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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I」 

前言 

如何使用本手册 

本手册主要面向用户。如果您初次使用本系统，您需要仔细阅读本手册。如果您是一位有经验的用户，

请通过目录快速查找相应信息。 

本手册分为 4 部分，有 6 章节，具体如下： 

1) 前言部分，主要介绍在运输与储存、开箱检查、安装、接线、运行与调试、使用等方面的注意事

项，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用户在使用前须认真阅读，确保安全操作。 

2) 产品概述及硬件部分，参考第 1~2 章，介绍硬件信息，以及各端口接线图等。 

3) 软件操作部分，参考第 3~4 章，主要介绍各功能点对应的软件界面及其操作，并列出涉及的参数

信息和设定说明。该部分帮助用户熟悉操作单元和操作命令。 

4) 附录部分，参考第 5 章。主要介绍相机的白平衡调节。 

适用的产品型号 

产品型号名称 备注 

NcStudio V12 
可简称为V12。该系统为三轴系统（XYZ均为直线轴），配合使用CCD，

应用于工件质量检测（或工件尺寸检测）。 

我们的联系方式 

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获得我们的技术支持以及售前售后服务： 

公司名称：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 1590 号 

邮编：  201400 

电话：  400-882-9188 

传真：  021-33587519 

邮箱：  weihong@weihong.com.cn  

官网：  http://www.weiho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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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前言 

修订历史记录 

通过下表，您可以快速查询到本说明书各个版本的修订记录。 

修订日期 手册版本 修订内容 

2016.09 R1 首次发布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根据不遵守可能会造成危害的程度，分为注意和警告类型。 

注意
：一般类型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说明、使用限制等提示性信息。如果不遵

守此类信息，可能会无法正常使用某功能。注意某些情况下不遵守此类信息也会造成人身伤害或机器损坏。 

警告
：特别需要提示的信息。如果不遵守此类信息，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甚至是死

亡、机器损坏、或者其他财产损失。 

警告
 

1) 运输与储存相关事项 

 本产品必须按其重量正确运输； 

 堆放产品不可超过规定数量； 

 不可在产品上攀爬或站立，也不可在上面放置重物； 

 不可用与产品相连的电缆或器件对产品进行拖动或搬运； 

 储存和运输时应注意防潮。 

2) 安装相关事项 

 该装置必须安装在符合设计要求的电柜中才可使用，电柜的结构必须达到 IP54 防护等级； 

 在电柜门等接缝处应贴密封条，密封所有缝隙； 

 电缆入口应密封，在现场应容易再打开； 

 采用风扇或热交换器等对电柜散热，对流空气； 

 若采用风扇散热，在进风或出风口必须使用空气过滤网； 

 灰尘或切削液可能从微小缝隙和风口进入数控装置，因而需注意通风孔侧的环境和空气流

向，流出气体应该朝向污染源； 

 在数控装置的背面与电柜壁之间留有 100mm 的间隙，以便插接与数控装置相连的电缆，便

于电柜内空气流通和散热； 

 本产品与其他设备之间必须按规定留出间隙； 

 产品安装必须牢固，无振动。安装时，不可对产品进行抛掷或敲击，不能对产品有任何撞击

或负载； 

 减少电磁干扰，使用 50V 以上直流或交流供电的部件，电缆应与数控装置保留 100m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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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III」 

警告
 

的距离； 

 应考虑将数控装置安装在易于调试维修的地方。 

3) 接线相关事项 

 参加接线与检查的人员，必须具有完成此项工作的能力； 

 数控装置必须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 4 欧姆。切勿使用中性线代替地线。否则可能会因

受干扰而不能正常地工作； 

 接线必须正确、牢固，否则可能产生误动作； 

 任何一个接线插头上的电压值和正负（＋/－）极性，必须符合说明书的规定，否则可能发

生短路或设备永久性损坏等故障； 

 在插拔插头或拨动开关前，手指应保持干燥，以防触电或损坏数控装置； 

 连接电线不能有破损，不能受挤压，否则可能发生漏电或短路； 

 不能带电插拔插头或打开数控装置机箱。 

4) 运行与调试注意事项 

 运行前，应先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错误设定会使机器发生意外动作； 

 参数的修改必须在参数设置允许的范围内，超过允许的范围可能会导致运转不稳定及损坏机

器的故障。 

5) 使用注意事项 

 插入电源前，确保开关在断电的位置上，避免偶然起动； 

 为避免或减少电磁干扰对数控装置的影响，进行电气设计时，请确定电磁兼容性。系统附近

如有其他电子设备，则可能产生电磁干扰，应接入一个低通滤波器以削弱其影响； 

 不可对系统频繁通、断电。停电或断电后，若需重新通电，推荐的间隔时间至少为 1 分钟。 

 

