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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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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说明 

※运输与储存 

 产品包装箱堆迭不可超过六层 

 不可在产品包装箱上攀爬、站立或放置重物 

 不可使用与产品相连的电缆拖动或搬运产品 

 严禁碰撞、划伤面板和显示屏 

 产品包装箱应避免潮湿、暴晒以及雨淋 

※开箱检查 

 打开包装后请确认是否是您所购买的产品 

 检查产品在运输途中是否有损坏 

 对照清单确认各部件是否齐全，有无损伤 

 如存在产品型号不符、缺少附件或运输损坏等情况，请及时与我公

司联系 

※接线 

 参加接线与检查的人员必须是具有相应能力的专业人员 

 产品必须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4欧姆，不能使用中性线（零线）

代替地线 

 接线必须正确、牢固，以免导致产品故障或意想不到的后果 

 与产品连接的浪涌吸收二极管必须按规定方向连接，否则会损坏产

品 

 插拔插头或打开产品机箱前，必须切断产品电源 

※检修 

 检修或更换元器件前必须切断电源 

 发生短路或过载时应检查故障，故障排除后方可重新启动 

 不可对产品频繁通断电，断电后若须重新通电，相隔时间至少1分钟 

 

※其  它 

 
 未经允许，请勿擅自打开机壳。 

 长时间不用时，请切断电源。 

 特别注意不要让粉尘，铁粉进入控制器。 

 输出继电器若使用非固态继电器，则须在继电器线圈上并联续流二

极管。检查所接电源是否符合要求，杜绝将控制器烧坏。 

 控制器的寿命与环境温度有很大关系，若加工现场温度过高，请安

装散热风扇。控制器允许工作的环境温度范围在0℃-60℃之间。 

 避免在高温、潮湿、多尘或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使用。 

 在震动强烈的地方，应加橡胶防震垫进行缓冲。 

 
 



                     AVS 系列视觉定位系统 

4 

 

※保  养 

 

 在一般的使用条件下（环境条件：日平均30℃，负载率80%，运行率

每天12小时），请按如下项目进行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 

日常检查 日常 

● 确认环境温度、温度、尘埃异物 

● 有无异常震动、声音 

● 通风孔有无被纱线等塞住 

定期检查 1 年 
● 坚固部件是否松动 

● 端子台是否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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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简介 

1.1概述 
AVS 系列视觉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定位，使用自主开发的上位机软件

ADTvision, 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几个参数配置即可快速构建出自己的视觉定

位系统。并且可以通过现在最热门的以太网、串口以及 I/O 接口输出的方式

将定位结果快速回传至 PLC以及各种类型的控制器。可用在各种需要高精度

位置信息的工业设备以及机器人系统中。 

整个系统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 

硬件部分：视觉控制器+相机+镜头+光源  

软件部分：ADTVision 

 

1.2硬件性能描述 
★体积小巧，容易安装和集成 

★无风扇设计，功耗低，散热性能良好 

★支持国内外多种品牌相机 

★采用性能稳定、成像质量高的面阵 CCD 相机 

★强大的处理器可以有效减少系统定位的时间 

★稳定的操作系统提供在线或线下检测 

★支持 RS232、以太网等多种常用通讯接口 

★提供 1 路光耦隔离输入，1 路光耦隔离输出，2 路 GPIO 

★易于集成到工厂环境中，符合 OPC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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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软件性能描述 

 
★采用的图像定位算法精度高，稳定性强 

★定位算法可以达到 1/64 像素精度 

★支持多相机方案 

★支持多模板定位，可同时输出多个定位结果 

★支持不同分辨率和不同接口的相机 

★支持离线设计和验证定位方案 

★提供多种定位工具，可以输出位置、旋转角度和缩放比例等信息 

★提供多种标定工具，支持自动标定，无需标定针和标定板 

★只需简单几步配置即可快速构建出自己的视觉定位系统  

★丰富的通讯接口，支持网络，串口，I/O接口 

★支持上电自启动，配置一次即可一劳永逸 

 

1.4软件支持 
★操作系统：XP、WIN7、WIN8 

★编程环境：暂不支持二次开发 

 

1.5应用范围 
★工业机器人流水线动态抓取、自动分拣、上下料等； 

★视觉点胶行业； 

★半导体封装行业：固晶机； 



                         AVS系列视觉定位系统 

 10 

★包装印刷设备：印刷机、移印机； 

★自动装配设备； 

★PCB加工、SMT 等行业； 

★笔记本、手机组装行业 

★化妆品上下料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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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硬件安装 

2.1典型出货配置 
典型应用一：机器人动态抓取视觉配置 

品名 编码 规格型号 存货描述 
单

位 

数

量 
备注 

视觉

控制

器 

200AVS010 AVS2300 

产品组成：工控机+视觉软件（BZ001B182A）

(WIN7 系统 ,CPU :Intel® Celeron™ J1900, 

2.0 GHz ,4G内存，64G 硬盘,4个千兆网口，

2个串口，3个 USB2.0 接口) 

台 1  

工 业

相 机

（ 3

选 1） 

Q07000634 
CM-130-90GM

-J1 

130万像素黑白相机，千兆网相机，全局曝光，

90fps@1280(H)×1024(V)，1/2” CCD，像素

尺寸 4.8 μ m×4.8 μ m，机械尺寸 29mm×

29mm×42mm，重量 68g，配件：电源适配器 1

个、一条 3m触发线 

台 1 

低像

素，高

帧率 

Q07000637 
CM-500-60UM

-J1 

500万像素黑白相机，USB3.0接口,全局曝光，

60fps@2592(H)×2048(V)，1”CMOS，需要搭

配大靶面镜头，像素尺寸 4.8μ m×4.8μ m，

机械尺寸 29mm×29mm×30mm，重量 56g，配件：

电源适配器 1 个、一条 3m触发线 

台 1 

高像

素，高

帧率 

Q07000638 
CM-600-17GM

-J1 

600万像素黑白相机，千兆网相机，卷帘曝光，

17fps@3072(H)×2048(V)，1/1.8”CMOS，像

素尺寸 2.4 μ m×2.4 μ m，机械尺寸 29mm×

29mm×42mm，重量 68g，配件：电源适配器 1

个、一条 3m触发线 

台 1 

高像

素，低

帧率 

CCD

数 据

线 

Q07000626 
GE-HighFlex

-5m-T1 
5M，HighFlex 条 1  

镜头 Q07000641 
TC-12-6MP-J

1 

定焦镜头，焦距 12mm，最大支持靶面 1/1.8”，

最小物距 60mm，尺寸 35.36mm x 29mm，C 接

口，六百万像素级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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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形

光源 
Q07000238 

SR-21230L-W

-B1 

白色，24V 输入，外形尺寸 212 ㎜×30 ㎜×

20㎜，发光尺寸 200 ㎜×25 ㎜，配件：3m 延

长线 

个 2 
仅供

参考 

光源

控制

器 

Q07000544 
SRC-24AC-2-

B2 

模拟控制器，220V输入，24V输出，两通道，

配件：电源线 
个 1  

 

典型应用二：机器人静态抓取视觉配置 

品名 编码 规格型号 存货描述 
单

位 

数

量 

备

注 

视觉

控制

器 

200AVS0

10 
AVS2300 

产品组成：工控机+视觉软件（BZ001B182A）

(WIN7 系统 ,CPU :Intel® Celeron™ J1900, 2.0 

GHz ,4G 内存，64G 硬盘,4 个千兆网口，2 个串

口，3 个 USB2.0 接口) 

台 1  

工 业

相机 

Q070006

38 

CM-600-17G

M-J1 

600 万像素黑白相机，千兆网相机，卷帘曝光，

17fps@3072(H)×2048(V)，1/1.8”CMOS，像素

尺寸 2.4 μ m×2.4 μ m，机械尺寸 29mm×

29mm×42mm，重量 68g，配件：电源适配器 1

个、一条 8m 触发线 

台 1  

CCD

数 据

线 

Q070006

26 

GE-HighFlex-

5m-T1 
5M，HighFlex 条 1  

镜头 
Q070006

43 
TC-25-6MP-J1 

定焦镜头，焦距 25mm，最大支持靶面 1/1.8”，

最小物距 150mm，尺寸 34.34mm x 29mm，C 接

口，六百万像素级 

个 1  

环形

光源 

Q070001

16 

SR-12000R-R

-B1 

红色，24V 输入，直射型，外径 120mm，内径

40mm，配件：漫反射板、3m 延长线 
个 1 

仅

供

参

考 

光源

控制

器 

Q070005

44 

SRC-24AC-2-

B2 

模拟控制器，220V 输入，24V 输出，两通道，

配件：电源线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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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三：视觉点胶视觉配置 

品名 编码 规格型号 存货描述 
单

位 

数

量 

备

注 

视觉

控制

器 

200AVS010 AVS2300 

产品组成：工控机+视觉软件（BZ001B182A）

(WIN7 系统 ,CPU :Intel® Celeron™ J1900, 2.0 

GHz ,4G 内存，64G 硬盘,4 个千兆网口，2 个

串口，3 个 USB2.0 接口) 

台 1  

工 业

相机 
Q07000638 

CM-600-17GM

-J1 

600 万像素黑白相机，千兆网相机，卷帘曝光，

17fps@3072(H)×2048(V)，1/1.8”CMOS，像

素尺寸 2.4 μ m×2.4 μ m，机械尺寸 29mm

×29mm×42mm，重量 68g，配件：电源适配

器 1 个、一条 3m 触发线 

台 1  

CCD

数 据

线 

Q07000626 
GE-HighFlex-5

m-T1 
5M，HighFlex 条 1  

镜头 Q07000449 
TC-MT0.5×11

0-B1 

C 接口，非同轴，倍率 0.5，物距 110 ㎜ ，支

持超过 100W 像数分辨率 
个 1  

同轴

光源 
Q07000314 SR-45C-R-B1 

红色，24V 输入，外形尺寸 78 ㎜×45 ㎜×44

㎜，发光尺寸 39.5 ㎜×37 ㎜，配件：3m 延长

线 

个 1 

仅

供

参

考 

光源

控制

器 

Q07000544 
SRC-24AC-2-

B2 

模拟控制器，220V 输入，24V 输出，两通道，

配件：电源线 
个 1  

请注意：典型应用的配置清单，并非标准配置。 

视觉配置清单主要由六部分组成：①AVS 视觉系统 ②相机 ③镜头 ④光源 ⑤

光源控制器 ⑥加密狗 

不同项目的配置除加密狗相同，其他都可能不同。需要根据工件的特征，定位精

度，定位速度等指标选择合适的相机、镜头、光源。 

具体如何选择请与工程师沟通，最好对样品进行测试后确认配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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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产品特性 
  标准系统型号 AVS2300 AVS3200 

图像单元 特性 支持双相机 支持四相机 

通讯 

USB 4个 USB2.0 接口 4个 USB2.0 接口 

以太网 2个千兆，2个百兆 4个千兆（可扩展） 

串口 2个 RS232 4个 RS232 

指示灯 1个状态显示灯 2个状态显示灯 

显示 本地 24bit LVDS& VGA 接口同步或异步输出 

通用 I/O 
输入 无 

输出 无 

视觉软件 ADTVision 图像处理软件，版本 3.6.0 

相机 

数字相机 GIGE千兆网口，D1 系列，G1系列，J1系列 

输入 1个光隔离输入接口，1 个光隔离输出接口，2个双向 GPIO 

格式 面扫描 

像素/分辨率 
130万像素 CCD，

1280(H)×1024(V) 

600万像素 CMOS，3072(H)×2048(V) 

帧率 90fps  17fps 

同步方式 外触发，软触发 

快门 20μ s～1s 

额定功率  <3W 

镜头接口  C 

机械尺寸  29mm*29mm*42mm 

重量 68g  

认证 RoHS ，CE ，GigE Vision，GenICam 

视觉控制

器 

CPU Intel@Celeron J1900,2.0GHz Core i5-3550S 3.0GHz 

内存 2G 4G 

硬盘 32G固态硬盘 500G机械硬盘 

材料  高强度铝合金 

尺寸 （长*宽*高）188mm*147mm*48mm （长*宽*高）232mm*90mm*232mm 

重量 2.7kg 4.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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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安装尺寸 

2.3.1 视觉控制器安装尺寸 

 

 

AVS2300 安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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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S3200 安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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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CCD 安装尺寸 

 

D1 系列 

 

 
G1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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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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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工作环境 

2.4.1 视觉控制器工作环境 

电压 100 VAC ~ 240 VAC 

工作温度 -10℃~60℃ @10%~80%RH（非凝结状态） 

保存温度 -40℃~80℃（非凝结状态） 

抗振动 1Grms 5~500Hz 3 轴-1 小时/轴，随机震动 

抗冲击 10G（11ms 间隔，半正弦波） 

AVS2300 

 

