新记录零位就可以运动了。

2.点击【伺服下电】按键，伺服上电（对于绝对编码器，系统会读取各轴绝对位置），读取成

功后，【伺服下电】按键状态变为【伺服上电】，颜色为绿色。提示栏没有提示编码器没有完

全读取成功（只要一个轴没有读取成功，无论点击【伺服下电】按键多少次，按键状态始终为

【伺服下电】，颜色为红色），点击【轴禁止】按键，选择按键移动。。如下图所示：



迈科讯 RA05 机器人说明书

- 72 -

3.按住使能开关，使使能开关处于第二档位。示教器屏幕右边轴运动坐标出现，如

下图所示：

注：伺服上下电按键状态为【伺服上电】，颜色为绿色，使能开关处于第二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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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运动坐标不出现原因：

a.系统上运动状态为【轴禁止】。

b.系统没有接收到制动检测输入信号。

4.3.1.2 新建文件

1.在程序列表界面，焦点位于程序列表窗口时，点击新建，如下图所示：

2.弹出新文件名窗口，点击白色方框，弹出软键盘。

3.点击【确定】，新建程序文件成功，提示栏提示新建成功。

4.选中文件名为矩形的程序（选中后为蓝色），然后用触摸笔双击此文件或者点击【打开】按

键。

5.新建程序打开，提示栏提示正在打开文件，请稍等。

4.3.1.3 编辑程序

1. 程序指令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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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行指令 说明

MOVJ VJ=50% PL=9

按照 MOVJ 关节运动方式，VJ=50%的速度，

PL=9 的平滑度，移动到工件的上方（远离工

件），到达准备点。

MOVJ VJ=50% PL=0
MOVJ 关节运动，VJ=50%的速度，PL=0 的平

滑度，移动到程序点 A，靠近工件。

MOVL VL=200MM/S PL=0
MOVL 直线运动，VL=200MM/S 的速度，PL=0

的平滑度，移动到程序点 B。

MOVL VL=200.0MM/S PL=0
MOVL 直线运动，VL=200MM/S 的速度，PL=0

的平滑度，移动到程序点 C。

MOVL VL=200.0MM/S PL=0
MOVL 直线运动，VL=200MM/S 的速度，PL=0

的平滑度，移动到程序点 D。

MOVL VL=200.0MM/S PL=0
MOVL 直线运动，VL=200MM/S 的速度，PL=0

的平滑度，移动到程序点 A。

MOVJ VL=400.0MM/S PL=0

按照 MOVL 直线运动方式，VL=400.0MM/S

的速度，PL=0 的平滑度，移动到工件的上方（远

离工件），到达离开点。

2. 示教编程

打开新建的程序，按住使能开关（二挡），将机器人末端尖点移动到工件的

上方，点击【运动】按键，选择 MOVJ-关节运动指令。

弹出指令编辑对话框，修改关节速度 VJ=50%，平滑度 PL=9，然后点击【指令正

确】。

MOVJ 指令记录完成，已经编辑到程序文件：此时 MOVJ 指令中包含了当前机器人各个轴的

关节坐标。程序正确编辑到程序文件中，系统提示栏会提示程序编辑成功。

4.3.2 焊接示教编程

相关指令：

MOVJ：关节运动 MOVL：直线运动 VJ：关节运动速度倍率 VL：直线运动速度倍

率 PL：平滑度 TOOL：工具坐标 ARCSTART：起弧 ARCEND：起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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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程序列表