注意
 

1) 产品及手册相关事项 

 “限制事项”及“能够使用的功能”等相关记载事项，由机床制造商发行的手册优先于本手

册的内容； 

 本手册在编写时，假定所有选配功能均已附加。使用时请通过机床制造商发行的规格书加以

确认； 

 各类机床的相关说明，请参阅由机床制造商发行的手册； 

 能够使用的画面及功能，因控制系统（或版本）而异。在使用前，请务必对规格加以确认。 

2) 开箱检查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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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是否齐全，有无损伤； 

 如存在产品不符、缺少附件或运输损坏等情况，请及时与我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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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1」 

1 产品概述 

NcStudio 数控系统是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助研发、自有版权的运动控制系统。NcStudio

基于 PC 操作系统，用户界面具有操作简便可靠、简单易学等优点。 

本系统包括以下功能： 

 手动功能，支持连续、步进、手轮等手动控制方式。既支持通过机床输入设备（如手持设备）操

纵机床，也支持通过计算机输入设备（如键盘、鼠标等）完成手动操作。 

 进给轴精确回机械原点（参考点）功能。 

 强大、灵活的键盘支持功能。新版本对键盘操作的支持非常强大，满足用户在操作过程中的需要。 

 日志功能。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日志功能，帮助用户察看详细的加工信息和系统诊断信息。 

 导出参数功能。系统支持对参数进行导出的功能，便于用户查看参数。 

 测量功能。系统支持对工件的测量，支持目标的位置设定、支持自动移动到设定位置、支持理论

距离输入，以及实际距离计算，理论与实际偏差计算。测量功能为本系统主要功能。 

 相机功能。系统支持焦点设定以及回焦点功能，提供了手动拍照以及照片的存储功能，并能清晰

的显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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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件构成及连接 

2 硬件构成及连接 

2.1 硬件信息 

NcStudio V12 CCD 工件检测系统主要包含以下硬件： 

表格 1 硬件信息表 

类型 型号及规格 

控制卡 PM85A 

端子板 朗达 4S 

相机 
BASLER 相机 ACA750-30GC 彩色  

computar 镜头 M5018-MP2 

2.2 硬件连接图 

 

图 2-1 控制器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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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构成及连接「3」 

2.3 朗达 4S 端口定义 

Z轴抱闸输入
关闭系统
主轴报警
油压检测
油位检测
紧急停止

程序暂停
程序停止

通用输入
X轴正向限位
X轴负向限位/X轴机械原点
高低电平转换

﹢24V电源

通用输入
Y轴正向限位
Y轴负向限位/Y轴机械原点

通用输入
Z轴正向限位
Z轴负向限位/Z轴机械原点

公共端
油泵

公共端
Z轴抱闸
公共端

模拟量输出

公共端
主轴

绿色灯
公共端
红色灯

连接Z轴伺服接口

连接手轮

连接Y轴伺服接口

连接X轴伺服接口

连接PM85A

 

图 2-2 朗达 4S 端口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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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软件规格 

3 软件规格 

3.1 主界面展示 

 

标题栏 菜单栏 数控状态栏

坐
标
显
示
区

手
动
操
作
区

测
量
功
能
区

CCD

功
能
区

 

3.2 菜单系统 

文件

重启软件

关闭软件

制作安装包

制作仿真安装包

导出参数文件

重启系统

关闭系统

操作

日志

帮助

关于

回机械原点

端口

参数

修改密码显示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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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点介绍「5」 

4 功能点介绍 

4.1 操作流程 

检测IO端口状态
（详见4.2）

基本参数设置
（详见4.5）

确定工件原点
（详见4.6）

调整CCD

（详见4.7）

调整轴方向
（详见4.3）

机械复位
（详见4.4）

开始测量

（详见4.8）

 

4.2 设置 IO 端口 

选择【操作】→【端口】，打开端口对话框，如图 4-1 所示，上部为端口信息区，下部为端口操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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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功能点介绍 