电压 100 VAC ~ 240 VAC 

工作温度 -20℃~80℃ @10%~80%RH（非凝结状态） 

保存温度 -20℃~80℃（非凝结状态） 

抗振动 1Grms 5~500Hz 3 轴-1 小时/轴，随机震动 

抗冲击 10G（11ms 间隔，半正弦波） 

AVS3200 

2.4.2 CCD 相机工作环境 

电压 12V DC 

工作温度  0～45 ℃ 

储存温度  -20 ～70 ℃ 

工作湿度 10 ～80% 

D1 系列 

电压 12V DC 

工作温度  0～50 ℃ 

储存温度  -20 ～80 ℃ 

工作湿度 20 ～80% 

G1 系列 

电压 12V DC 

工作温度  0～50 ℃ 

储存温度  -30 ～70 ℃ 

工作湿度 20 ～80% 

J1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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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电气连接 

3.1 视觉控制器电气接口 

 

AVS2300 

 

 

 

AVS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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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D1系列相机电气接口 
电气接口包括三部分：网口、指示灯和 IO接口。摄像机通过网口和主机进行

数据交换；控制信号的输入、输出以及摄像机的供电均由 IO接口实现；指示

灯用于指示摄像机的工作状态。 

3.2.1 网口 

网口连接器是一个标准的RJ45插座，引脚定义符合以太网标准。 

网口支持 100m的 Cat5e或者 Cat6类线缆。 

3.2.2 指示灯 

摄像机的后壳上装有一个 LED 指示灯，用于指示摄像机的状态。LED 指示灯

可以显示 3种颜色，分别是红色、黄色和绿色。 

LED 状态  指示摄像机状态  

熄灭 摄像机未上电 

绿灯常亮  网络已连接，但无数据传输  

绿灯闪烁  网口有数据传输  

其他 摄像机内部状态  

表 3-1 摄像机状态显示 

3.2.3 IO 接口 

IO 接口使用的是 Hirose的 8-pin圆形公头插座。 

示意图 Pin 定义 说明 

  

1（绿） Line0+ 光耦输入正 

2（蓝） GND 摄像机电源地、GPIO 地 

3（灰） Line0- 光耦输入负 

4（紫） POWER_IN 摄像机外接电源、+12V DC 

5（橙） Line2 GPIO 输入/输出 

6（粉） Line3 GPIO 输入/输出 

7（白绿） Line1- 光耦输出负 

8(白蓝) Line1+ 光耦输出正 

表 3-2 IO 接口定义（从摄像机背面看） 

D1 系列数字摄像机输入电源必须使用+12V（±10%）直流电源，通过 IO接口

供电。 

注意：电源正负极性不能接反，否则可能会烧坏相机或相机连接的其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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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O正负极性不能接反，否则可能会烧坏相机或相机连接的其他设备。 

 

Line0(光耦隔离输入)电路 

光耦隔离输入电路原理图如图 3-1所示，虚线方框内为外接电路。 

 

     图 3-1 光耦隔离输入电路 

●逻辑 0输入电压：0V~+2.5V（Line0+端电压） 

●逻辑 1输入电压：+5V~+24V（Line0+端电压） 

●最大输入电流：7mA 

●输入电压在 2.5V~5V 之间为不确定状态，应避免输入这一区间内的电压值。 

●上升沿延时时间：<50μ s(0℃~45℃)，参数说明见图 3-2。 

●下降沿延时时间：<50μ s(0℃~45℃)，参数说明见图 3-2。 

●不同的环境温度和输入电压都会对延时时间有影响。环境温度 25℃时典型

应用环境下的延时时间见下表： 

参数 测试条件 值(us) 

上升沿延时 
VIN=5V 3.02 ～ 6.96 

VIN=12V 2.46 ～ 5.14 

下降沿延时 
VIN=5V 6.12 ～ 17.71 

VIN=12V 8.93 ～ 19.73 

表 3-3 典型应用环境下，光耦隔离输入电路延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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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光耦隔离输入电路参数 

●上升沿延时 TRIGIN_R_DELAY：从 LINE0+上升到幅值的一半到 INPUT0下降

到 0.8V的时间 

●下降沿延时 TRIGIN_F_DELAY：从 LINE0+下降到幅值的一半到 INPUT0上升

到 2V的时间 

Line1(光耦隔离输出)电路 

光耦隔离输出电路原理图如图 3-3所示，虚线方框内为外接电路。 

 

     图 3-3 光耦隔离输出电路 

 

●外接电压 EXVCC范围为 5~24V 

●Line1的最大输出电流 25mA 

●环境温度25℃时典型应用环境下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见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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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电压 

(EXVCC) 

外接电阻 

Rexternal 
输出压降(V) 输出电流(mA) 

5V 1KΩ  0.9 4.16 

12V 1KΩ  0.97 11.11 

24V 1KΩ  1.04 23.08 

表 3-4 典型应用环境下的光耦隔离输出电路的输出电压值和输出电流值 

 

●上升沿延时=tr+td：<50μ s (0℃~45℃)，参数说明见图 3-4： 

●下降沿延时=ts+tf：<50μ s (0℃~45℃)，参数说明见图 3-4： 

●环境温度 25℃时典型应用环境下的延时时间见表 3-5： 

参数 测试条件 值（us） 

存储时间 ts 

外接电源

5V，上 

拉电阻 1kΩ  

6.16 ～ 13.26 

延时时间 td 1.9 ～ 3.16 

上升时间 tr 2.77 ～ 10.6 

下降时间 tf 7.6 ～ 11.12 

上升沿延时=tr+td 4.7 ～ 13.76 

下降沿延时=tf+ts 14.41 ～ 24.38 

表 3-5 典型应用环境下光耦隔离输出电路延时时间 

 

图3-4 光耦隔离输出电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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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时间 td：从 OUTPUT1 幅值的一半到 LINE1+下降到 LINE1+幅值 90%的时

间。 

●下降时间 tf：LINE1+从 90%下降到 10%的时间。 

●存储时间 ts：从 OUTPUT1 幅值的一半到 LINE1+上升到 LINE1+幅值 10%的时

间。 

●上升时间 tr：LINE1+从 10%上升到 90%的时间。 

 

GPIO2/3（双向）电路 

 

图3-5 GPIO2/3（双向）电路  

Line2/3配置成输入管脚： 

● 逻辑 0的输入电压：0V~+0.6V（Line2/3 端电压） 

●逻辑 1的输入电压：+1.9V~+24V（Line2/3端电压） 

● 输入电压在 0.6V~1.9V之间为不确定状态，输入信号应避免进入这一电压

区间。 

●Line2/3输入高电平时，输入电流小于 100uA；Line2/3输入低电平时，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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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电流小于-1mA。 

●LINE2/3 作为输入时，对应输出设备如果是共阳接法，其下拉电阻不要超

过 1K，否则会导致 LINE2/3 输入电压超过 0.6V，不能稳定识别为逻辑 0。 

●输入上升沿延时：<2μ s(0℃~45℃)，参数说明见图 3-2： 

●输入下降沿延时：<2μ s (0℃~45℃) ，参数说明见图 3-2： 

●Line2/3配置为输入引脚时，相机内部等效电路如图3-6，以Line2为例： 

 

图3-6 Line2 配置为输入引脚时相机内部等效电路 

为了防止GPIO管脚损坏，请先连接地（GND）管脚，然后再向Line2/3管脚输

入电压。 

Line2/3配置成输出管脚： 

●外接电压 EXVCC范围为 5~24V 

●Line2/3的最大输出电流为 25mA，输出阻抗 40Ω  

●环境温度 25℃时典型应用环境下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见下表 3-6： 

外接电压 

(EXVCC) 

外接电阻 

Rexternal 
输出压降(V) 输出电流(mA) 

5V 

1KΩ  

0.19 4.8 

12V 0.46 11.6 

24V 0.92 23.1 

表3-6典型应用环境下的Line2/3端电压值和输出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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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沿延时=tr+td：<20μ s(0℃~45℃)，参数说明见图 3-4 

●下降沿延时=ts+tf：<20μ s (0℃~45℃)，参数说明见图 3-4 

●延时参数受外接电源电压、外接上拉电阻影响较大，受温度影响很小。环

境温度 25℃时典型应用环境下的输出延时时间见表 3-7： 

 

参数 测试条件 值（us） 

存储时间 ts 

外接电源

5V，上 

拉电阻 1kΩ  

0.17 ～ 0.18 

延时时间 td 0.08 ～ 0.09 

上升时间 tr 0.11 ～ 0.16 

下降时间 tf 1.82 ～ 1.94 

上升沿延时=tr+td 0.19 ～ 0.26 

下降沿延时=tf+ts 1.97 ～ 2.09 

表3-7典型应用环境下GPIO配置成输出管脚时的延时时间 

 

●Line2/3配置为输出引脚时，相机内部等效电路如图3-7，以Line2为例： 

 
图3-7 Line2配置为输出引脚时相机内部等效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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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G1系列相机电气接口 
 G1系列相机主要有两个电气接口，一个是6pin的I/O接口，一个是8pin

的RJ45网口： 

 

图3-8 G1系列相机电气接口 

I/O连接器引脚分配图如下表： 

 Pin 定义 说明 

1 - +12V 直流相机电源 

    2(黄) Line1 光耦隔离输入 

3 - NC 

    4(绿) Out1 光耦隔离输出 

    5(白) - 光耦隔离地 

6 - 直流相机电流地 

表3-8 G1系列相机I/O连接器引脚分配 

 网口连接器是一个标准的RJ45插座，引脚定义符合以太网标准。网口支

持100m的Cat5e或者Cat6类线缆。 

Line1典型接线示意图如下： 

 
图3-9 Line1典型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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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1典型接线示意图如下： 

 

图3-10 Out1典型接线 

3.4 J1系列相机电气接口 

3.4.1 接口介绍 

工业相机背面外观如下图所示，包含标准RJ45千兆网线插口、6pin电源及I/O

输入口、相机工作状态指示灯。网口两侧有两个M2规格的锁紧螺孔，用来固

定网线，以减少现场造成的网线松动。 

 

图3-11 背面接口图 

3.4.2 电源和 I/O 接口定义 

 

3-12 接口定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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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ADTVision 界面说明 

4.1 主界面 

 

4.2 工具栏 

新建一个作业 

打开一个作业 

保存当前作业 

保存图像 

放大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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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图像 

按原始图像比例最大化显示图像 

按实际大小显示图像 

切换连续采集和触发采集模式 

设置图像搜索区域 

手动执行一次作业流程 

运行作业，运行状态下只能接收外部触发信号，无法编辑作业 

停止作业，停止状态下只能进行手动定位，可以编辑作业 

清空运行结果 

用户登录 

显示软件版本和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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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菜单栏 

4.3.1 作业菜单 

 
新建作业：新建一个作业流程 

打开作业：打开一个作业流程 

保存作业：保存当前作业流程到文件中 

另存为：以不同的名称保存当前作业流程 

最近作业：显示了最近打开的4个作业流程的路径，单击可直接打开相应的作

业流程，单击清除作业会清空最近的作业流程列表 

退出：退出应用程序 

4.3.2 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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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设置：设置作业的属性参数，设置内容如下图所示： 

X，Y，C 取反：输出结果前添加负号，当视觉坐标系和机器人坐标系方向不

同时，可以使用取反功能保证二者坐标方向一致 

相对位置：相对基准位置的坐标偏移 

绝对位置：在用户坐标系中的绝对位置 

X 升 Y 升：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X 坐标升序输出，如果 X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Y 坐标升序输出 

X 升 Y 降：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X 坐标升序输出，如果 X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Y 坐标降序输出 

X 降 Y 升：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X 坐标降序输出，如果 X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Y 坐标升序输出 

X 降 Y 降：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X 坐标降序输出，如果 X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Y 坐标降序输出 

Y 升 X 升：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Y 坐标升序输出，如果 Y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X 坐标升序输出 

Y 升 X 降：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Y 坐标升序输出，如果 Y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X 坐标降序输出 

Y 降 X 升：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Y 坐标降序输出，如果 Y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X 坐标升序输出 

Y 降 X 降：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Y 坐标降序输出，如果 Y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X 坐标降序输出 

开始字符：输出内容以什么字符开始 

分隔字符：输出内容以什么字符隔开 

结束字符：输出内容以什么字符结束 

输出内容：设置需要输出的数据 

输出校验：目前支持 LRC 字符校验 

输出通讯：可以指定网口或串口，还可以指定工具号和端口号 

基准位置：使用相对位置时可用，基准位置只能在输出信息列表中通过鼠标

右键菜单中的“设为基准点”来设置，如下图所示： 

 
输出显示：选择是否显示模板 ROI 或匹配轮廓 

相机触发模式：支持外部软触发和 IO 触发，也可以使用内部循环触发 

IO 输出控制：勾选 Line1表示结果为 OK 时将通过 Line1输出一个信号，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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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2表示结果为 NG 时将通过 Line2输出一个信号。 

