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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引言

1.1 目标群体

本文献针对具有下列知识的用户：

 机器人控制器的高级系统知识

 总线技术的高级知识

1.2 提示的图示

安全性 这些说明是安全提示，必须 遵守。

此提示提醒您注意用于预防或消除紧急情况或故障的操作步骤： 

提示 这些提示可使工作便利或提供进一步信息的说明。

1.3 商标

Windows 是微软公司 （Microsoft Corporation）的商标。

Pentium （奔腾）是英特尔公司 （Intel Corporation）的商标。

Step 7 是西门子股份公司 （Siemens AG）的商标。

PC WORX 是菲尼克斯电气集团 （Phoenix Contact）的商标。

1.4 许可证

KUKA 软件产品使用开源软件 (Open-Source-Software)。许可证条款在安装 
KUKA 软件产品时显示。

 

我们推荐客户在库卡学院进行培训，以便能以 佳方式使用我们的产
品。 有关培训项目信息请访问公司主页 www.kuka.com 或直接在公司
分支机构处获得。

该提示表示，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则很可能将导致死亡或严
重的身体伤害。

该提示表示，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的
身体伤害。

该提示表示，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则可能导致轻微的身体伤
害。

该提示表示，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则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该提示包含安全相关信息的说明或通用安全措施。 
该提示不针对个别的危险或个别的预防措施。

必须严格遵守用此提示所标记的操作步骤。

用来使工作便利或提供进一步说明信息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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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所用概念

概念 说明

CK 客户专用运动系统

DTM Device Type Manager （设备类型管理器）

KCP KUKA Control Panel （库卡控制面板）

库卡手持式编程器的一般名称

KLI KUKA Line Interface （库卡线路接口）

KLI 是用于外部通讯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以太
网接口。它是物理接口，可包含多个虚拟接
口。 KLI 是在库卡系统软件中配置的 。

KRL 库卡机器人编程语言 (KUKA Robot Language)

KSI KUKA Service Interface （库卡服务接口）

控制柜上 CSP 上的接口

WorkVisual 电脑可通过 KLI （库卡线路接
口）与机器人控制系统连接，或将其插在 KSI 
上以进行连接。

KSS KUKA System Software （库卡系统软件）

KUKA smartHMI 用于机器人控制系统 (V)KR C4 的操作界面的
名称

KUKA smartPAD 用于机器人控制系统 (V)KR C4 的库卡控制面
板 (KCP) 的名称

OPS 离线编程系统

也叫 “Office-PC”。

安全选项 可实现配置除标准安全功能以外的安全监控的
选项总括性概念。 

例如：Safe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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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说明
2 产品说明

2.1 WorkVisual 概览

软件包 WorkVisual 是用于由 KR C4 控制的机器人工作单元的工程环境。 它
具有以下功能：

 架构并连接现场总线

 对机器人离线编程

 配置机器参数

 离线配置 RoboTeam

 编辑安全配置

 编辑工具和基坐标系

 在线定义机器人工作单元

 将项目传送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从机器人控制系统载入项目

 将项目与其它项目进行比较，如果需要则应用差值

 管理长文本

 管理备选软件包

 诊断功能

 在线显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系统信息

 配置测量记录、启动测量记录、分析测量记录 （用示波器）

 在线编辑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文件系统

 调试程序

 

图  2-1: WorkVisual 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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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按规定使用 WorkVisual

使用 软件包 WorkVisual 仅用于库卡工业机器人或客户运动系统的配置、编程和诊
断。

各版本的软件包 WorkVisual 仅允许在满足针对它们的系统前提条件时运行。

违规使用 所有不符合规定的使用都属于违规使用并且均被禁止。 对于由于违规使用而
造成的损失，库卡机器人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这种风险须由使用者单独承担。

例如：违规使用包括：

 配置不是库卡工业机器人或客户运动系统的运动系统

 在未达到规定的系统前提条件下运行 Work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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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

该文件包括针对此处所述软件的安全提示。 有关工业机器人的基本安全信息
请参阅系统集成商操作和编程指南或 终用户操作及编程指南中的安全一章。

 

必须注意遵守 KUKA 系统软件 (KSS) 操作及编程指南中的 “ 安全 ”
一章。否则可能会造成人员死亡、严重身体伤害或巨大的财产损失。

用 WorkVisual 可以通过写操作改变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输出端，
但却不被设备中的人员觉察到。

在测试运行方式中不允许进行该存取操作。 不允许用 WorkVisual 改变机器
人控制系统的输出端（“Single Point of Control”，即单点控制原则）！
否则可能会造成人员死亡、严重身体伤害或巨大的财产损失。