 

图 4-1 端口对话框 

 端口信息区 

本区域包括端口的名称、极性、描述和 Pin 信息。端口前面的指示灯定义如下： 

：绿色实心点，表示该端口有信号输入； 

：红色实心点，表示该端口无信号输入； 

：绿色空心点，表示该端口有信号输出； 

：红色空心点，表示该端口无信号输出。 

常闭型开关极性设为 P；常开型开关极性设为 N。Pin 信息列代表引脚号，可通过对应端子板引脚号

进行接线。 

 端口开关区 

测试开（F1） 模拟外界仿真输入，开启后会屏蔽掉外接的输入信号，实际情况中不建议使用； 

测试关（F2） 根据端口的性质决定关闭外界输入信号或关闭外界输出信号； 

取消测试（F3） 
取消模拟信号、取消仿真测试，用真实硬件信号取代模拟信号，端口将恢复原来

状态； 

修改极性（F4） 修改端口的极性 N/P，需输入密码； 

取消全部（F5） 取消全部测试，使端口恢复原来的状态； 

修改属性（F6） 
修改端口的属性值，点击后弹出端口采用设定对话框，如图 4-2 所示，可通过该

窗口设置采样间隔、端口名称、端口描述、滤波和端口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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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点介绍「7」 

 

图 4-2 端口采样设定 

注意
 

在测试情况与真实情况下，端口前的指示灯有所不同。 

测试情况下，测试绿灯： 、 测试红灯： 、 。 

4.3 手动功能 

本系统支持手动功能，为用户操作机床提供一个交互式的手动操作环境。 

 

图 4-3 手动操作区 

 方向按钮 

、  
分别对应 X 轴的正负方向，快捷键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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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功能点介绍 

、  
分别对应 Y 轴的正负方向，快捷键 8、2； 

、  
分别对应 Z 轴的正负方向，快捷键 9、3。 

注意
 

快捷键均为小键盘上的数字键。 

 进给方式选择 

手动状态下机床有三种进给方式：手轮进给、连续进给和步进进给，下面分别介绍。 

 手轮方式 

手轮实物图见右图所示。 

1. 选中 ，选择手轮进给方式。 

2. 转动手轮轴选择旋钮，选择刀具要移动的

轴。 

3. 转动档位选择旋钮，选择刀具移动距离的放

大倍数。旋转手轮一个刻度时刀具移动的最

小距离等于最小输入增量乘以该档位倍数。 

4. 旋转手轮控制旋转盘，控制刀具向手轮转向

对应的方向移动。 

档位选择旋钮轴选择旋钮

手轮控制旋转盘

 

图 4-4 手轮 

 连续方式 

选中 ，选择连续进给方式。 

通过鼠标点击或按住小键盘上的方向数字键进行控制。当按下按键时，机床连续运动；松开按键，机

床停止运动。 

 步进方式 

选择图 4-5 中任意一个选项均表示选择步进方式。 

用户可通过鼠标、键盘、操作面板执行步进操作，每触发一次方向按钮，

对应轴运动给定步长距离。 

其中 为自定义步长选项，点击数字按钮则弹出步长设置对话

框，用户可自定义步长。 

 

图 4-5 步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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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点介绍「9」 

 理论位置 

系统提供 X、Y 理论位置设置，便于用户精确移动 X、Y 轴。 

以设置 X 理论位置为例：选择 X 理论位置选项后，手动操作区中只显示 X+、X-两个方向按钮，如图 4-6

所示，点击选项后的输入框按钮，在弹出如图 4-7 所示对话框内设置合适的 X 理论距离，点击“确定”。

理论距离设置完成后，用户可点击 X 轴的方向键或使用数字快捷键移动 X 轴。 

 

图 4-6 手动操作区-X 理论位置 

 

图 4-7 设置 X 理论距离 

4.4 回机械原点 

回机械原点前需先设置各轴的轴方向、脉冲当量和粗定位方向。打开软件，系统默认弹出回机械原点

对话框，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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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功能点介绍 

 