光源触发控制：当使用带模板号的触发命令时，如果触发时间为非0值，那么

定位时光源亮度会持续所设置的时间后自动熄灭，为0时则光源常亮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属性参数，设置内容如下图所示 

 
刷新列表：输出信息列表中是否显示定位结果 

保存列表数据：将定位结果保存到 TXT 文件中 

保存定位失败图片：将定位失败时的图片保存到本地 

相机：当前使用的相机类型，必须重启软件才能生效 

语言：支持中文和英文 

保存失败图片数量：当定位失败时保存失败图片的数量，可设置具体数值。 

保存成功图片数量：当定位成功时保存成功图片的数量，可设置具体数值。 

 

密码设置：密码设置属性参数，设置内容如下图所示 

 
可以设置操作权限，默认密码为空，任何人都可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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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运行菜单 

 
单次作业：手动执行一次定位 

运行作业：只能由外部信号来触发相机定位，且不能编辑作业流程 

停止作业：只能手动触发相机定位，可以编辑作业流程 

清空运行数据：清空输出信息列表中的定位结果 

4.3.4 工具菜单 

 
数据接收：打开数据接收对话框，可以查看通讯接收到的数据 

连续采集：切换连续采集和触发采集模式 

使用 ROI：限制在图像中搜索模板的范围，可以减少定位时间 

保存图像：将相机采集到的图像以 BMP 格式保存到文件中 

放大、缩小图像：缩放图像 

适合大小：保存图像原始宽高比例最大化显示在窗口中 

实际大小：以图像实际大小显示 

4.3.5 控制菜单 

 
光源控制：打开光源控制对话框，可以通过软件调节光源亮度 

4.3.6 查看菜单 

 
工作空间：显示或关闭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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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信息：显示或关闭输出结果列表 

工具栏：显示或关闭工具栏 

状态栏：显示关闭状态栏 

4.3.7 帮助菜单 

 
用户手册：单击可打开 AVS 用户操作手册，前提是要安装 PDF 阅读器 

4.4 图像显示区域 
图像显示区域用于显示图像和定位结果，可以对图像进行缩放、拖动操作。

同时图像搜索的 ROI 也是在这里显示和设置，多相机工作时，这里会同时显

示多个相机的图像，如果需要操作哪个相机，就需要在对应的图像中先单击

鼠标左键，再进行相应的操作。 

4.5 作业流程区域 
作业流程列表中显示当前使用的工具，可以直接从工具箱中把工具拖动到这

里，双击对应的工具即可弹出该工具的属性信息，配置好工具的属性参数后，

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同时在工具上右击可以弹出右键菜单，也可以设置工具

的属性参数，并且可以删除相应的工具，用鼠标拖动工具可以调整工具之间

的顺序。 

4.6 工具箱 
工具栏中列出了当前可以使用的工具，共有5大类： 

图像工具：用于图像采集，存储和相机参数设置等功能 

处理工具：用于定位前的图像处理和定位后的结果处理 

定位工具：用于模板操作以及设置定位算法参数 

标定工具：将像素坐标转化成用户坐标 

通讯工具：设置串口和网口参数，与外部设备进行通讯 

4.7 输出信息 
用来显示每次的定位结果，是否显示可以在菜单设置－〉系统设置中进行设

置，在没有标定的情况下，列表中显示的 XY 坐标是以像素为单位的，标定

之后是以毫米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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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ADTVision 操作说明 
5.1 硬件连接 

●连接好视觉控制器的电源线，连接好相机的电源线、IO控制线（使用外部

硬触发时需要）和千兆网线。 

●连接好鼠标、键盘和显示器，插上配套的加密狗。 

●如果采用硬件信号触发，还需要连接 I/O输入信号，D1系列相机绿色线为

Line0正，接24V电源正极，灰色为 Line0负，接到外部控制设备的一个输出

点上；G1系列相机黄色信号线为 Line1正，接24V 电源正极，白色为 Line1

负，接到外部控制设备的一个输出点上；J1系列相机黄色为 Line0正光耦输

入，接到12V 电源正极，绿色为 Line0负光耦信号地，接到外部控制设备的

一个输出点上。 

5.2 软件安装和配置 
●配置视觉控制器本地网卡 IP地址 

如果是 XP系统，配置步骤如下： 

 
在开始菜单中单击“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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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面板中单击“网络和 Internet 连接” 

 

 

 

在网络和 Internet 连接中单击“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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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显示有两个本地连接已连上，一个是和相机的连接，另一个是和机器

人的连接 

 

 

如果不知道某个本地连接对应的是相机还是机器人，那么可以拔掉其中一个

的网络连接，例如图中我拔掉了相机的网线，那么剩下的已连接上的本地连

接肯定就是和机器对应的了，此时再双击这个本地连接打开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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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属性” 

 

 

双击“Internet 协议（TCP/IP）”，打开 IP 配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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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和机器人通讯的网卡的 IP 地址后单击确定 

连接好相机网线，双击和相机连接的本地连接，按相同方法配置该本地连接

的 IP 地址，如下 

 

配置和相机通讯的网卡的 IP 地址后单击确定 

注意：与机器人通讯的网卡 IP 和与相机通讯的网卡 IP 需要配置在不同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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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 WIN7 系统，配置步骤如下： 

 

单击开始菜单，打开控制面板 

 

 

单击网络和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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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 

 

 

显示有两个本地连接，一个是和相机的连接，另一个是和机器人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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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知道某个本地连接对应的是相机还是机器人，那么可以拔掉其中一个

的网络连接，例如图中我拔掉了相机的网线，那么剩下的本地连接肯定就是

和机器对应的了，此时再单击本地连接 

 

 

单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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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 Internet 协议 4（TCP/IPv4） 

 

 

配置和机器人通讯的网卡的 IP 地址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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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好相机网线，单击和相机连接的本地连接 3，按相同方法配置该本地连

接的 IP 地址 

 

配置和相机通讯的网卡的 IP 地址后单击确定 

注意：与机器人通讯的网卡 IP 和与相机通讯的网卡 IP 需要配置在不同网段 

 



                         AVS系列视觉定位系统 

 47 

●安装相机驱动并配置相机 IP地址 

如果是 D1系列相机，步骤如下： 

 
解压并运行上图所示的相机驱动安装程序，安装完成后，双击启动桌面上的

“GigE IP Configurator”图标 ，弹出的界面如下： 

 

如上图所示，相机 IP 和对应的网卡 IP 不在同一个网段时，相机名称那行字

体会变成红色，表示连接不成功，此时需要修改相机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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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1部分这一行，此时2部分变成可编辑状态，修改2部分的 IP 地址，使其

和1部分上方的网卡 IP 地址处于同一个网段，然后单击3部分的保存设置，成

功后1部分字体会变成正常黑色，表示相机和网卡连接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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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 G1系列相机，步骤如下： 

 
解压并运行上图所示的相机驱动安装程序，安装完成后，双击启动桌面上的

“pylon IP Configurator” 图标，弹出的界面如下： 

 
如上图所示，可以看到相机的 IP 地址与相机连接的网卡的 IP 地址不在同一

网段，所以出现了黄色的感叹号，此时需要修改相机 IP 地址，相机 IP 配置

方法如下图所示： 

 
单击相机所在的那一行，在左下侧选择“Static IP”，输入相机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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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网卡 IP 地址为 192.168.1.124，那么相机的 IP 地址也必须为

192.168.1.x，x 表示2到254之间的一个数字，“Subnet Mask”子网掩码必

须为255.255.255.0，默认网关一般设为192.168.1.1，也可以不设置。设置

完成后，单击左下侧的“Save”按钮，配置成功后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注意：相机 IP 地址配置好以后，请勿随意修改 IP 地址。G1系列多相机时，

请务必将相机 IP 地址配置在不同网段，即 IP 地址的第三个数字不同。 

如果是 J1系列相机，步骤如下： 

 
解压并运行上图所示的相机驱动安装程序，安装完成后，双击启动桌面上的

“MVS” 图标，弹出的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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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点击“工具”菜单，然后点击“IP配置工具”，打开以下界面 

 
选择“静态 IP”，输入相机 IP 地址，例如网卡 IP 地址为192.168.1.124，

那么相机的 IP 地址也必须为192.168.1.x，x 表示2到254之间的一个数字，

“ Subnet Mask”子网掩码必须为 255.255.255.0，默认网关一般设为

192.168.1.1，也可以不设置。设置完成后，单击左下侧的“保存”按钮。 

 

 

 



                         AVS系列视觉定位系统 

 52 

●安装加密狗驱动 

 

解压后直接运行里面的 MicroDogInstdrv.exe软件，启动后的界面如下： 

 

只勾选 USB狗驱动，点击安装即可安装与操作系统对应的加密狗驱动。 

●安装视觉软件 ADTvision 

安装前建议先退出360等杀毒软件，双击运行 ADTvision

安装程序，安装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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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位置建议选择安装到 C盘以外的其他盘，以防系统故障导致信息丢失。 

 

选择是否创建桌面快捷方式和开机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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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过程中，如果有杀毒软件拦截，请选择“允许程序所有操作”。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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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目录主要文件夹介绍： 

Bmps：保存图片时，默认弹出的保存路径会指向该文件夹，用户也可以自己

指定保存路径。 

calib：存放标定板描述文件以及可用于打印标定板的 pdf 文件。 

Failure：存放定位失败时的图片 

Jobs：存放作业文件以及模板和标定参数 

Log：存放系统工作日志。 

Manual：存放软件使用说明书 

Params：存放系统设置参数，默认路径，用户不可更改。 

Results：存放定位结果，默认路径，用户不可更改。 

 

5.3 新建作业流程 

点击工具栏中的"新建作业" 按钮，新建一个空白作业流程，如果新建时

有修改的当前作业未保存，会先提示是否保存当前作业。点击工具栏中的"

保存"按钮， 可以将当前作业保存到文件中。软件会自动记录最近的4个作业

流程文件的路径，在软件启动的时候，默认会自动加载最近的一个作业流程，

如果清空了最近的作业流程列表，那么软件启动后会打开一个空的作业流程。 

创建作业流程时，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使用鼠标左键从工具箱中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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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工具到流程列表中即可，右键菜单中可以删除不需要的工具。一般情

况下只需要采集图像、边缘定位、用户坐标和以太网四个工具即可，例如下

图所示。 

 

作业流程中的工具属性参数如果配置错误，那么会在点击定位按钮的时

候出现错误提示，配置错误的工具后面的图标会出现红色叉。 

5.4 设置工具参数 

在相应的工具上左键双击或者单击右键菜单中的“属性”可以打开对应

工具的参数设置界面。 

5.4.1 本地图像工具 

 

本地图像工具是从本地文件中加载 BMP 格式的图像来进行定位，在没

有相机的情况下，可以用来代替相机的图像采集功能进行定位操作，可以用

来验证方案的可行性以及演示软件的定位功能。如果勾选了“使用该图像文

件所在目录下的所有图像”，则定位时会循环使用对应目录下的所有图像进行

定位，否则只对当前选择的图像进行定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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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采集图像工具 

 

采集图像工具从相机采集图像作为数据源，该界面下的主要操作有： 

●相机号：当前操作的相机序号 

●打开设备：打开当前选择的相机 

●关闭设备：关闭当前选择的相机 

●保存参数：将相机参数保存到文件中 

●加载参数：从文件中加载相机参数 

 

采集图像工具还可以配置相机的一些基本参数，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参数

是触发模式、触发源、曝光，其他参数在使用时保持默认值即可。当触发模

式设置为 on 时，相机需要通过触发信号来完成图像采集；当设置为 off 时，

相机为连续采集模式，此时可以实时显示捕捉到的画面，触发模式的设置效

果等同于操作工具栏上的 按钮。触发源设置为 software 时，可以通过网络

和串口命令来触发相机采集定位；当设置为 Line0时，需要通过输入信号 Line0

来触发相机采集定位，此时需要将外部控制设备的输出点接入到相机的 Line0

引脚上，具体接线方法参见3.2.3节。曝光时间越长，图像越亮，越适合拍静

止的物体，拍移动物体会产生重影的现象，曝光时间短图像暗，适合拍移动

物体。静态定位时，建议保持默认曝光值即可，动态定位时可降低曝光时间，

并通过增加外部光源亮度来弥补图像亮度损失。注意：对话框左上角标题栏

上的“采集图像-－相机0”表示当前操作的是相机0，可以在图像显示区域中

用鼠标左键单击相机对应的窗口来切换当前操作的相机。 



                         AVS系列视觉定位系统 

 58 

5.4.3 预处理工具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使用预处理工具，除非图像质量非常差的时候，才有

可能用到预处理功能。 

 