程序行指令 说明

MOVJ VJ=50% PL=9 TOOL=1

在工具坐标系 TOOL=1 内，按照 MOVJ 关节

运动方式，VJ=50%的速度，PL=9 的平滑度，

移动到程序点 1，到达准备点。

MOVJ VJ=50% PL=9 TOOL=1

工具坐标系 TOOL=1，MOVJ 关节运动，

VJ=50%的速度，PL=9 的平滑度，移动到程

序点 2，靠近工件。

MOVJ VJ=25% PL=0 TOOL=1

工具坐标系 TOOL=1，MOVJ 关节运动，

VJ=25%的速度，PL=0 的平滑度，移动到程

序点 3，接触工件。

ARCSTART#(0) 启弧。

MOVL VL=100.0MM/S PL=0

TOOL=1

工具坐标系 TOOL=1，MOVL 关节运动，

VL=100MM/S 的速度，PL=0 的平滑度，移动

到程序点 4，焊接加工轨迹。

ARCEND#(0) 启弧结束。

MOVJ VJ=50% PL=9 TOOL=1

工具坐标系 TOOL=1，MOVJ 关节运动，

VJ=50%的速度，PL=9 的平滑度，移动到程

序点 5，离开工件。

MOVJ VJ=50% PL=9 TOOL=1

工具坐标系 TOOL=1，MOVJ 关节运动，

VJ=50%的速度，PL=9 的平滑度，移动到程

序点 1，回到准备点。

4.3.2.2 示教编程步骤

1.将模式钥匙开拨到示教模式。

2.选择适合的工具坐标系。

3.进入程序列表界面。

4.新建程序，程序名用户根据使用编辑（便于识别程序用途），也可以随意编辑，以焊接

为程序名进行程序编辑。

5.打开焊接程序，按住使能开关，将焊枪焊丝尖点移动到程序 1 点位置，点击子菜单【运

动指令】-【MOVJ】。

弹出指令编辑窗口，修改 VJ=50%，PL=9。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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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子菜单栏【指令正确】。该指令行将记录到程序编辑窗口。如下图所示：

程序点 1 的指令编辑完成。

6.将机器人焊丝尖点分别移动到程序点 2、程序点 3，重复步骤 5，按照程序列表正确设置

VJ，PL 值。输入 程序点 2、程序点 3 的指令行。

7.点击【编程指令】-【焊接】-【ARC START】-【确认】，弹出起弧窗口，如下图所示：

按照要求输入相应参数后，点击子菜单栏【指令正确】按键，该指令行将记录到程序编辑

窗口。如下图所示：

8. 重复以上类似的步骤。将各程序点和各指令输入完成，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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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点击子菜单栏【保存】按键，再点击【关闭】，关闭程序编辑界面。通过以上步骤，

该焊接实例程序创建完成。

4.4 程序试运行

程序试运行：当程序编辑完成后，可以通过特定的操作，让机器人按照程序指令，一行一

行的执行。检查实际运行动作和运行轨迹。以便能预先判断动作或轨迹是否有误。

4.4.1 准备工作

4.4.1.1 相关参数

1.参数修改步骤，首先点击【参数设置】-【系统参数】-【操作权限选择】-【确定】，在

弹出的界面中输入集成商密码，后点击【确定】，修改权限为集成商权限。

2.点击【参数设置】-【操作参数】-【确定】，在弹出的程序列表中移动光标找到<试运

行光标顺序移动>，点击子菜单区【修改】，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数字：0 或 1，再点击【确

定】，该参数修改完成。

4.4.1.2 其他准备

1.切换到允许动作机器人状态。

2.通过速度调整键 或者 手动移动速度倍率键，调整手动速度到一个合适的速度，建议调

整后速度倍率不要超过 50% 。调整后的速度倍率可以在状态显示区显示。

4.4.2 程序试运行步骤

1.进入程序列表界面。

2.点击【打开】按键，进入程序编辑界面。

3.将光标移动到需要试运行的程序行前面，如第一行前面。

4.按住使能开关。系统控制机器人执行光标所在行的指令。如机器人动作，IO 输出，运算，

逻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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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动运行和远程模式