图 4-8 回机械原点 

回原点方式 说明 

全部轴回 所有轴依次回机械原点（先 Z 轴、后 XY 轴）。 

直接设定 

直接设定当前位置为机械原点。 

使用条件：用户确信当前位置的机械坐标与机床实际的机械坐标一致，且在此之前 

 机床未关闭过 

 机床未发生过紧停 

单轴回 某个坐标轴单独回机械原点。 

说明： 

回机械原点成功后，相应的轴名称前会出现机械原点标志 。 

勾选【软件启动时自动弹出此对话框】可在软件每次启动时自动弹出回机械原点对话框。亦可通过【操

作】→【回机械原点】或快捷键 B 打开该对话框。 

4.5 调整参数 

本系统按照功能将参数分为操作参数和进给轴参数；按照权限分为操作员参数、制造商参数和开发商

参数。选择【操作】→【参数】打开参数对话框，如图 4-9 所示，修改参数时使用鼠标双击对应参数的参

数值所在列，在弹出的设置对话框内输入所要修改的值后点击“确定”即可。 



专业 专心 专注 

功能点介绍「11」 

 

图 4-9 参数对话框 

4.5.1 制造商权限参数 

不同权限下所显示的参数不同。制造商权限和开发商权限参数需要输入口令进入。本节仅介绍制造商

权限参数，开发商权限参数用于开发商内部使用。 

 操作参数 

参数 名称 设定范围 默认值 生效时间 

控制器常规 

11000 
暂停减速时间 0.001~10 0.5 s 立即生效 

系统从运行到暂停或者停止状态所需要的时间，该数值太小会造成冲击。 

11001 
最大进给倍率 当前设定的最大进给倍率~200 120 立即生效 

用户允许设定的最大进给倍率。当前设定的最大进给倍率即当前设定的参数值。 

11002 

Z 轴手动最大

速度 
0.06~轴最大速度 150 mm/min 立即生效 

Z 轴手动时的最大速度。 

11100 
空程速度 0.06~各轴最大速度最大值 3000 mm/min 立即生效 

机床定位时的默认速度（不是加工时的速度）。 

11101 
默认进给速度 0.06~各轴最大速度最大值 1200 mm/min 立即生效 

机床加工时的默认速度（不是定位时的速度）。 

12002 
手轮高速 0~各轴最大速度最大值 1200 mm/min 立即生效 

手轮运动时的最大速度。 

手动连续 

13000 手动连续高速 手动连续低速~各轴最大速度的最大值 1800 mm/min 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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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名称 设定范围 默认值 生效时间 

设定手动连续高速运行时的速度。 

13001 
手动连续低速 0.06~手动连续高速 1200 mm/min 立即生效 

设定手动连续的默认速度。 

手动步进 

14010 
手动步进速度 0.06~各轴最大速度的最大值 1200 mm/min 立即生效 

设定手动步进速度的大小。 

回机械原点 

14000 

加工前是否必

须回机械原点 

是：需要 

否：不需要 
否 立即生效 

选“是”，则每次加工前系统会提示需回机械原点方可加工； 

选“否”，则系统不会出现提示，直接进入加工状态。 

14001 

X 轴粗定位阶

段方向 

1：正 

-1：负 
-1 立即生效 

在回机械原点过程中，X 轴粗定位阶段的运动方向。 

14002 

X 轴粗定位阶

段速度 
0.06~9000 1800 mm/min 立即生效 

在回机械原点过程中，X 轴粗定位阶段的进给速度。 

14004 

X 轴精定位阶

段速度 
0.06~6000 60 mm/min 立即生效 

在回机械原点过程中，X 轴精定位阶段的进给速度。 

14005 
X 轴回退距离 -1000~1000 2 mm 立即生效 

在回机械原点精定位阶段结束后，X 轴附加的移动距离。正值朝正方向运动，否则反之。 

14010 

Y 轴粗定位阶

段方向 

1：正 

-1：负 
-1 立即生效 

在回机械原点过程中，Y 轴粗定位阶段的运动方向。 

14011 

Y 轴粗定位阶

段速度 
0.06~9000 1800 mm/min 立即生效 

在回机械原点过程中，Y 轴粗定位阶段的进给速度。 

14013 

Y 轴精定位阶

段速度 
0.06~6000 60 mm/min 立即生效 

在回机械原点过程中，Y 轴精定位阶段的进给速度。 

14014 
Y 轴回退距离 -1000~1000 2 mm 立即生效 

在回机械原点精定位阶段结束后，Y 轴附加的移动距离。正值朝正方向运动，否则反之。 

14030 

Z 轴粗定位阶

段方向 

1：正 

-1：负 
1 立即生效 

在回机械原点过程中，Z 轴粗定位阶段的运动方向。 

14031 

Z 轴粗定位阶

段速度 
0.06~9000 1800 mm/min 立即生效 

在回机械原点过程中，Z 轴粗定位阶段的进给速度。 

14033 
Z 轴精定位阶

段速度 
0.06~6000 60 mm/min 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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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名称 设定范围 默认值 生效时间 