平滑：可以对图像的噪声进行抑制，但会损失图像的细节 

锐化：和平滑的作用相反，能增强图像的细节，但会放大噪声 

膨胀：使图像更亮，可以减少或消除暗的细节 

腐蚀：使图像更暗，可以减少或消除亮的细节 

开启：除去较小的明亮细节，保持整体的灰度级和较大的明亮区域不变 

闭合：除去较小的暗细节，而相对地保持明亮部分不受影响 

彩色转灰：彩色图像时可用，可以将彩色图像转化为单通道的灰度图像 

二值化：将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只保留黑白部分。 

亮度调节：通过软件算法增强图像的亮度值。 

反色：将暗的部分变白，将亮的部分变黑。 

均匀：图像灰度均衡化，使图像整体亮度更均匀。 

灰度拉伸：当图像对比度不明显时，使用灰度拉伸可以增强对比度。 

梯度化：用边缘梯度值来表示的图像，可以增强边缘。 

启用预处理：勾选时表示启用预处理功能 

 最左边的数字表示预处理算子执行的顺序，不同的组合顺序可以实现不

同的图像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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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图 

 

开启，过滤掉小的亮细节 

 

闭合，过滤掉小的暗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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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后处理工具 

 

模板列表：显示“边缘定位”和“区域定位”工具中学习和加载的模板名称，

后处理的参数是模板级别的，可以针对每个模板分别进行设置 

后处理方法：无，表示不进行任何后处理；求角点，表示对定位到的模板轮

廓进行直线拟合，将拟合直线的交点作为定位结果，当需要精确知道一个物

体角点的坐标时，可以选择此方法；找圆心，表示对定位到的边缘轮廓进行

圆拟合，将圆心作为定位结果，当目标是圆形物体而轮廓又不完整时，可以

此方法；去重叠，当目标重叠时，重叠的目标不能返回结果时，可以选择此

方法；检测面积，当定位完成模板后，在该区域内符合设定灰度值的像素面

积。 

去重叠参数：当选择了去重叠方法时，这些参数才可以设置。平滑半径：默

认 5.5，一般无需设置，重叠搜索半径：两个目标相距多远时认为重叠；目标

最小最大亮度，目标物体所包含像素中的最小亮度和最大亮度；最小重叠面

积：两个目标重叠面积为多少时认为重叠； 

显示目标区域：包含了从最小亮度到最大亮度的像素区域，以红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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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交点，模板学习 

 

 

不启用求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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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求角点 

 

 

 

圆形物体，只有部分轮廓，模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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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启用找圆心 

 

 

启用找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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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重叠，模板学习 

 

 

不启用去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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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去重叠 

5.4.5 检测圆工具 

检测圆工具主要用于检测所定位到的图像是否满足所设定的圆参数，用于剔

除不满足条件的物料。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模板列表：选择需要检测圆功能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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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检测圆：勾选启用检测圆，表示当前选择的模板使用检测圆的功能。 

低幅度阈值：检测圆轮廓时，提取最小亚像素精度的最小设定值。 

高幅度阈值：检测圆轮廓时，提取最小亚像素精度的最大设定值。 

平滑系数：选择检测圆轮廓时，是否平滑。用于轮廓不连续的情况。 

最小圆形度：选择检测圆轮廓时，圆形度的大小，最大为 1，最小为 0，值越

大表示与圆越接近，小于该值的将不提取。 

最小长度：选择检测圆轮廓时，周长的最小值，小于该值将不提取。 

最大长度：选择检测圆轮廓时，周长的最大值，大于该值将不提取。 

启用先定位后检测：勾选该功能后将先定位到模板再检测圆参数。 

显示检测轮廓：勾选该功能后，将显示检测到的圆参数，以红色显示。 

检测圆参数效果图所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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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blob 分析工具 

Blob 分析工具主要用于检测比较细微的特征或者不规则的特征或者灰度变

化比较大的区域。一般用的比较多的场所为玻璃的划痕检测或者药品、机械

零件的缺陷检测。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模板列表：选择需要启用 Blob 分析工具的模板。 

启用 blob 分析：勾选启用 blob 分析，表示当前选择的模板使用 blob 分析工

具。 

二值化低阈值：启用 blob 分析工具时，二值化最低值，小于该值不提取。 

二值化高阈值：启用 blob 分析工具时，二值化最高值，大于该值不提取。 

先定位后分析：勾选该功能表示是否进行先定位模板分析还是不定位模板分

析。 

显示检测区域：勾选该功能表示单次作业之后将显示定位检测到的结果。以

淡绿色显示。 

显示分割区域：勾选该功能表示将显示分割后的二值化区域。 

Blob 分析参数：分析的参数包括面积，圆度，中心 X，中心 Y，矩形度等 12

个可供分析的参数，不同的参数可以进行组合达到不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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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定位轮廓作为检测 ROI：表示将定位到模板图像后进行 blob 分析。 

根据参考点生成检测 ROI：表示将以参考点作为中心，选择合适的宽度和高

度以及角度，以矩形的区域作为检测 ROI 的区域。 

选择自定义检测 ROI：表示将以自定义的坐标为中心，选择合适的宽度和高

度以及角度，以矩形的区域作为检测 ROI 的区域。 

Blob 分析工具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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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读条形码工具 

读条形码工具主要用于一些需要识别条形码的项目，目前支持识别 8 种条形

码类型。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模板列表：选择需要启用条形码工具的模板。 

启用读条形码：勾选启用读条形码表示当前选择的模板使用读条形码的功能。 

相对阈值：当黑色和白色条码对比度不明显时，需要把相对阈值设小。 

绝对阈值：当黑白条码与背景对比度不明显时，需要把绝对阈值设小。 

最小元素尺寸：指黑色条码的最小宽度，如果识别不到可以把该值设小。 

最大元素尺寸：指黑色条码的最大宽度，如果识别不到可以把该值设大。 

起始角度：该值一般设置成 0，指识别条形码时从水平方向开始查找。 

容许角度：指条形码查找的范围，设置成 90 表示正负 90 度的范围。 

搜索数量：表示一次性可以识别的条形码的数量。 

先定位后读码：勾选该功能表示将先进行定位之后再进行读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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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候选区域：勾选该功能将显示所有可能是条形码的区域，不同的区域以

不同的颜色加以区分。 

条形码的类型：目前支持八种条形码的类型识别，如果不知道具体是哪种条

形码，可以保持默认识别八种条形码。 

使用定位轮廓作为检测 ROI：表示将定位到模板图像后进行 blob 分析。 

根据参考点生成检测 ROI：表示将以参考点作为中心，选择合适的宽度和高

度以及角度，以矩形的区域作为检测 ROI 的区域。 

选择自定义检测 ROI：表示将以自定义的坐标为中心，选择合适的宽度和高

度以及角度，以矩形的区域作为检测 ROI 的区域。 

读条形码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注意：检测的结果保存在 IsOK 中，可在作业设置当中勾选 IsOK 输出该结果

给外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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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读二维码工具 

读二维码工具主要用于一些需要识别二维码的项目，目前支持识别 5 种二维

码类型。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模板列表：选择需要启用二维码工具的模板。 

启用读二维码：勾选启用读二维码表示当前选择的模板使用读二维码的功能。 

默认参数级别：一般设置为标准类型，增强表示内部将以增强的参数去仔细

查找，最大表示内部将以最大的参数去仔细查找，一般标准参数不能识别时

才会用到增强和最大功能。 

搜索数量：表示一次性识别最大二维码的数量。 

先定位后读码：表示将先进行定位之后再进行读码的运算。 

显示候选区域：勾选该功能将显示所有可能是二维码的区域，不同的区域以

不同的颜色加以区分。 

二维码类型：目前支持 5 种二维码的类型识别，如果不知道具体是哪种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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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可以保持默认识别 5 种二维码。 

使用定位轮廓作为检测 ROI：表示将定位到模板图像后进行二维码操作。 

根据参考点生成检测 ROI：表示将以参考点作为中心，选择合适的宽度和高

度以及角度，以矩形的区域作为检测 ROI 的区域。 

选择自定义检测 ROI：表示将以自定义的坐标为中心，选择合适的宽度和高

度以及角度，以矩形的区域作为检测 ROI 的区域。 

读二维码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注意：检测的结果保存在 IsOK 中，可在作业设置当中勾选 IsOK 输出该结果

给外部设备。 

 

5.4.9 区域定位工具 

根据目标区域的像素灰度值来寻找定位目标，适合光照线性变化的情况，

适合物体的轻微变形，适合边缘不清晰、有纹理的或模糊的图像。双击打开

区域定位工具的设置窗口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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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设置页面主要操作包括添加、删除、编辑、加载模板以及设置匹配个数

和匹配分数。 

添加模板：从图像中新学习一个模板 

删除模板：从模板列表中删除选择的模板 

编辑模板：重新设置模板 

加载模板：从文件中加载模板 

匹配个数：在图像中找到的最大模板个数 

匹配分数：表示图像中找到的目标和模板的相似程度，只有相似程度高于设

置的值时，才会返回找到的模板，取值范围为0到100 

 

查找设置界面主要用来配置模板搜索时的一些参数，如下所示： 

起始角度：开始查找的角度 

角度范围：查找的角度范围 

最大重叠度：为0时，返回的目标没有任何重叠，为1时，返回所有找到的目

标（包括重叠） 

子像素：为 true 时，位置精度可以达到亚像素，为 false 时为像素级别 

金字塔层数：为0时自动取创建模板时的值，否则为设定的值  

注意：查找参数一般保持默认即可，用户无需设置。 

点击添加模板按钮可以进入到模板创建窗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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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界面中，利用鼠标滑轮可以对图像进行缩放，选中“平移图像”后拖动

图像可以进行平移。 

ROI 模式：单 ROI 模式下，只能创建一个 ROI；ROI 相减模式下绘制的 ROI

部分将会从之前的 ROI 中剔除；ROI 相加模式下绘制的 ROI 部分将会添加到

之前的 ROI 中 

ROI 类型：矩形，ROI 是没有角度的矩形；旋转矩形：ROI 是带角度的矩形；

圆形：ROI 是圆形 

 

模板基本参数： 

起始角度：模板生成的开始角度 

角度范围：模板生成的角度范围 

角度步长：模板生成的角度间距 

 

模板高级参数： 

金字塔层数：该数字越大，创建模板的时间越短，搜索模板的时间越少，但

查找到的模板位置精度越差；反之亦然，为0时等同于自动，自动时由算法自

动确定合适值，一般合适的取值为3~5之间 

匹配极性：use_polarity，目标与模板的黑白亮度必须一致；

ignore_global_polarity，目标与模板的黑白亮度可以一致，也可以相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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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所示： 

 
 

设置好参数后，用鼠标左键绘制一个合适的 ROI，再单击“创建模板”按钮，

模板是否创建成功的提示信息会显示在图像左上角。 

5.4.10 边缘定位工具 

根据目标的形状轮廓来寻找定位目标，适合用来寻找有任意旋转角度、

任意缩放比例、任意对比度反差和局部遮挡的目标，支持非线性光照变化，

该工具的参数设置对话框如下： 

     
模板设置页面的操作和区域定位工具相同，查找设置页面的参数含义如下： 

起始角度：开始查找的角度。 

角度范围：查找的角度范围。 

最小缩放比例：模板缩放最小比例。 

最大缩放比例：模板缩放最大比例。 

最大重叠度：为0时，返回的目标没有任何重叠，为1时，返回所有找到的目

标（包括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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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像素：none，不使用亚像素，最大误差为半个像素；interpolation，插值的

亚像素精度；least_squares，least_squares_high，least_squares_very_high，最

小二乘法亚像素精度。none 和 interpolation 时间相同，最小二乘法时间比较

长，一般情况下 least_squares 即可满足速度和精度的要求。 

金字塔层数：为0时自动取创建模板时的值，否则为设定的值。 

贪婪度：该参数是用来做定位加速的，值越小，速度越慢，值越高，速度越

快，找丢目标的可能性越大，建议取值：0.7~0.9。 

注意：查找参数一般保持默认即可，用户无需设置。 

 

点击添加模板按钮可以进入到模板创建窗口，如下图所示： 

 
在该界面中，利用鼠标滑轮可以对图像进行缩放，选中“平移图像”后拖动

图像可以进行平移。 

ROI 模式：单 ROI 模式下，只能创建一个 ROI；ROI 相减模式下绘制的 ROI

部分将会从之前的 ROI 中剔除；ROI 相加模式下绘制的 ROI 部分将会添加到

之前的 ROI 中。 

ROI 类型：矩形，ROI 是没有角度的矩形；旋转矩形：ROI 是带角度的矩形；

圆形：ROI 是圆形。 

设置参考点：如果想要的点不是模板 ROI 中心，那么可以设置一个参考点，

使输出位置相对模板 ROI 中心作一个偏移，类似于机器人中的工具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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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基本参数： 