5.1 自动运行（PLAY）模式

5.1.1 准备工作

■ 首先使用试运行方式，确保即将运行的程序正确无误。

■ 确保机器人运动空间范围内，无人和障碍物。

5.1.2 打开程序

1. 首先返回程序列表界面。

2. 使用触摸笔或者滚动手轮，移动光标到需要运行的程序上。

3. 点击<打开>按钮，将程序打开至程序编辑界面。

4. 将光标移动到程序开始位置（第一行）。

5.1.3 程序运行

5.1.3.1 启动

1.切换控制模式开关为“自动运行模式（PLAY）”。在状态栏显示：自动运行模式

2.选择合适的运行方式：单行运行 ，单程序运行 ，循环运行。

注意

第一次运行时，建议选择单行运行模式，一行一行运行，有问题及时处理。单行运

行方式下，节奏会比较慢，请注意！

当单行运行无误后，再选择选择单程序运行。

单程序运行无误后再选择循环运行，开始工作。

3. 选择合适的运行速度。点击调速图标 对应坐标键<+>和<->，在状态栏显示：

注意

刚开始建议速度调慢点，第一次运行无误后再调快速度。

4.前面的准备工作完成后，点击 按钮，程序按照前面示教的点位、动作、逻辑，开始运

行。

5.1.3.2 暂停（停止）

注意

本系统暂停和停止共用一个状态，即按下停止键后，系统就处于停止（暂停）状态。

该模式下可以进行速度调节，切换运行模式。

再次点击 按钮，程序继续运行。

将模式开关切换到示教模式（TEACH），程序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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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运行过程中，如果需要暂停（停止），请点击“暂停”钮，系统减速停止程序运行和机

器人动作。在该方式下停止程序后，程序相关的所有内部状态、输出口、计数器、变量等均将

保持。再次启动时，直接点击“启动”按钮，程序继续正常执行。强烈建议使用。

为确保安全，建议多次点击“暂停”按钮或者长按该按钮，同时观察，信息提示区会弹框：程

序停止，请复位后运行！

■当程序运行方式为单程序行运行 时，程序运行完一行后，系统减速停止程序和机器

人运行，系统处于静止而不是停止状态，需要点击“暂停”按钮，停止程序。

■ 切换模式开关到示教模式或再现模式，程序强行停止。系统处理时，将直接切断脉冲、

关闭使能、开启抱闸，该方式会造成机器人冲击，不建议使用。

5.1.3.3 调速，运行方式，工作模式切换

■ 调速：

在暂停（停止）状态下，点击调速图标 对应坐标键<+>和<->，调整运行速率。

说明：当程序运行方式为单程序行 ，并且程序已经运行完一行程序后静止时，需要点

击“暂停”按钮，让程序处于停止状态，才能点击调速图标对应坐标键，调整运行速率。

■ 运行方式切换：

1.在连续运行方式 下，可以点击本按钮对应图标切换到单程序运行方式 。

2.在暂停（停止）状态下，点击运行方式图标 对应坐标键<+>和<->，切换运行方式。

■ 程序运行中，工作模式切换：

当前处于自动运行模式，程序如果正处于运行中，则需要使用停止键 按键，停止程序运

行。然后切换模式开关到需要的模式（示教模式或远程模式）。

5.1.3.4 停止后再启动

■ 工作模式没有发生改变，还是为再现模式

该模式下，通过按停止键 按钮，程序停止运行。系统减速停止程序运行和机器人动

作。在该方式下停止程序后，程序相关的所有内部状态、输出口、计数器、变量等均将保持。

再次启动时，直接点击 按钮，程序继续正常执行。

■ 工作模式发生变化，切换到了示教模式。

5.1.3.5 紧急停止

警告

1.自动运行中，如果发现机器人工作异常，应该快速按下紧急停止按钮。

2.紧急停止后，机器当前状态有可能异常。复位机器报警时，需要特别注意。

当机器人处于再现模式，程序正处于运行中。使用紧急停止按钮停止程序后。再次启动机器

人运行需按照以下步骤：

1.首先，检测机器人本体，工装夹具等是否异常？能否继续运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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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然后旋转松开紧急停止按钮。