在回机械原点过程中，Z 轴精定位阶段的进给速度。 

14034 
Z 轴回退距离 -1000~1000 2 mm 立即生效 

在回机械原点精定位阶段结束后，Z 轴附加的移动距离。正值朝正方向运动，否则反之。 

14051~ 

14053 

丝 杠 螺 距

X/Y/Z 
 5 立即生效 

用于 X/Y/Z 轴回机械原点时分析粗精定位开关的距离。 

14054 

X 轴粗精定位

开关最小距离 
0~丝杠螺距 X/2 1 立即生效 

用于检测回机械原点时粗精定位开关是否过于接近。 

14055 

Y 轴粗精定位

开关最小距离 
0~丝杠螺距 Y/2 1 立即生效 

用于检测回机械原点时粗精定位开关是否过于接近。 

14056 

Z 轴粗精定位

开关最小距离 
0~丝杠螺距 Z/2 1 立即生效 

用于检测回机械原点时粗精定位开关是否过于接近。 

油泵 

22104 

定期自动启动

润滑油泵 

是：启用 

否：禁用 
是 立即生效 

是否定期自动启动润滑油泵。 

22105 
润滑油泵检测

是否有效 

是：有效 

否：无效 
是 立即生效 

22107 

启动润滑油间

隔时间 
1~50000 12000 s 立即生效 

两次添加润滑油的时间间隔。 

22108 

开启润滑油时

间 
油泵结束检测时间~50000 15 s 立即生效 

一次添加润滑油的持续时间。 

22109 
润滑油泵开始

检测时间 
1~油泵结束检测时间 1 s 立即生效 

22110 
润滑油泵结束

检测时间 
1~50000 5 s 立即生效 

22111 
手动启动润滑

油时间 
1~50000 15 s 立即生效 

 进给轴参数 

参数 名称 设定范围 默认值 生效时间 

40000 X/Y/Z 轴方向 
1：正 

-1：负 
1 立即生效 

40001 

X/Y/Z 轴的脉

冲当量 
1E-08~1000 0.001 立即生效 

用户允许设定的最大进给倍率。当前设定的最大进给倍率即当前设定的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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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名称 设定范围 默认值 生效时间 

40002 

检查工作台行

程范围有效 

是：有效 

否：无效 
是 立即生效 

选“是”，则启用工作台行程范围检查； 

选“否”，则不启用。 

40003 
X/Y/Z 轴工作

台行程下限 
-999999~限位上限 -1000 重启生效 

40004 
X/Y/Z 轴工作

台行程上限 
限位下限~999999 1000 重启生效 

40005 
X/Y/Z 轴启动

速度 
0~最大速度 0 重启生效 

40006 
X/Y/Z 轴最大

速度 
0~硬件支持最大速度 9000 重启生效 

40007 
X/Y/Z 轴最大

加速度 
0~100000 400 重启生效 

40008 
X/Y/Z 轴最大

加加速度 
0~100000 10000 重启生效 

40009 
X/Y/Z 轴参考

点位置 
工作台下限~工作台上限 0 重启生效 

4.5.2 导出参数文件 

本系统提供导出参数文件功能，便于用户查找参数。用户设置好参数后，选择【文件】→【导出参数

文件】，在弹出的另存对话框内输入合适的文件名并选择合适的路径，点击“保存”即可，保存的文件为.csv

格式文件。 

4.6 确定工件原点 

工件坐标系的零点就是工件原点。在加工之前，用户需设置工件原点，步骤如下： 

把机床 X 轴、Y 轴手动移动至需设置为工件原点的位置，在坐标窗口把当前位置的坐标值清零，即点

击 X/Y 机械坐标后的【清零】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内选择“是”，则将当前点设置为工件原点。 

 

图 4-10 清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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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相机 

本系统支持相机功能，可对相机焦点即曝光、增益参数进行调节。通过调节焦点及相机参数，使得

CCD 图像显示清晰，便于测量工件。 

 