起始角度：模板生成的开始角度。 

角度范围：模板生成的角度范围。 

角度步长：模板生成的角度间距。 

最小缩放比例：模板生成的最小缩放比例。 

最大缩放比例：模板生成的最大缩放比例。 

缩放步长：模板生成的缩放间距 

 

模板高级参数： 

金字塔层数：该数字越大，创建模板的时间越短，搜索模板的时间越少，但

查找到的模板位置精度越差；反之亦然，为0时等同于自动，自动时由算法自

动确定合适值，一般合适的取值为3~5之间。 

优化选项：一些模板包含了太多像素点，这导致模板过大、增加执行时间、

增加了内存需求，优化选项用来减少这些点。none 不减少像素； 

point_reduction_low 大约减到一半点；point_reduction_medium 大约减到1/3  

点；point_reduction_high 大约减到1/4 点。减少点可能导致的问题：可能导

致无法创建高层金字塔，有可能会降低结果的精度和准确度。除了减少像素，

该参数也可以控制模板的创建方式，来选择内存优先还是速度优先：

pregeneration 模板预先创建，牺牲内存来换取查找速度，no_pregeneration 

在查找时才创建必须数据，占用内存少。建议选择 auto。 

匹配极性：use_polarity，目标与模板的黑白亮度必须一致；

ignore_global_polarity，目标与模板的黑白亮度可以一致，也可以相反，

ignore_local_polarity 不需要模板与图像黑白亮度对应，允许变化。 

对比度：小于该值的像素点直接忽略。 

滞后对比度：大于该值的点直接提取作为边缘，介于两者之间的点会自动根

据算法选择一些潜在点作为边缘点。 

最小尺寸：所提取边缘的最小长度。 

最小对比度：决定模板的最小对比度，即这个参数从图像中把模板和噪声分

离，一般选择 auto 即可。 

平滑系数：对图像进行一定程度的平滑预处理，值越大平滑程度越大，边缘

连续性越好，可以剔除一些干扰，同时也会损失一些边缘细节，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边缘真实的位置。 

低幅度阈值：类似于对比度。 

高幅度阈值：类似于滞后对比度。 

模板类型：线条模板是以 ROI 区域的边缘作为模板，而图像模板是以 ROI

区域的图像作为模板，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线条模板定位时输出的是边缘

的几何中心，而图像模板定位时输出的是 ROI 中心。 

设置好参数后，用鼠标左键绘制一个合适的 ROI，再单击“创建模板”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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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是否创建成功的提示信息会显示在图像左上角。 

注意：模板参数修改后，必须点击创建模板才能生效。 

5.4.11 刻度标定工具 

 刻度标定工具计算单位像素代表的实际长度，标定完成后，视觉给出的

坐标是相对相机中心而言的，即图像的中心作为原点，水平向右为 X 轴正向，

垂直向下为 Y 轴正向，如果知道了相机中心到 Z 轴中心的偏移（相机装在 Z

轴上）或者相机中心的物理坐标（相机静止安装），那么就可以算出定位目标

的物理坐标位置，这种标定方法一般常用在基于丝杆的 XYZ 直角坐标系平台

上，参数设置界面如下所示： 

 
 

镜头焦距：该参数在镜头上都有标注。如果是远心镜头，焦距选择100000 

 
标定板尺寸：使用的标定板大小，指标定板外边黑框的尺寸，下方有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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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图像取反：将图像中的黑变成白，白变成黑，标准标定板是黑点白底，

如果是同轴光照射标定板，采集到的标定板图像是白点黑底，此时需要勾选

标定板取反，如图。 

 
像素当量：标定后得到的每个像素代表的实际距离。 

标定误差：该值越小表示标定精度越高，一般不要超过0.5。 

标定状态：表示是否标定过，未标定时输出像素坐标，已标定输出物理坐标。 

标定方法：基于标定板和基于标定点。 

（1）基于标定板的标定： 

在软件所在目录下的 calib 目录中找到需要尺寸的标定板 pdf 打印文件，例如

caltab_64mm.pdf 表示标定板黑框尺寸为64x64mm，将标定板打印在 A4纸上，

放置在相机下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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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开始标定”按钮后，以不同的姿态移动标定板但不要移出相机视野范

围，每移动一个位置，点击“采集”按钮采集一幅标定板图像，依次类推采

集11幅图像后，“结束标定”按钮可用，此时既可以结束标定，也可以继续采

集图像，采集的图像幅数建议最好在12~15。如下图所示，采集了12幅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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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结束标定”按钮，得到的标定结果如下： 

 
 

标定完成后，记得点击“保存标定结果”按钮将结果保存到文件中，下次软

件启动时将自动加载标定结果，无需重复标定。刻度标定之后视觉软件的输

出单位不再是像素，而是毫米了，输出坐标的参考坐标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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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点 O 在相机中心，也即图像的中心，水平向右为 X 轴正向，垂直向下为 Y

轴正向。 

 

注意：标定板图像采集过程中为了取得更好的标定效果，需要遵循以下几个

基本原则： 

 标定板图像最好在12~15幅。 

 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相机参数，所有图像中的标定板的位置应该能覆盖图

像的四角，主要是因为图像边缘角落处的镜头畸变大，这样可得到更准

确的畸变系数 k，标定板应尽量覆盖各种旋转角度。 

 使用的标定板的有效区域（黑色方框区域）要足够大，尽量在视野的1/4

以上，但也不要超过视野的1/2。 

 圆心标志点的最小直径不能小于10个像素点。 

 标定板必须为白色背景，黑色的圆心标志点和黑色的边框。 

 标定板的白色背景的灰度值不能低于100。 

 黑色标志点和边框与白色背景的灰度对比度最好大于100。 

 使用均匀的光源照明。 

 标定好后，摄像机、镜头不能再动，如果再调节摄像机和镜头、调节镜

头的光圈、焦距，调节后需要重新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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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标定点的标定： 

在某些视野范围比较小的应用中，需要尺寸较小的标定板才能进行标定，当

标定板小于30mm 时，打印出来的精度比较差，无法满足精度要求，此时可

以采用基于标定点的标定方法： 

当相机可以精确移动的情况下（或者产品可以相对相机精确移动），先用产品

或者 MARK 点学习一个模板，然后用控制系统控制相机走四个点形成一个矩

形，每走一个点，手动定位一下，像素坐标会自动获取，手动输入此时的控

制系统的机械坐标，输入完成后点击结束标定即可。 

当相机相对产品不能精确移动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个已知相对位置的四个

MARK 点来完成标定，如下图所示。 

     
 

已知 MARK 点水平距离为20mm，垂直距离为10mm，那么可以假想在 MARK

点1上建立一个参考坐标系，剩下三个点的坐标也就可以得到，将这四个坐标

点输入到相对应的机械坐标中，点击结束标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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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多相机标定时，一定要注意对话框标题栏上显示的“刻度标定－相机

0”来区分当前标定的是哪个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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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用户标定工具 

 用户标定工具可将像素坐标转换到机器人的用户坐标，该工具的属性设

置界面如下： 

 
镜头焦距：该参数在镜头上都有标注。如果是远心镜头，焦距选择100000 

 
标定板尺寸：使用的标定板大小，指标定板外边黑框的尺寸，下方有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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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图像取反：将图像中的黑变成白，白变成黑，标准标定板是黑点白底，

如果是同轴光照射标定板，采集到的标定板图像是白点黑底，此时需要勾选

标定板取反，如图。 

 
标定误差：该值越小表示标定精度越高，一般不要超过0.5。 

标定状态：表示是否标定过，未标定时输出像素坐标，已标定输出物理坐标。 

 

点击“开始标定”按钮，依次采集12幅标定板图像，方法和刻度标定工

具中的基于标定板的标定方法一致，这里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说明一下二者

的不同点： 

 用户标定工具标定完成后得到结果不再是像素当量，而是相机的内参和

外参，一共有18个参数，为界面简洁考虑，这里没有显示标定得到的参

数，用户也不需要知道这些参数的确切值。 

 用户标定工具标定后输出的坐标的参考坐标系是由最后一幅采集的图像

来决定的，标定过程中采集最后一幅图像前，将标定板放到需要建立用

户坐标系的大概位置，点击“采集”和“结束标定”按钮后，就确定了

参考坐标的原点在标定板图像中带有小三角的那个角上，X 轴与 Y 轴分

别为这个角的两条边，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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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必要保持采集最后一幅标定板图像后的标定板位置不动，机器人需要

以 O 点为原点，以上图中 X 和 Y 轴方向来建立用户坐标系，之后相机输

出的定位目标的坐标也就相当于是机器人用户坐标系中的坐标，机器人

可根据该坐标进一步转换成基坐标。 

 由于机器人的用户坐标是右手系，和视觉的坐标系 Y 方向刚好相反，所

以需要在菜单“设置”中单击“作业设置”，勾选“Y 取反”。 
 

注意：多相机标定时，一定要注意对话框标题栏上显示的“用户标定－相机

0”来区分当前标定的是哪个相机 

5.4.13 九点标定工具 

 九点标定工具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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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标定工具需要根据 Mark 点的像素坐标和其对应的世界坐标来计算标定

映射关系。 

 

 

 

（1）手动九点上相机标定具体方法如下： 

 在软件安装目录下的 calib 文件夹中找到所需尺寸的 pdf 文件将其按1：1

打印出来，九点标定所用标定板 pdf 文件是以“九点圆形”开头的 pdf 文件，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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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下面的尺寸50mmX25mm 的意思是，相邻两个圆点之间垂直距离是

50mm，水平距离是25mm.，打印完后最好用尺子测量一下尺寸是否正确。 

 在标定纸上以中间 MARK 点为原点，以中间水平（垂直）三点连线为 X

轴，以中间垂直（水平）三点连线为 Y 轴，建立相机参考坐标系。并在纸上

标注好参考坐标系的方向，标注完后将标定纸放在相机下方，标定纸应当和

实际拍照时，拍照目标所在平面的高度保持一致，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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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 MARK 点的模板。 

 
尽量学习中间 MARK 点的模板，模板类型选“线条模板”，如果金字塔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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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值比较小导致定位时间较长的话，可以将自动去掉，手动设为4或5，然

后再次点击创建模板，完成后关闭模板学习对话框，来到模板设置对话框，

将匹配个数设为9，如下图：  

 
 

 

 定位 MARK 点的模板。模板学习完成后，双击打开“九点标定”工具设

置对话框，点击“开始标定”按钮，此时标定状态显示为“未标定”，手动定

位之前，务必要保证标定状态为“未标定”。在工具栏中点击“单次作业”按

钮 ，此时软件下方的输出列表中会显示定位结果，一共有9行，在第一行

上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子菜单中单击“添加 XY 坐标到标定点”，即可将

列表中9个点的 XY 坐标添加到九点标定对话框中的像素坐标中，每个点的世

界坐标根据 MARK 点之间的尺寸距离以及选定的原点和参考坐标系方向可

以很容易确定，需要手动输入到每个点的世界坐标中。必须要注意的是：添

加像素坐标时，是根据列表中的顺序依次添加到9个标定点中，而列表中9点

坐标的顺序与图像中 MARK 点的对应关系是由小十字形旁边的数字决定的。

例如，最中间 MARK 点在图像中定位结果显示为5：bd，5表示该 MARK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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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结果在输出列表中的第5行，bd 是 MARK 点模板的名称，所以在输入

世界坐标时，一定要按图像定位结果中小十字形旁边的数字顺序依次将各点

的参考坐标输入到九点标定对话框中的世界坐标中。输入完成后，点击“结

束标定”按钮，即可完成标定，标定成功后点击“保存标定”将结果保存到

文件中，下次软件启动时会自动加载标定参数。 

 

 
 

 视觉标定完后，机器人需要以 MARK 点5中心为原点，MARK 点5，8连

线为 X 正，MARK 点5，6为 Y 正建立用户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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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动九点下相机标定具体方法如下： 