2.按 R 键，复位当前报警信息。

3.点击伺服电机上电按钮，伺服点击上电。

4.降低再现运行速度，切换工作方式为单段运行。

5.按多次点击运行键，测试程序工作是否异常。

6.确认机器人工作没有异常后，提高运行速度，切换工作方式为连续方式。

7.点击程序运行键，机器人开始工作。

5.2 远程（REMOTE）模式

5.2.1 远程运行方式

远程运行方式指，在远离机器人示教盒的位置，控制机器人的运行，停止。本运行方式主

要用于：多台机器人连线后集中远程控制，机器人工作位置远离操作员位置等。

当切换到远程模式时下列按键无效。

示教编程器上的<正向运行> 、<逆向运行>、<程序停止>键。

5.2.1.1 准备工作

1. 线路连接

线路连接参考《RA05 远程功能说明》。

2. 运行程序编制

需要在示教模式下，编辑完成工作程序，并在再现模式下测试程序的正确性。

注意：需要远程运行的程序需要 RET 指令结尾。

3. 机器人运行工作准备

检查机器人工装夹具是否准备就绪，需要使用的产品是否合理。在前面测试工作程序时，带

上所有夹具，产品一起测试，是否程序，产品，工装夹具等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备注：当机器人需要和别的机器人或外部设备交互时，一定要合理处理各个信号的逻辑性，

关联性，时效性等。否则可能交互异常，造成设备损坏及人身伤亡事故。

5.2.1.2 程序调用

1. 选择远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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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用户工艺>-<其他工艺>-<远程>-<确认>打开下图界面，点击子菜单区<远程/预约>

切换键，选择[远程选择]，其后变为绿色。

2. 设置远程工作程序

在上图中点击子菜单区<下一页>。进入远程程序设置界面，如下图：

在以上界面中输入需要远程运行程序名，点击<退出>退出远程设置。如果输入的程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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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或程序不存在，则系统会在信息提示区提示：文件名输入错误，请核对后重输。

5.2.1.3 远程运行

1 远程启动

切换模式开关到远程模式（REMOTE）；

按下伺服上电按钮，伺服电机上电，同时打开远程运行程序。

按下启动按钮，保持，再松开按钮。此时程序开始执行工作程序。

说明：系统采集远程启动信号时候，需要采集上升沿，电平时间长度，下降沿，三个条件。

2 远程调速

调速需要在程序停止后，再调速。所以在需要调速时候，先按一下远程停止按钮，停止机

器人运行，再到示教盒上修改运行速度。

3 远程暂停/停止

按下远程停止按钮，程序停止运行。

注意：由于延迟问题，按下停止按钮后，机器人停止动作会滞后，所以如果在情况紧急时，

请首先按下急停按钮，而不是停止按钮。

4 远程停止后再启动

远程停止后，可以调整机器人工装夹具，或者切换到示教模式调整机器人。

当需要再次远程启动时，将光标移动到需要运行的程序行前面。再按住远程运行按钮保持，

再松开按钮。程序从光标所在行开始运行。

5 远程复位及再启动

当机器人发生报警时，机器人停止运动，此时可以使用远程复位按钮复位报警状态。或者

使用示教盒上的“R”键复位报警状态。

复位后再启动：

高等级报警，会清除伺服电机上电状态。再启动时，需要使用远程上电按钮，将伺服电机

上电后，再按远程运行按钮，运行程序。

5.2.2 预约运行方式

预约启动是指通过每个工装上的启动按钮，按照预约的顺序运行各工装上程序的功能。

当切换到预约模式时下列按键将无效。

示教编程器上的<正向运行> 、<逆向运行>、<程序停止>键。

远程接口中的<远程运行>、<远程停止>键。

5.2.2.1 准备工作

1.线路连接

线路连接参考《RA05 预约功能说明》。

2.运行程序编制

需要在示教模式下，编辑完成各工位工作程序，并在再现模式下测试各位工位程序的正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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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需要远程运行的程序需要 RET 指令结尾。如下图：