用 WorkVisual 可以通过写操作改变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程序、
接线和其它参数。 此处须遵循以下原则：

对新的或者经过更改的程序必须始终先在手动慢速运行方式 (T1) 下进行测
试。 
对工业机器人进行了改动后必须始终先在手动慢速运行方式 (T1) 下对现有
程序进行测试。 此项适用于工业机器人的所有部件并且包括对软件和配置设
定的更改。 特别也适用于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激活了 WorkVisual 项目的情
况。 

导入安全配置或其中的部分后，必须检查安全配置！ 如果不检
查，则在以后将项目传输给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之后，

安全配置可能会导致机器人以错误的数据运行。可能会造成人员死亡、重伤
或巨大的财产损失。

当激活一个项目后，在 KUKA smartHMI 上显示与机器人控制系
统中尚激活的项目相比较所作更改的概览。

如果概览中的标题与安全相关的通讯参数下被标为更改，即表示可以更改迄
今为止的项目的紧急停止行为和 “ 操作人员防护装置 ” 信号。
因此在激活项目之后，必须检查紧急停止和 “ 操作人员防护装置 ” 信号的
功能是否可靠。如果项目在多个机器人控制系统上激活，则须在各个机器人
控制系统上进行这一检查。 如果没有进行这一检查， 则可能会造成人员死
亡、重伤或巨大的财产损失。

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激活一个项目后必须在控制系统中检查安
全配置！ 如果不检查，则机器人可能以错误的数据运行。 否则

会造成死亡、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
 (>>> 14.6 " 检查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安全配置 " 页码  137)

如果一个项目的激活失败，则会在 WorkVisual 显示一则出错
信息。在此情况下，必须执行以下措施：

 重新激活项目。（同一个或另一个）。

 或以冷启动重新启动机器人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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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PC 系统要求

硬件 低要求

 具有奔腾 4 (Pentium IV) 处理器的 PC，至少 1500 MHz

 2 GB 内存

 200 MB 可用的硬盘空间

 与 DirectX 兼容的显卡，分辨率为 1024x768 像素

推荐的要求

 具有奔腾 4 处理器的 PC 或更高，2500 MHz

 4 GB 内存

 1 GB 可用的硬盘空间

 与 DirectX 兼容的显卡，分辨率为 1280x1024 像素

软件  Windows 7

32 位版本和 64 位版本均可使用。

如果要将 Multiprog 连到 WorkVisual 上：

 KUKA.PLC Multiprog 5-35 4.1 必须已安装。

 Multiprog 必须已获得许可。

4.2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系统要求

软件  库卡系统软件 8.2、8.3 或 8.4

 或 VW 系统软件 8.2 或 8.3

4.3 安装 WorkVisual

首要条件  局部管理员权限

操作步骤 1. 启动程序 setup.exe。

2. 如果 PC 上还缺少以下组件，则将打开相应的安装助手：

 .NET Framework 2.0、3.0 和 3.5

请按照安装助手的指示逐步进行操作。安装 .NET Framework。

3. 如果 PC 上还缺少以下组件，则将打开相应的安装助手：

 SQL Server Compact 3.5

请按照安装助手的指示逐步进行操作。 SQL Server Compact 3.5 即被安
装。

4. 如果 PC 上还缺少以下组件，则将打开相应的安装助手：

 Visual C++ Runtime Libraries

 WinPcap

请按照安装助手的指示逐步进行操作。 Visual C++ Runtime Libraries 和
/ 或 WinPcap 即被安装。

5. 窗口 WorkVisual […] 设置打开。点击下一步。

6. 接受许可证条件并点击下一步。

7. 点击所需的安装类型。 

 (>>>  " 安装类型 " 页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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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ustom Setup （自定义安装）窗口打开。

a. 必要时，点击 Browse… （浏览）选择其他的安装目录。 如果
Browse… （浏览）呈现灰色： 在结构树中选中层面 WorkVisu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WorkVisual 开发环境）。 Browse… （浏
览）即被激活。 

b. 在结构树中选定所需语言。 仅在此已安装的语言在之后切换操作界面
的语言时可用。

c. 点击 Next （下一步）继续。

9. 点击安装。 WorkVisual 即被安装。

10.安装结束后，点击完成，以关闭安装助手。

安装类型

仅已安装的语言在之后切换操作界面的语言时可用。 

默认目录： C:\Programme (x86)\KUKA\WorkVisual […]