 相机倒装时，由于不方便使用标定针去建用户，所以不能直接采用像上

相机一样的方法去标定。但可以利用机器人的标定针或丝杆直接标定到

机器人基坐标。以标定针为例，装上标定针，用纱纸垂直 Z 轴方向轻轻

擦试针尖两三次，调节好相机参数和机器人 Z 轴高度，使用针尖能清晰

成像，学习针尖的一个边缘模板，点击“开始标定”按钮。 

 依次移动机器人在图像中让针尖走一个3X3的9个点，每走一次点手动定

位一次，得到像素坐标，将其添加到标定点的像素坐标中，并将此时的

机器人当前基坐标输入到标定点的世界坐标中，输入完成后点击“结束

标定”按钮，再点击“保存标定”将结果保存到文件中。 

 或者也可以取丝杆下端表面圆形的边缘模板，依次走3行3列的9个点，尽

量保证9点中最中间点在相机图像的中心，9个点所覆盖的范围应该在视

野范围的1/4至1/2之间。 

 标定完成后，视觉给出的是定位目标在机器人基坐标中的位置。 
 

（3）自动九点标定具体方法如下： 

 
 自动九点标定的好处是既不需要用标定针，也不需要标定板，操作简便，

目前只支持和 SCARA 机器人进行自动九点标定。首先学习一个产品或

MARK 点的边缘模板，双击“九点标定”工具打开设置对话框，标定模

式选择自动，相机安装方式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平移和旋转的参数一般

保持默认即可，如果标定过程中，机器人出现“区域不可到达”的错误

提示，则可以相应减少平移量或旋转角度。如果相机是安装在 J4轴上，

则标定的时候产品或 MARK 点保持不动，机器人按视觉发过来的位置带

着相机进行移动，如果相机是静止安装的，那么要让机器人带着产品或

者 MARK 点来移动（可以用机器人的工具吸住或夹住物体）。需要注意的

是，标定时相机距产品或 MARK 点的距离应该和实际拍照时相机距产品

的距离保持一致。 

 配置视觉通讯。先配置视觉这边的通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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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IP 和端口号填写机器人的 IP 和端口号，本地 IP 填写视觉控制器中与

机器人连接的网卡 IP，端口号一般默认2000即可。 

 配置机器人通讯，在机器人示教器中新建一个工程，添加视觉模块，配

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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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好后加载 AOTO_CAMER.AR 脚本，手动移动机器人使产品或 MARK 点大

致处于图像视野的中心，在用户0和工具0下将此时的机器人位置记录在 p19

点中并保存，将机器人打到自动运行状态并启动。 

 点击视觉九点标定对话框中的“开始标定”按钮，之后视觉会给机

器人发送位置命令，机器人走到位置后，将自己当前的位置发送给视觉，并

触发视觉拍照定位，走完所有点后即可完成自动标定过程。等机器人停止运

动后可以验证标定是否正确，点击“单次作业”按钮，比较视觉定位输出的

坐标和机器人示教器中的坐标是否一致。正常情况下，二者相差在5个丝以内，

确定标定无误后，点击“保存标定”按钮将标定结果保存到本地文件中。 

 AOTO_CAMER.AR 的内容参见附录二。 
 

注意：多相机标定时，一定要注意对话框标题栏上显示的“九点标定－相机

0”来区分当前标定的是哪个相机 

5.4.14 手眼标定工具 

手眼定工具界面如下图所示： 

 
手眼标定只能使用标定板来进行，不管相机是静止安装，还是安装在 J2轴，

J4轴都能进行自动标定，具体方法如下： 

 

 参数设置。镜头焦距：该参数在镜头上都有标注。如果是远心镜头，焦

距选择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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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板尺寸：使用的标定板大小，指标定板外边黑框的尺寸，下方有标注。 

 
标定图像取反：将图像中的黑变成白，白变成黑，标准标定板是黑点白底，

如果是同轴光照射标定板，采集到的标定板图像是白点黑底，此时需要勾选

标定板取反，如图。 

 
标定误差：该值越小表示标定精度越高，一般不要超过0.5。 

标定状态：表示是否标定过，未标定时输出像素坐标，已标定输出物理坐标。 

自动标定参数：一般保持默认即可，如果标定过程中出现机器人运动区域不

可到达，则适当减小平移量和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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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标定板，标定板可以从软件安装目录下 calib 文件夹中打印，大小应

为视野范围的1/4至1/2之间，30mm 以下的标定板打印出来的精度比较差，为

保证精度，如果需要使用30mm 以下的标定板，建议使用玻璃或陶瓷的标定

板来标定。特别提示，手眼标定不需要学习模板。如果相机是安装在 J2或 J4

轴上，则标定的时候标定板保持不动，机器人按视觉发过来的位置带着相机

进行移动，如果相机是静止安装的，那么要让机器人带着标定板来移动（可

以用机器人的工具吸住或夹住标定板）。需要注意的是，标定时相机距标定板

的距离应该和实际拍照时相机距产品的距离保持一致。 

 配置视觉通讯，方法和自动九点相同。 

 配置机器人通讯，方法和自动九点相同。移动标定板图像使其大致处于

图像视野的中心，在用户0和工具0下将此时的机器人位置记录在 p19点中并

保存，将机器人打到自动运行状态并启动。 

 点击视觉的“开始标定”，即可进行自动标定过程，标定完成后需要点击

“保存标定”按钮将结果保存到文件中。 

 手眼标定除了可以使用 AOTO_CAMER.AR 脚本来标定外，也可以使用

AOTO_CAMER_TEACH.AR 脚本来标定，两者的区别是 AOTO_CAMER.AR 中，机

器 人 走 的 点 位 是 视 觉 按 平 移 量 和 旋 转 角 度 发 给 机 器 人 的 ， 而

AOTO_CAMER_TEACH.AR 脚本中的点位是在机器人中直接示教出来的，当相

机安装在 J2轴上，如果机器人直接按视觉发过来的平移量和旋转角度去走的

话，有可能会出现标定板跑出视野范围的现象，因为机器人用视觉给过来的

位置是以 Z 轴末端为参考进行移动的，但相机安装在 J2轴上时，实际相机移

动的距离和角度和 Z 轴末端的移动不是线性关系，所以此时直接用

AOTO_CAMER_TEACH.AR 脚本在机器人中直接示教出11个点位，能保证自动

标定过程中，标定板一定会出现在相机合适的视野内。 

 AOTO_CAMER_TEACH.AR 的内容参见附录二。 
 

注意：多相机标定时，一定要注意对话框标题栏上显示的“手眼标定－相机

0”来区分当前标定的是哪个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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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5 串口工具 

 通过 RS232 接口与外部设备进行通讯，主要参数设置如下： 

 
 串口工具默认使用标准的字符串通讯，也支持 modbus 协议通讯。一个

串口工具可以打开一个串口，如果需要打开多个串口，可以拖多个串口工具

到作业流程中，如下图， 

 

多个串口工具的时候，可以在作业设置里面配置每个相机的定位结果通过哪

个串口发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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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从对话框标题栏的“作业设置－相机 0”可知，当前配置的是相机 0

的通讯，输出通讯选择串口通讯，工具号表示作业流程中的串口工具，如果

为－1 表示相机 0 的定位结果会从所有打开的串口工具发送出去，如果是 0

则表示相机 0 的定位结果只从“串行口”这个工具发送出去，如果是 1 则表

示相机 0 的定位结果只会从“串行口 1”这个工具发送出去，如果为 0，1 则

表示相机 0 的定位结果会从“串行口”和“串行口 1”这两个工具发送出去。

串口通讯时，端口号参数无意义，可以不用设置。 

 串口通讯时，视觉接收到的有效触发命令必须是字符串形式的“0，0，0，

0；”前面的三个数字预留作为机器人的 x,y,c 后面的数字表示相机号，如果机

器人要触发相机 0 拍照，则为 0，如果要触发相机 1 拍照则为 1，一般情况下

视觉不需要知道机器人当前的位置，所以前面三位都可以为 0，即机器人发

送“0，0，0，0；”表示触发相机 0 拍照，发送“0，0，0，1；”表示触发相

机 1 拍照，拍照后定位时启用的模板是根据模板设置对话框中打勾的模板来

决定，哪几个模板打勾了就定位查找哪几个模板，如果需要用触发命令来动

态启用哪个模板定位的话，则可以在标准触发命令后面加上相应模板名称即

可。例如，要触发相机 0 中名称为 q 的模板定位，则可以发送“0，0，0，0，

q；”如果要同时触发相机 0 中名称为 q 和 w 的模板定位，则可以发送“0，0，

0，0，q，w；”外部触发命令除了可以控制视觉自动切换模板外，还可以控

制视觉自动切换作业，命令格式为“JOB，作业名；”例如发送“JOB，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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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让视觉软件切换到作业名为“123”的作业。命令“EP，相机号，曝光

时间；”可以设置相机曝光时间，例如发送“EP，0，60000；”表示设置相机

0 的曝光时间为 60000us。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相机安装在 J4 或 J2 轴上并

且使用了自动标定功能时，机器人的触发命令中必须带上自己当前的位置，

不能全部为 0。如果相机安装在 J2 轴上，只能使用手眼标定来实现自动标定，

标定完成后机器人发送的触发命令必须是“x，y，c，0；”其中 x，y 是机器

人当前笛卡尔坐标，c 是机器人 J1+J2 的值，如果机器人安装在 J4 轴，既可

以使用手眼标定也可以使用九点标定来完成自动标定，此时机器人发送的触

发命令是“x，y，c，0；” 其中 x，y 是机器人当前笛卡尔坐标，c 是机器人

当前笛卡尔的 c，也就是 J1+J2+J4 的值。如果相机是静止安装的，则 x，y，

c 可以都为 0. 

可以在工具菜单中打开数据接收对话框来查看视觉接收到的数据， 

 

也可以从状态栏中查看视觉接收到的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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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定位后回传给机器人的数据格式默认为“x，y，c；”其中 x，y 表示定位

到的坐标值，如果标定到的是机器人的用户坐标，那么 x，y 表示的就是目标

在机器人用户坐标中的位置，如果标定到的是机器人的基坐标，那么 x，y

表示的就是目标在机器人基坐标中的位置，c 表示定位到的角度，是目标相

对于做模板时姿态的角度。如果有多个定位结果，则格式为“x1，y1，c1；

x2，y2，c2；x3，y3，c3；”视觉除了可以输出坐标和角度外，还可以输出其

他信息，可以在作业设置中进行勾选，如下图： 

 

输出内容的项目和输出列表中的项目是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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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6 以太网工具 

 通过网口与外部设备进行通讯，主要参数设置如下：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视觉控制器和机器人相连的网卡 IP 地址请不要设置

成“自动获得 IP 地址”，务必设置成“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并手动输入一

个固定的局域网 IP 地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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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视觉软件作为服务器时，需要设置正确的服务器 IP 地址，此时的服务

器 IP 是视觉控制器的 IP 地址，由于视觉控制器有多个网卡，所以需要将视

觉控制器中和机器人相连的网卡 IP 地址设置到这里。当视觉作为客户端时，

服务器 IP 是表示机器人的 IP 地址，而本地 IP 地址是表示视觉控制器和机器

人相连网卡的 IP 地址，即视觉控制器用哪个网口和机器人进行连接通讯。

 以太网工具默认使用标准的字符串通讯，也支持 modbus 协议通讯。一

个以太网工具可以打开一个网络连接，如果需要打开多个网络连接，可以拖

多个以太网工具到作业流程中，如下图， 

 

多个以太网工具的时候，可以在作业设置里面配置每个相机的定位结果通过

哪个以太网工具发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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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从对话框标题栏的“作业设置－相机 0”可知，当前配置的是

相机 0 的通讯，输出通讯选择网口通讯，工具号表示作业流程中的以太网工

具，如果为－1 表示相机 0 的定位结果会从所有打开的以太网工具发送出去，

如果是 0 则表示相机 0 的定位结果只从“以太网”这个工具发送出去，如果

是 1 则表示相机 0 的定位结果只会从“以太网 1”这个工具发送出去，如果

为 0，1 则表示相机 0 的定位结果会从“以太网”和“以太网 1”这两个工具

发送出去。当视觉作为服务器时，一个以太网工具可以和外部多个客户端建

立连接，此时就可以根据端口号来区分同一个工具中的不同连接，为－1 时

表示定位结果会发送给所有连接，为 2000 时表示定位结果会从工具号中指定

的以太网工具中的端口号为 2000 的连接中发送出去，为 2000，2001 时表示

定位结果会从工具号中指定的以太网工具中的端口号为 2000 和 2001 的连接

中发送出去。当视觉作为客户端时，端口号参数无意义，可以不用设置。 

 网口通讯时，视觉接收到的有效触发命令必须是字符串形式的“0，0，0，

0；”前面的三个数字预留作为机器人的 x,y,c 后面的数字表示相机号，如果机

器人要触发相机 0 拍照，则为 0，如果要触发相机 1 拍照则为 1，一般情况下

视觉不需要知道机器人当前的位置，所以前面三位都可以为 0，即机器人发

送“0，0，0，0；”表示触发相机 0 拍照，发送“0，0，0，1；”表示触发相

机 1 拍照，拍照后定位时启用的模板是根据模板设置对话框中打勾的模板来

决定，哪几个模板打勾了就定位查找哪几个模板，如果需要用触发命令来动



                         AVS系列视觉定位系统 

 105 

态启用哪个模板定位的话，则可以在标准触发命令后面加上相应模板名称即

可。例如，要触发相机 0 中名称为 q 的模板定位，则可以发送“0，0，0，0，

q；”如果要同时触发相机 0 中名称为 q 和 w 的模板定位，则可以发送“0，0，

0，0，q，w；”外部触发命令除了可以控制视觉自动切换模板外，还可以控

制视觉自动切换作业，命令格式为“JOB，作业名；”例如发送“JOB，123；”

表示让视觉软件切换到作业名为“123”的作业。命令“EP，相机号，曝光

时间；”可以设置相机曝光时间，例如发送“EP，0，60000；”表示设置相机

0 的曝光时间为 60000us。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相机安装在 J4 或 J2 轴上并

且使用了自动标定功能时，机器人的触发命令中必须带上自己当前的位置，

不能全部为 0。如果机器人安装在 J2 轴上，只能使用手眼标定来实现自动标

定，标定完成后机器人发送的触发命令必须是“x，y，c，0；”其中 x，y 是

机器人当前笛卡尔坐标，c 是机器人 J1+J2 的值，如果相机安装在 J4 轴，既

可以使用手眼标定也可以使用九点标定来完成自动标定，此时机器人发送的

触发命令是“x，y，c，0；” 其中 x，y 是机器人当前笛卡尔坐标，c 是机器

人当前笛卡尔的 c，也就是 J1+J2+J4 的值。如果相机是静止安装的，则 x，

y，c 可以都为 0. 