图 4-11 CCD 功能区 

4.7.1 焦点功能 

焦点即选择成像最清晰的点。本系统所涉及的焦点即 Z 轴的机械坐标值。 

用户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设置焦点： 

 手动运动 Z 轴至所需设置焦点高度后，点击【设置焦点】按钮，即将当前机械坐标设置为焦点； 

 手动输入焦点值，即点击焦点后的输入框按钮，在弹出的焦点对话框内输入焦点位置，点击确定

后，再点击相机功能区的【回焦点】按钮，则机床 Z 轴自动运动到当前所设置的焦点位置。 

4.7.2 手动拍照及照片存储 

系统提供手动拍照以及照片存储的功能，便于用户匹配实际加工位置。 

点击【拍照】按钮，系统对当前机床位置进行拍照，并弹出存储对话框，用户需设置合适的文件名，

并选择存储路径，点击保存即可。默认图片格式为.bmp，文件名称为“CCDCamera0-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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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曝光及增益调节 

加工前，用户需调整曝光和增益参数的值来调节相机的拍摄效果。曝光/增益参数调节方法有以下两种： 

 点击曝光/增益后的输入框按钮，在弹出的设置对话框内输入合适的值，选择“确定”。 

 拖动曝光/增益下方的滑块进行调节。 

4.7.4 图像显示 

在 CCD 功能区中，如图 4-11 中上部黑色区域，为图像显示窗口，可以正确显示镜头视野范围的图像，

且窗口同时显示十字标，便于用户测试时对工件位置进行校准。 

4.8 测量功能 

本系统主要功能即对工件进行测量，支持目标的位置设定；支持自动移动到设定位置；支持理论距离

输入，以及实际距离计算、理论与实际偏差计算。 

 

图 4-12 测量功能区 

理论位置 由用户手动输入，即当前点（工作坐标零点）到目标点的理论 X/Y 向的距离。 

实际位置 当前点（工件坐标零点）到目标点的实际距离，即点击测量时 X/Y 轴的工件坐标。 

测量 点击测量将自动计算出实际位置和偏差并在对应位置显示出来。 

偏差 偏差=实际位置-理论位置 

 测量步骤 

1) 在手动操作区设置 X、Y 理论距离； 

2) 使用手动按钮移动各轴至理论位置； 

3) 在测量功能区输入的 X、Y 理论位置； 

4) 点击【测量】按钮，计算工件的实际位置及偏差。 

4.9 查看日志 

日志是记录所有的关键性操作和事件，用户不仅可以浏览本次系统启动后的所有日志信息，还可以回

顾本次系统启动之前的历史信息。选择【操作】→【日志】，打开日志对话框，如图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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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日志对话框 

刷新/清除 
按下快捷键 F1，将刷新当前画面，进行日志与系统的同步工作。按下快捷键 F2，

将清除当前所有日志信息。 

显示信息 

显示警告 

显示错误 

快捷键依次为 F3、F4、F5。 

按钮默认情况下，处于选中状态，即系统默认显示正常信息、警告信息、错误信息；

如果用户不需要某类信息只需取消其选中状态，系统将会隐藏该类信息。 

显示系统信息 按下快捷键 F6 可以查看系统信息。 

显示过往日志 按下快捷键 F7，将会显示系统有记录以来的所有日志。 

4.10 管理操作权限 

系统支持对不同的操作权限进行设置。选择【操作】→【修改密码】→【制造商密码】/【开发商密码】，

在弹出的设置对话框内输入相应的密码，点击“修改”即可。 

4.11 注册 

用户可以在关于对话框中查看版本信息、系统信息和厂商信息。 

注册功能可用来限制系统使用时间。系统使用期满之后，将板卡板卡类型信息发给开发商或机床生产

厂商得到注册码，点击【注册】打开注册对话框，如图 4-14 所示，将注册码填入，确定即可注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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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从厂商处获得的注册码

 

图 4-14 注册 

4.12 制作安装包 

该功能主要用于备份关键参数并制作系统安装包。选择【文件】→【制作安装包】/【制作仿真安装包】。

制作完成后弹出如图 4-15 所示对话框，选择保存位置即可。 

 

图 4-15 备份完成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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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录：Basler 相机白平衡调节 