只有当选定了 Custom （自定义），才可执行第 8 步。
否则，继续执行第 9 步。

图  4-1: 窗口用户设置

图标 说明

安装。

安装，包含子元素 （不影响语言选择）

安装。

型号 安装目录 语言

Typical （典
型）

默认目录 安装英语及操作系统语
言。 

Custom （自定
义）

可选 可从列表中选择

Complete （全
部）

默认目录 全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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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卸载 WorkVisual

前提条件  局部管理员权限

 在资源管理器中设置 “ 显示所有隐藏文件、文件夹以及驱动器 ” 是激活

的。

操作步骤 1. 在 Windows 启动菜单的系统控制 > 卸载软件下删除条目 WorkVisual 
[…]。

2. 在目录 C:\Benutzer\Benutzername\Eigene Dokumente （C:\ 用户 \用户名

\ 我的文档）下删除文件夹 WorkVisual Projects （WorkVisual 项目）。

3. 在目录 C:\ProgramData\KUKA Roboter GmbH （C:\ProgramData\KUKA 
Roboter GmbH （库卡机器人有限公司））下删除文件夹 
DeviceDescriptions 和 WorkVisual。

我们建议在软件卸载前将所有相关数据存档。

只有在应删除全部用户配置时才需要进行其他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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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界面

5.1 操作界面概览

在默认状态下，并非所有单元都显示在操作界面上，而是可根据需要显示或隐
藏。

除了此处图示的窗口和编辑器之外，还有更多可供选用。 此外它们通过菜单
项窗口和编辑器加以显示。

 

图  5-1: 操作界面概览

序号 说明

1 菜单栏

2 按键栏

 (>>> 5.5 " 显示或隐藏按键 " 页码  22)

 (>>> 5.6 " 按键栏 " 页码  23)

3 编辑器区域

如果打开了一个编辑器，则将在此显示。 可能同时有多个编辑器
打开 （如此处示例中）。 这种情况下，这些编辑器将上下排列，
可通过选项卡选择。

4 帮助按键

5 窗口项目结构

 (>>> 5.8 " 窗口项目结构 " 页码  26)

6 窗口编目

该窗口中显示所有添加的编目。 编目中的各个部分可以添加到窗
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或几何形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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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显示 /隐藏窗口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项窗口。一个含有可用窗口的列表打开。

2. 在该列表中点击一个窗口，以在操作界面上将其显示或隐藏。

5.3 改变窗口排列方式

前提条件  所需窗口显示在操作界面上。

操作步骤 以自由浮动的方式安置窗口：

1. 用右键点击窗口的标题栏。 一个相关菜单打开。

2. 选择选项不固定。

3. 点住窗口的标题栏，在操作界面上任意移动窗口。

若将鼠标指针定位于窗口的边缘或角落上，则会出现箭头，用其可放大或缩小
窗口。

固定窗口：

1. 用右键点击窗口的标题栏。 一个相关菜单打开。

2. 选择选项固定。

3. 点住窗口的标题栏，在操作界面上移动窗口。 

 在操作界面的右侧、左侧、下部和上部将显示固定点。

 若将一个窗口移入另一个固定窗口中，则会显示一个固定十字。

 (>>>  " 固定十字 " 页码  21)

4. 将窗口拉到固定点或十字上。 窗口就此固定。

自动显示、隐藏固定的窗口：

1. 用右键点击窗口的标题栏。 一个相关菜单打开。

2. 选择选项自动隐藏。 窗口即自动隐藏。 在操作界面的边缘留有含窗口名称
的选项卡。

3. 为了显示窗口，将鼠标指针移到选项卡上。

4. 为了重新隐藏窗口，将鼠标指针从窗口中移出。 需要时点击在窗口外的某
一个区域。

通过选项自动隐藏可为操作界面其它区域的工作提供更多位置。 同时又可每
时每刻快速显示窗口。

在窗口的标题栏中有一个大头针图标。

 另一种途径是通过点击该大头针图标而激活或取消自动隐藏。 

7 窗口工作范围

 (>>> 5.4 " 显示操作界面的各种视图 " 页码  21)

8 窗口信息

 (>>> 5.7 " 窗口信息提示 " 页码  26)

9 窗口属性

若选择了一个对象，则在此窗口中显示其属性。 属性可变。 灰色
栏目中的各单项属性不可改变。

10 图标 WorkVisual 项目分析

 (>>> 15.1 " 项目分析 " 页码  143)

序号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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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十字 若将一个窗口移入另一个固定窗口中，则会显示一个固定十字。