可以在工具菜单中打开数据接收对话框来查看视觉接收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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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从状态栏中查看视觉接收到的数据，如下图 

 

视觉定位后回传给机器人的数据格式默认为“x，y，c；”其中 x，y 表示定位

到的坐标值，如果标定到的是机器人的用户坐标，那么 x，y 表示的就是目标

在机器人用户坐标中的位置，如果标定到的是机器人的基坐标，那么 x，y

表示的就是目标在机器人基坐标中的位置，c 表示定位到的角度，是目标相

对于做模板时姿态的角度。如果有多个定位结果，则格式为“x1，y1，c1；

x2，y2，c2；x3，y3，c3；”视觉除了可以输出坐标和角度外，还可以输出其

他信息，可以在作业设置中进行勾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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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内容的项目和输出列表中的项目是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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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ADTVision 操作实例 
6.1 新建作业 

 从工具箱中拖动 “采集图像”、“边缘定位”、“九点标定”、“以太网”四 

个工具到作业流程列表中，点击工具栏中的“保存作业”按钮 将作业保存

到文件中，如下图所示。 

 
 

6.2 采集图像 
双击“采集图像”工具，在弹出的设置界面中，单击“打开设备”，然后

退出设置界面。返回到主窗口后，调节相机的高度、相机的光圈、焦距以及

外部光源，直至看到轮廓清晰的产品图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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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光源调节 
外部光源的作用是增强物体轮廓，减少外部环境因素的干扰。光源亮度

的大小会影响镜头的景深，外部光源的亮度越大，那么镜头的光圈就必须调

节得越小，导致景深越大，景深大的好处是当物体的高度变化时也能清晰成

像，但如果物体的高度是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建议将外部光源亮度调小，将

光圈增大，以减少景深，这样更容易将图像调节到最清晰的状态。 

如果使用的是模拟光源控制器，直接通过旋钮将亮度调节最清晰状态即

可，如下图。 

   

       C1 系列模拟光源                   B1 系列模拟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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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的是数字光源控制器，则可以通过软件来调节光源亮度，如下

图。 

        

       C1 系列数字光源                       B1 系列数字光源 

连接好数字光源控制器的电源线，将光源延长线的一端连接在光源接口

上，将RS232串口线一端连接在光源控制器的串口上，将另一端连接在视觉

控制器的串口上。完成连接后，打开视觉软件，点击菜单栏中的“控制”，

再点击“光源控制”，打开光源调节对话框，如下图。 

 

选择好光源类型，串口号根据串口线连接在视觉控制器哪个端口来选

择，通道对应四个光源接口，勾选了哪几个通道，调节的就是这几个通道的

亮度，调节好亮度后再学习模板，模板的亮度和通道信息就保存在了模板参

数中，当定位时启用了该模板时，就会自动将光源亮度调节到参数中保存的

亮度值。 

C1 系列数字光源控制器也可以通过按键来调节亮度，操作方法是：短

按 MODE 键，按上下箭头键选择参数为 P.01，长按 SET 键进入通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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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下箭头键选择相应的通道，长按 SET 键进入亮度调节，按上下箭头键

即可调节亮度，注意，通过按键设置好亮度后，当光源控制器掉电重启后，

需要再次设置一下。 

B1 系列数字光源控制器也可以通过按键来调节亮度，操作方法是： 

1）按“SET”键来选择要设定通道的亮度调节模式。数码管第一位显示

该通道号，后三位显示为该通道亮度值。  

比如：  “1.123”表示第一通道，亮度值 123.  

2）按键“+”是增加亮度等级，255 表示最高等级。按键“-”是降低亮

度等级，000 表示最低等级。长按时亮度等级快速变化，适用于亮度粗调。 

 B1 系列数字光源控制器设置好亮度后，掉电会自动保存，下次上电自

动恢复到设置的亮度，无需重复设置。 

B1 系列数字光源还可以通过外部 IO 来触发，相关说明如下： 

 

触发输入接线端 

控制器触发接线如上图所示，一共有八个接线端口，每两个接线口组成

一对触发控制器，从左到右依从是通道 1 到通道 4。 

    用户可通过继电器、逻辑门等输出一定电压的逻辑电平信号到控制器触

发端子来控制光源触发。 

 
注：低电平（0~1.6V）、高电平（3.3~24V），不接触发线时，默认为

低电平，上升沿是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过程，下降沿是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

过程。 

注意：在添加模板之前，一定要先调节好光源亮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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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添加模板 
双击“边缘定位”工具，在弹出的界面中，单击“添加模板”按钮，输

入模板名称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根据产品的形状选择相应的 ROI 类型，拖动鼠标左键绘制

ROI，ROI 大小以尽量将产品包含在内为宜，单击“创建模板”按钮完成模

板的创建，模板是否创建成功的提示将显示在图像的左上角，图中 ROI 用红

色表示，模板边缘用绿色的线条表示，绿色边缘线条和物体轮廓吻合且连续

性好表示模板创建的效果好，右边参数的含义可参见 5.4.4 节边缘定位工具，

一般保持默认即可。模板创建过程中，如果想剔除掉一些不需要的边缘，如

上图圆形产品中间的多余边缘。可以将 ROI 模式选择为“ROI 相减”，在需

要剔除边缘的地方画一个 ROI，确定后再创建模板，此时生成的模板边缘将

不再包含剔除 ROI 部分的边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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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模板创建过程中，已经创建了一个 ROI，同时还需要包括该 ROI

外部的某个区域内的边缘轮廓，此时可以使用“ROI 相加”模式，例如产品

中第一个 ROI 只包含了左侧的矩形边缘轮廓，在不改变第一个 ROI 大小的情

况下，如果还想把产品上侧、下侧和右侧的矩形轮廓也包含进来，那么可以

选择“ROI 相加”，在另外三侧各画一个 ROI 后，点击创建模板，此时提取

到的将是四个区域相加得到的总区域中的边缘轮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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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添加成功后，会返回到模板设置和查找设置界面，有关这两个界面

参数的含义和设置方法请参见 5.4.4 节边缘定位工具，需要注意的是，多模板

时，每个模板都对应一个匹配个数和匹配分数，需要分别设置，每设置一个

模板的这两个参数后需要点击“应用”按钮才会生效，列表中蓝色高亮表示

的那个模板是当前正在设置的模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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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的金字塔参数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为“自动”是合理的，但在有些情况

下需要手动来设置。做完模板后，如果发现定位的时间很久，可以返回模板

学习对话框，将金字塔参数后面的“自动”去掉，在当前值的基础上增加 1

或 2 后再手动输入进去，再点击创建模板。如果刚做完模板就马上定位，但

却出现定位不到的情况下，需要返回模板学习对话框中将金字塔参数后面的

“自动”去掉，在当前值的基础上减小 1 或 2 后再手动输入进去，再点击创

建模板。 

6.5 标定相机 
 视觉提供了多种标定工具，一般优先选择“九点标定”工具中的自动标

定模式，因为该方法既不需要标定针，也不需要标定板，配合机器人实现自

动标定非常简单高效。 
 

 首先学习一个产品或 MARK 点的边缘模板，建议优先使用 MARK 点来学

习模板，在软件安装目录下的 calib 文件夹中，找到用来打印 MARK 点的 PDF

文件，如下图： 

 
打印出来后，裁剪一个 MARK 点下来，如果相机是静止安装，则将该 MARK

点吸在或粘在机器人的工具上，如果相机是安装在机器人的 J4轴上，则将

MARK 固定在拍照平面上，无论何种方式都要保证 MARK 到相机的高度要和

实际拍照时，产品到相机的高度一致。相机静止安装在产品上方，MARK 点

的粘贴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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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相机的 MARK 点成像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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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静止安装在产品下方，MARK 点的粘贴方法如下： 

 
 

下相机的 MARK 点成像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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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点大小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小，上图所示中 MARK 点在图像中的大小是

合适的。双击“边缘定位”工具，打开模板设置对话框，再单击“添加模板”

按钮，输入模板名称后进入模板学习对话框学习 MARK 点的模板，如下图。 

 
                上相机学习 MARK 点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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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相机学习 MARK 点模板 

 双击“九点标定”工具打开设置对话框，如下图： 

相机安装方式选择静止，标定模式选择自动，平移和旋转的参数一般保

持默认即可，如果标定过程中，机器人出现“区域不可到达”的错误提

示，则可以相应减少平移量或旋转角度。需要注意的是，标定时相机距

MARK 点的距离应该和实际拍照时相机距产品的距离保持一致。 

 配置视觉通讯。先配置视觉这边的通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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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IP 和端口号填写机器人的 IP 和端口号，本地 IP 填写视觉控制器中与

机器人连接的网卡 IP，端口号一般默认2000即可。 

 配置机器人通讯，在机器人示教器中新建一个工程，添加视觉模块，配

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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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好后加载 AOTO_CAMER.AR 脚本，手动移动机器人使 MARK 点大致处于

图像视野的中心，如下图： 

 
在用户0和工具0下将此时的机器人位置记录在 p19点中并保存，将机器人打

到自动运行状态并启动。 

 点击视觉九点标定对话框中的“开始标定”按钮，之后视觉会给机

器人发送位置命令，机器人走到位置后，将自己当前的位置发送给视觉，并

触发视觉拍照定位，走完所有点后即可完成自动标定过程。等机器人停止运

动后可以验证标定是否正确，点击“单次作业”按钮，比较视觉定位输出的

坐标和机器人示教器中的坐标是否一致。正常情况下，二者相差在5个丝以内，

确定标定无误后，点击“保存标定”按钮将标定结果保存到本地文件中。 

标定完成后，视觉发送给机器人的是目标在机器人系统中的基坐标。 

 AOTO_CAMER.AR 的内容参见附录二。 

 

6.6 建立通讯 
 以网口通讯为例，双击“以太网”工具，打开设置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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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视觉控制器和机器人相连的网卡 IP 地址请不要设置

成“自动获得 IP 地址”，务必设置成“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并手动输入一

个固定的局域网 IP 地址，如下图所示： 

 
服务器 IP 填写机器人的 IP 地上，默认是 192.168.0.123，服务器端口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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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机器人的端口号，默认是 110。本地 IP 填写视觉控制器和机器人相连的网

卡 IP，即上图配置的 IP 地址，此处是 192.168.0.112，本地端口号默认 2000。

配置好后，点击“打开网口”按钮。 

 网口通讯时，视觉接收到的有效触发命令必须是字符串形式的“0，0，0，

0；”前面的三个数字预留作为机器人的 x,y,c 后面的数字表示相机号，如果机

器人要触发相机 0 拍照，则为 0，如果要触发相机 1 拍照则为 1，一般情况下

视觉不需要知道机器人当前的位置，所以前面三位都可以为 0，即机器人发

送“0，0，0，0；”表示触发相机 0 拍照，发送“0，0，0，1；”表示触发相

机 1 拍照，拍照后定位时启用的模板是根据模板设置对话框中打勾的模板来

决定，哪几个模板打勾了就定位查找哪几个模板，如果需要用触发命令来动

态启用哪个模板定位的话，则可以在标准触发命令后面加上相应模板名称即

可。例如，要触发相机 0 中名称为 q 的模板定位，则可以发送“0，0，0，0，

q；”如果要同时触发相机 0 中名称为 q 和 w 的模板定位，则可以发送“0，0，

0，0，q，w；”外部触发命令除了可以控制视觉自动切换模板外，还可以控

制视觉自动切换作业，命令格式为“JOB，作业名；”例如发送“JOB，123；”

表示让视觉软件切换到作业名为“123”的作业。命令“EP，相机号，曝光

时间；”可以设置相机曝光时间，例如发送“EP，0，60000；”表示设置相机

0 的曝光时间为 60000us。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相机安装在 J4 或 J2 轴上并

且使用了自动标定功能时，机器人的触发命令中必须带上自己当前的位置，

不能全部为 0。如果机器人安装在 J2 轴上，只能使用手眼标定来实现自动标

定，标定完成后机器人发送的触发命令必须是“x，y，c，0；”其中 x，y 是

机器人当前笛卡尔坐标，c 是机器人 J1+J2 的值，如果相机安装在 J4 轴，既

可以使用手眼标定也可以使用九点标定来完成自动标定，此时机器人发送的

触发命令是“x，y，c，0；” 其中 x，y 是机器人当前笛卡尔坐标，c 是机器

人当前笛卡尔的 c，也就是 J1+J2+J4 的值。如果相机是静止安装的，则 x，

y，c 可以都为 0. 