3.机器人工作条件准备

检查机器人工装夹具是否准备就绪，需要使用的产品是否合理。在前面测试工作程序时，带

上所有夹具，产品一起测试，是否程序，产品，工装夹具等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备注：当机器人需要和别的机器人或外部设备交互时，一定要合理处理各个信号的逻辑性，

关联性，时效性等。否则可能交互异常，造成设备损坏及人身伤亡事故。

5.2.2.2 程序调用

1.选择远程方式

点击<用户工艺>-<其他工艺>-<远程>,打开下图界面，点击子菜单区<远程/预约>切换键，

选择[预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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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预约工作程序。

在上图中点击子菜单区<下一页>。进入预约程序设置界面，如下图：

在以上界面中，在各工位[程序名]后输入该工位对应程序名，如上图工位一程序名 aaaa。

然后将光标移动到需要开启的工位名称栏，多次点击子菜单区<选择/取消>按键，此时该工

位后面的指示灯会切换。当该只是灯为绿灯时，标示该工位预约功能开启；为红灯时标示该工

位预约功能关闭。

设置完成后，点击<退出>按键退出设置。退出时候，当输入的程序名不存在或错误时，系

统将提示：文件名输入有误，请核对后重输。并清空错误的错误程序名，并关闭该工位预约功

能。

5.2.2.3 预约运行

1 预约启动

注意

1.预约启动需要对应工位均有效才能启动。

2.预约程序运行过程中，停止程序运行后，切换到示教模式，如果关闭打开的

预约程序，则所有预约状态取消。不关闭打开预约程序，则除本程序外的其他预

约状态取消。

切换模式开关到预约模式（REMOTE）。

按下伺服上电按钮，伺服电机上电。

工位一准备完成后，按下工位一预约启动按钮，并保持一定时间，再松开启动按钮。此时

开始执行该工位工作程序。

工位二准备完成后，按下工位二预约启动按钮，并保持一定时间，再松开启动按钮。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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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位机器人正常别的工位工作，则工位二就进入排队状态。

工位三准备完成后，按下工位三预约启动按钮，并保持一定时间，再松开启动按钮。此时

如果工位机器人正常别的工位工作，则工位三就进入排队状态。

注意

系统采集预约启动信号时候，需要采集上升沿，电平时间长度，下降沿，三个条件。

2 排队预约取消

当某个正处于排队状态的工位想取消预约时。则需要按下该预约启动按钮，保持再松开按

钮，此时该工位的预约状态取消。

如需再次预约，则按下该工位预约启动按钮，保持再松开。该工位进入排队状态。

3 预约模式调速

调速需要在程序停止后，再调速。所以在需要调速时候，先按一下对应工位的停止按钮，停

止机器人运行，再到示教盒上修改运行速度。

4 预约模式暂停/停止

按下正在运行工位的停止按钮，机器人停止工作。

注意：由于延迟问题，按下停止按钮后，机器人停止动作会滞后，所以如果在情况紧急时，

请首先按下急停按钮，而不是停止按钮。

5 预约停止后再启动

预约停止后，可以调整机器人工装夹具，工位产品、工装等，或者切换到示教模式调整机

器人。

注意：当前打开的预约程序被关闭时，所有正在排队的预约将被清除！

被切换到示教模式后，在程序没有关闭的情况下，当需要再次预约启动时，将光标移动到需

要运行的程序行前面。切换到远程模式。再按住预约启动按钮，保持再松开按钮，程序从光标

所在行开始运行。该工位完成后继续执行后续排队工位。

6 预约模式复位及再启动

当机器人发生报警时，机器人停止运动，此时可以使用远程复位按钮复位报警状态。或者

使用示教盒上的“R”键复位报警状态。

复位后再启动：

高等级报警，会清除伺服电机上电状态。再启动时，需要使用远程上电按钮，将伺服电机

上电后，再按工位启动按钮，运行程序。

十分感谢您选用本公司产品！

本系统相关手册请妥善保管，以备需要时查阅！

如设备需要转手，请将相关资料一并转交对方！

本系统相关手册未做说明的按键、功能、选项视为不具备，请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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