5.1 Basler 相机驱动安装 

双击安装 Basler_pylon_SDK_x86_3.0.0.2900 软件，一直是默认下一步安装，直到弹出如图 5-1 所

示对话框。 

点击 pylon SDK for C 左边的下拉菜单选择 This feature，and all subfeatures，will be installed on local 

hard drive.，点击 next 继续安装直到安装完成。 

 

图 5-1 安装对话框 

5.2 Basler 相机驱动设置 

1) 相机驱动安装完毕后在桌面双击打开 pylon IP Configuration Tool，查看当前相机 IP 和相机所接

的千兆网卡 IP。要确保相机连接在千兆 INTEL 网卡上。 

Current IP Address：相机的 IP 和子网掩码；Connected To IP：相机所接网卡的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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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段需保持一致

 

图 5-2 IP 配置对话框 

2) 查看 Current IP Address 和 Connected To IP 显示情况，如果都未显示，则表明相机线未接好，

请检查相机接线；如果显示有 IP，但左右两组 IP 的前三段不一致的，此时需修改相机所接网卡

的 IP。修改方法如下： 

a) 打开网络连接，找到相机所接的网卡，右键点击网卡，然后选择属性。 

 

图 5-3 IP 修改-1 

b) 找到网络→在此连接使用下列项目下选中 Internet 协议（TCP/IP）→点击下方的属性。 

c) 在弹出的对话框内修改 IP 地址。选择“使用下面 IP 地址”，在 IP 地址行输入 pylon IP 

Configuration Tool 软件的 IP 地址，前三段与相机 IP 保持一致；在子网掩码行，无需手动输

入，鼠标焦点移动至该位置后，系统自动生成子网掩码，如与相机的子网掩码（subnet Mask）

不一致，请手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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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IP 设置-2 

d) 点击确定，回到前一个界面，勾选上“连接后在通知区域显示图标”，最后点击确定完成 IP

地址的设定。 

3) 巨帧（巨型帧）设置。 

a) 在本地连接属性里点击配置。 

 

图 5-5 本地连接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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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择高级——设置——巨型帧，其右边会显示巨帧值，巨帧默认是禁用的，选择最大的巨帧

值（集成 Intel 网卡最大 9014 字节，独立 Intel 网卡最大是 16128 字节），点击确定完成。 

 

图 5-6 巨帧设置 

注意
 

1) 如果集成网卡不是 Intel 网卡，且只有一张 Intel 独立网卡，则 Basler 软件安装完成即可，无需再安装

Intel 网卡驱动。相机接到独立的 Intel 网卡，系统默认打开巨帧。 

2) 如果集成网卡是 Intel 网卡，则需先安装 Intel 网卡驱动，再安装 Basler 软件。相机接到独立的 Intel 网

卡，还需该网卡的巨帧是否打开，且打开的巨帧为 16128 字节，否则需重新设置巨帧值。 

5.3 Basler 相机白平衡调节 

5.3.1 调节步骤 

1) 打开 Pylon Viewer 界面。 

2) 在 Features 窗体里，选择 User level 用户使用等级设置为 Guru，如图 5-7 所示。 

Features 窗体：显示和调节相机的所有控制属性和参数。User level 里面定义的是用户使用等级，三

个等级分别是初级（Beginner），专家级（Expert）和大师级（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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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Features 窗体 

3) 修改白平衡 Balance White Auto。 

路径：节点 Basler acA750-30gc(21202800)-节点 Color Improvements Control-节点 Balance White 

Auto 

操作：使用相机拍摄 A4 纸，连续采集图像，自动白平衡由 Off 更改为 Once，如图 5-8 所示。 

Balance White Auto 是（彩色相机使用）手动白平衡选项，可以选择关闭或者做一次自动白平衡。针

对采集到的图像颜色不正确，采取一次自动白平衡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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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附录：Basler 相机白平衡调节 

 

图 5-8 设置自动白平衡 

4) 修改曝光时间 

路径：节点 Basler acA750-30gc(21202800)-节点 Acquisition Controls-节点 Exposure Time(Raw) 

操作：将 Exposure Time(Raw)更改为 4000，如图 5-9 所示。 

Exposure Time(Raw)为曝光时间调节，使用 raw 方式调节曝光时间。与绝对值调节曝光时间联动时，

两种调节方法均可。 

Exposure Time(Abs)[us]是曝光时间选项，调节曝光时间绝对值，单位是 us。 

若采集到的图像较暗，无法看清图像，则增大曝光时间值。 

 