可以在工具菜单中打开数据接收对话框来查看视觉接收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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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从状态栏中查看视觉接收到的数据，如下图 

 

视觉定位后回传给机器人的数据格式默认为“x，y，c；”其中 x，y 表示定位

到的坐标值，如果标定到的是机器人的用户坐标，那么 x，y 表示的就是目标

在机器人用户坐标中的位置，如果标定到的是机器人的基坐标，那么 x，y

表示的就是目标在机器人基坐标中的位置，c 表示定位到的角度，是目标相

对于做模板时姿态的角度。如果有多个定位结果，则格式为“x1，y1，c1；

x2，y2，c2；x3，y3，c3；”视觉除了可以输出坐标和角度外，还可以输出其

他信息，可以在作业设置中进行勾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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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内容的项目和输出列表中的项目是对应的。 

 

 

如需使用 modbus 协议，勾选“启用 modbus”复选框即可，站号默认为

1。注意，ADTvision 软件在 Modbus 通讯中只能做 Slave 端使用！ 

6.7 作业设置 
 在“设置”菜单中单击“作业设置”可以打开作业设置对话框，这里可

以设置作业级别的参数，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相应设置，一般保持默认即

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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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θ 取反：输出结果前添加负号，当视觉坐标系和机器人坐标系方向不

同时，可以使用取反功能保证二者坐标方向一致，一般情况下用“用户标定”

工具标定时，需要勾选“Y 取反”，当相机倒装时，需要勾选“θ 取反” 

相对位置：相对基准位置的坐标偏移，可以使视觉输出相对坐标 

绝对位置：使视觉输出在用户坐标系或基坐标系中的绝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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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升 Y 升：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X 坐标升序输出，如果 X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Y 坐标升序输出 

X 升 Y 降：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X 坐标升序输出，如果 X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Y 坐标降序输出 

X 降 Y 升：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X 坐标降序输出，如果 X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Y 坐标升序输出 

X 降 Y 降：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X 坐标降序输出，如果 X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Y 坐标降序输出 

Y 升 X 升：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Y 坐标升序输出，如果 Y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X 坐标升序输出 

Y 升 X 降：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Y 坐标升序输出，如果 Y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X 坐标降序输出 

Y 降 X 升：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Y 坐标降序输出，如果 Y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X 坐标升序输出 

Y 降 X 降：有多个定位结果时，优先按 Y 坐标降序输出，如果 Y 坐标相差

小于设定值时，则按 X 坐标降序输出 

开始字符：输出内容以什么字符开始 

分隔字符：输出内容以什么字符隔开 

结束字符：输出内容以什么字符结束 

输出内容：设置需要输出的数据 

输出校验：目前支持 LRC 字符校验 

输出通讯：可以指定网口或串口，还可以指定工具号和端口号 

基准位置：使用相对位置时可用，基准位置只能在输出信息列表中通过鼠标

右键菜单中的“设为基准点”来设置，如下图所示： 

 
输出显示：选择是否显示模板 ROI 或匹配轮廓 

相机触发模式：支持外部软触发和 IO 触发，也可以使用内部循环触发 

IO 输出控制：勾选 Line1表示结果为 OK 时将通过 Line1输出，勾选 Line2表

示结果为 NG 时将通过 Line2输出。 

光源触发控制：当使用带模板号的触发命令时，如果触发时间为非0值，那么

定位时光源亮度会持续所设置的时间后自动熄灭，为0时则光源常亮 

6.8 搜索区域设置 
 如果事先知道定位物体在图像中可能出现的范围，那么可以在图像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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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个搜索区域，即搜索 ROI，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模板匹配的时间，提高定

位速度。单击工具栏的“使用 ROI”按钮 ，用鼠标左键在图像中绘制一个

包含定位目标的矩形区域，单击鼠标右键确定，之后每次定位时，都只在所

绘制的搜索 ROI 去匹配目标。如果想取消使用 ROI，则需要在工具栏中再次

单击“使用 ROI”按钮，如下图所示，蓝色虚线表示搜索 ROI。 

 

6.9 启动运行 
 设置好所有工具参数和作业参数后，单击“保存作业”按钮 ，再单击

“运行作业”按钮 后，视觉软件即可接收外部触发信号进行定位并将结果

发送出去。 

 

 

 

 

 

 

 

 

 

 

 



                         AVS系列视觉定位系统 

 129 

 

 

附录一 相机常见问题处理 

序号  常见问题  解决办法 

1 未找到设备 

（1） 确认相机电源已上电； 

（2） 确认相机网线已连接好； 

（3） 打开 GigE IP Configurator程序，确

认网卡 IP和相机 IP在同一个网段； 

2 打开相机失败 

（1） 如果相机号显示为 NULL，则按序号 1

的办法处理； 

（2）如果相机号不为 NULL，则拔掉相机电源，

使其掉电 5秒后插上电源，再启动软件； 

3 定位时间太长 

（1） 增大模板学习对话框中的金字塔层数

（2） 减小查找设置中的角度范围 

（3） 提高模板匹配分数 

（4） 使用搜索 ROI减小查找范围 

4 标定误差太大 

（1） 检查模板或标定板的成像质量是否清

晰 

（2） 检查标定板的尺寸是否输入错误 

（3） 检查机器人本身的位置是否准确 

（4） 检查模板或标定板的大小是否合适 

5 通讯异常 

（1） 检查网线和网口等设备是否正常 

（2） 检查 IP和端口号是否配置正确 

（3） 检查作业设置中的输出通讯是否配置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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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定位不到 

（1） 检查来料本身是否和模板差异太大 

（2） 检查相机的位置是否有移动，焦距和

光圈是否有变动 

（3） 检查光源亮度是否有被调节过 

（4） 检查匹配分数是否设置过高，角度范

围是否设置过小 

（5） 检查是否使用了搜索 ROI，而目标又不

在 ROI范围内 

7 定位错误 

（1） 提高匹配分数 

（2） 使用搜索 ROI限制搜索范围 

（3） 亮度和焦距有可能已发生改变，需要

重新学习模板 

8 光源不亮 

（1） 检查光源电源线是否连接正常 

（2） 检查光源串口线是否正常，串口是否

能成功打开，检查光源到光源控制器的连线

是否松动 

（3） 检查光源控制器是否正常，检查光源

是否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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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机器人自动标定脚本 

-----------aoto_camer.AR----------- 

function main() 

 initTCPnet("CAM0") 

 local camera_id=0 

 local ready_pos=p19 

 print("run\n") 

     MotOn() 

 while true do   

  local pos,joint=getcart() 

  local cpos,buff 

  local n,data=CCDrecv("CAM0") 

  if data[1].NO == "START" then  

   SetT(0) 

   SetU(0) 

   MovP(ready_pos,"Spd=10") 

   camera_id = data[1].x  

                 buff=string.format("START_OK,0,0,0,%d;",camera_id)     

  elseif data[1].NO == "J4" then  --第四轴或静止标定 

   print( pos.x,pos.y,pos.c) 

   pos.x=pos.x+data[1].x 

   pos.y=pos.y+data[1].y 

   pos.c=pos.c+data[1].c 

   cpos=pos.c 

   print( pos.x,pos.y,pos.c) 

   MovP(pos,"Spd=10") 

                 buff=string.format("CAM,%.3f,%.3f,%.3f,%d;",pos.x,pos.y,cpos,camera_id)   

  elseif data[1].NO == "J2" then--第二轴标定 

   print( joint.x,joint.y,joint.c)  

   pos.x=pos.x+data[1].x 

   pos.y=pos.y+data[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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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 pos.x,pos.y,pos.c) 

   MovP(pos,"Spd=10")   

   pos,joint=getcart()  

   joint.y = joint.y+data[1].c 

   print( joint.x,joint.y,joint.c) 

   MovJ(J2,joint.y,"Spd=10")   

   pos,joint=getcart()  

   cpos=joint.x+joint.y 

                 buff=string.format("CAM,%.3f,%.3f,%.3f,%d;",pos.x,pos.y,cpos,camera_id) 

  elseif data[1].NO == "TOOL1" then--九点标定，设置第一次计算的工具 

   SetT(0) 

   SetU(0) 

   MovP(ready_pos,"Spd=10") 

   Delay(100)  

   WrT(4,data[1]) 

   SetT(4) 

                 buff=string.format("TOOL1_OK,0,0,0,%d;",camera_id) 

  elseif data[1].NO == "TOOL2" then--九点标定，设置第二次计算的工具，并验证精度 

   SetT(0) 

   SetU(0) 

   MovP(ready_pos,"Spd=10") 

   Delay(100) 

   pos,joint=getcart()  

   buff=string.format("CAM,%.3f,%.3f,%.3f,%d;",pos.x,pos.y,pos.c,camera_id)  

   CCDsent("CAM0",buff) 

   Delay(500)  

   WrT(4,data[1]) 

   SetT(4) 

   pos,joint=getcart()  

            buff=string.format("TOOL2_OK,%.3f,%.3f,%.3f,%d;",pos.x,pos.y,pos.c,camera_id)    

  end 

        Delay(200) 

     CCDsent("CAM0",b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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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ay(500) 

 end 

end 

 
 

-----------aoto_camer_teach.AR----------- 

function main() 

 initTCPnet("CAM0") 

 local camera_id=0 

 print("run\n") 

     MotOn() 

 while true do   

  local pos,joint=getcart() 

  local cpos,buff 

  local n,data=CCDrecv("CAM0") 

  if data[1].NO == "START" then  

   camera_id = data[1].x 

                 buff=string.format("START_OK,0,0,0,%d;",camera_id) 

   CCDsent("CAM0",buff)     

  elseif data[1].NO == "J4" then  --第四轴或静止标定 

   for photo_pos = 31,41 do 

    MovP(photo_pos) 

    Delay(200) 

   pos,joint=getcart()     

buff=string.format("CAM,%.3f,%.3f,%.3f,%d;",pos.x,pos.y,pos.c,camera_id) 

   ::PHOTO::  

    CCDsent("CAM0",buff) 

    Delay(500) 

    local n,data=CCDrecv("CAM0") 

    if data then  --数据有效 

     if data[1].x == 0 and data[1].y == 0 and data[1].c == 0 then 

      goto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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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else  --数据无效 

     goto PHOTO 

    end 

   end 

            -- break 

  elseif data[1].NO == "J2" then--第二轴标定 

   for photo_pos = 20,30 do  

    MovP(photo_pos) 

    Delay(200)   

    pos,joint=getcart()  

    cpos=joint.x+joint.y 

     buff=string.format("CAM,%.3f,%.3f,%.3f,%d;",pos.x,pos.y,cpos,camera_id) 

   ::PHOTO::  

    CCDsent("CAM0",buff) 

    Delay(500) 

    local n,data=CCDrecv("CAM0") 

    if data then  --数据有效 

     if data[1].x == 0 and data[1].y == 0 and data[1].c == 0 then 

      goto PHOTO 

     end 

    else  --数据无效 

     goto PHOTO 

    end 

   end     

            --break 

  end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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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履历 

序号 修订版本号 所做改动 发布日期 

1 V1.0.0 初始发布 2016-03-06 

2 V2.0.0 视觉软件版本升级为3.0，相应操作进行修改 2016-08-06 

3 V2.0.1 增加G1相机支持 2016-08-16 

4 V2.0.2 增加网卡IP配置方法以及AVS2100相关内容 2016-09-28 

5 V2.0.3 增加相机触发线颜色说明 2016-10-12 

6 V2.0.5 通讯模块更新modbus相关内容 2016-11-01 

7 V2.0.6 更新AVS1100尺寸图 2017-01-06 

8 V3.0.0 软件版本升级，增加相应功能描述 2017-07-05 

9 V3.0.1 增加处理工具和B1系列光源操作方法说明 2017-07-25 

10 V3.0.2 增加多相机IP配置注意事项 2017-09-01 

11 V3.0.3 
增加设置曝光时间和切换作业的网络指令说

明，修改附录机器人标定脚本 
2017-11-02 

12 V3.0.4 
增加J1系列相机硬触发接线说明；增加检测

圆、读码工具使用说明 
2018-03-28 

13 V3.0.5 相机相关描述更新 2018-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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