图 5-9 修改曝光时间 

5) 相机参数设置（保存） 

路径：节点 Basler acA750-30gc(21202800)-节点 Configuration Sets 

操作：将 Configuration Set Selector 设置为 User Set 1 用户配置，同样 Default Startup Set 设置为

User Set 1 用户配置，点击 User Set Save 中 Execute 保存参数，点击 User Set Load 中 Execute 读取参

数。目的是设置完毕后，将当前相机的所有参数保存和读取到指定用户配置中。 

Configuration Set Selector 为配置选择器，包括出厂配置和三个用户配置； 

User Set Save 为保存选中的配置，即将相机当前的所有参数保存到上面选中的配置中； 

User Set Load 为读取上面选中的配置，读取选中的配置中所有参数并配置到当前的相机中； 

Default Startup Set 为选择该相机加电之后的配置应用。 

 

图 5-10 相机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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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asler 相机白平衡调节「25」 

5.3.2 注意事项 

在白平衡参数设置过程中，Failed Buffer Count 值要为 0，如果不为 0，则修改 Packet size 值，每次

增加 1000（最大为 9000），直到颜色正常为止。目的是让传输数据包变大。 

Failed Buffer Count 路径为节点 Stream Parameters-节点 Statistic-Failed Buffer Count 

Packet size 路径为节点 Basler acA750-30gc(21202800)-节点 Transport Layer-Packet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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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用户安装软件许可声明 

6 用户安装软件许可声明 

声明：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宏公司”）为维护合法权益，在您安装、复制、使用

本软件产品前，特别声明如下：如果您安装、复制或以其它方式使用了本软件产品，则视为您已同意，向

本公司作以下保证：不在本声明规定的条款之外，使用、拷贝、修改、租赁或转让本系统或其中的任何一

部分。 

一、保证： 

(一)  

1. 只在一台机器上使用本系统； 

2. 仅为在同一台机器上使用，出于备份或档案管理的目的，以机器可读格式制作本系统的拷贝； 

3. 仅在我司同意，且他方接受本声明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将本系统及许可声明转让给另一方使

用。 

4. 如若发生转让，原文档及其伴随文档的所有拷贝必须一并转交对方，或将未转交的拷贝全部销毁； 

5. 只在以下之一前提下，将本系统用于多用户环境或网络系统上： 

1) 本系统明文许可可以用于多用户环境或网络系统上； 

2) 使用本系统的每一节点及终端都已购买使用许可。 

(二)  

1. 不对本系统再次转让许可； 

2. 不对本系统进行逆向工程、反汇编或解体拆卸； 

3. 不拷贝或转交本系统的全部或部分，但本声明中明文规定的除外。 

您将本系统或拷贝的全部或局部转手给另一使用方之时，您的被许可权即自行终止。 

本系统的版权和所有权： 

我司对本系统及文档享有版权，并受国家版权法及国际协约条款的保护。您不可以从本软件中去掉其

版权声明；并保证为本系统的拷贝（全部或部分）复制版权声明。您同意制止以任何形式非法拷贝本系统

及文档。 

二、售后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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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安装软件许可声明「27」 

维宏公司担保，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自售出之日起九十天内，其软件载体无材料或工艺缺陷。经验

证确有缺陷时，维宏公司的全部责任就是退换其软件载体；也是给您的唯一补偿。因事故、滥用或错误应

用导致的载体缺陷，售后担保无效。退换的载体享受原担保期剩余时间，或三十天的担保；取其长者优先。 

除上述内容之外，本系统不享受任何其他形式的售后担保。 

三、责任有限： 

上述担保，无论是明示或暗示，为担保的全部内容，包括对特殊应用目的的商品性和适应性担保。无

论遵循本声明其他条款与否，就使用本系统而产生的：利润损失、可用性损失、商业中断，或任何形式的

间接、特别、意外或必然的破坏，或任何其他方的索赔，维宏公司及其代理、销售人概不负责。即使事先

维宏公司被告知此类事有可能发生，也不承担。 

四、许可终止： 

您若违返本声明的任一条款与条件，维宏公司可能随时会终止许可。终止许可之时，您必须立即销毁

本系统及文档的所有拷贝，或归还给维宏公司。 

五、适用法律： 

《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至此，您肯定已经详细阅读并已理解本声明，并同意严格遵守各条款和条件。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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