将窗口拉到固定十字的哪一侧，该窗口即会固定在固定窗口的这一侧。

若将窗口拉到固定十字的当中，则两个窗口将上下排列固定。 在窗口下显示
用于在两个窗口之间切换的选项卡。

若想转移上下固定排列的窗口：

 点在一个选项卡上仅转移这一个窗口。

 点在标题栏上将转移所有上下排列的窗口。

5.4 显示操作界面的各种视图

说明 WorkVisual 的操作界面可以两种不同的视图显示。 视图可通过菜单项视图或
通过窗口工作范围加以选择。

视图各对应不同的工作重点：

图  5-2: 大头针图标

图  5-3: 固定十字

图  5-4: 窗口上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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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视图可单独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调整适配。 示例：

 使按键栏在每个视图中都处于不同的部位。

 信息窗口在一个视图中隐藏，而在另一个则不隐藏。

操作步骤 显示窗口工作范围：

 选择菜单序列窗口 > 工作范围。

将当前视图重新回置到默认设置：

 选择菜单序列窗口 > 复位已激活的工作范围。

将所有视图重新回置到默认设置：

 选择菜单序列窗口 > 复位所有工作范围。

5.5 显示或隐藏按键

说明 单个按键可隐藏、显示。以此可根据用户的需要调整按键栏。

操作步骤 1. 点击按键栏右侧的箭头。

2. 菜单项添加或删除按键随即显示。点击，然后移到子菜单项 [名称栏 ]。

3. 一个包括该栏所有按键的概览随即打开。在该概览中点击一个按键，以将
其显示或隐藏。

视图 重心

配置和投入运行 项目相关的工作范围

例如： 单元配置、输入 / 输出端接线和使用 KRL 
编辑器的工作。

编程和诊断 项目无关的工作范围

例如： 用 KRC 浏览器监控、记录和工作。

即使无项目打开，该视图中的功能也供选用。

图  5-5: 窗口工作范围

图  5-6: 菜单栏文件示例： 点击右侧的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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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按键栏

图  5-7: 菜单栏文件示例： 概览

按键 名称 / 说明

新建 ...

打开一个新的空项目。

打开项目

打开项目资源管理器。

保存项目

保存项目。

剪切

将选定的元素从原先的位置删除并将其复制到剪贴板中。

复制

将选定的元素复制到剪贴板中。

粘贴

将剪切或复制的元素粘贴到标记处。

删除

删除选定的元素。

打开节点添加对话。

打开一个窗口，在其中可选择元素并添加到树形结构中。 哪些
元素可用，取决于在树形结构中选中了什么。

只有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或文件选定了一个元素时，
该按键才激活。

设为激活的控制器 / 复位已激活的控制系统

将一个机器人控制系统设为激活 / 未激活。

按钮仅当窗口项目结构中选中了机器人控制系统时才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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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建议 ...

打开一个窗口，在该窗口中 WorkVisual 建议与现有运动系统
相匹配的完整硬件配置。 用户可以选择，哪些建议与实际配置
相符，然后将该配置应用到项目中。

撤销

撤销上一步动作。

还原

恢复撤销的动作。

设置 ...

打开具有设备数据的窗口。

只有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选定了一个设备时，该按
键才激活。

建立与设备的连接。

建立与现场总线设备的连接。

只有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选定了现场总线主机时，
该按键才激活。

断开与设备的连接。

断开与现场总线设备的连接。

拓扑扫描 ...

对总线进行扫描。

取消上一动作

取消特定的操作，例如总线扫描。

该按钮仅当正在进行的动作可以取消时才激活。

监控

目前未配置功能。

诊断 ...

目前未配置功能。

记录网络捕获 ...

WorkVisual 可以记录机器人控制系统接口的通讯数据。 该按
钮打开所属的窗口。

安装  …

将项目传输到机器人控制系统中。

生成代码

 (>>> 14.1 " 生成代码 " 页码  131)

工具 / 基坐标管理

打开用于工具和基坐标系管理的图形编辑器。

 (>>> 6.25.1 " 打开工具 / 基坐标管理 " 页码  45)

接线编辑器

打开窗口输入输出接线。

控制系统的本机安全配置

打开当前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本机安全配置。

驱动装置配置

打开用于调整驱动通道的图形编辑器。

按键 名称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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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工作区编程和诊断中：

以下按键仅在使用 OPS 时可用：

KRL 编辑器

打开在 KRL 编辑器中选中的文件。

只有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文件中选定了一个可用 KRL 编
辑器打开的文件，该按键才激活。

长文本编辑器

打开窗口长文本编辑器。

单元配置

打开窗口单元配置。

帮助

打开帮助。

按键 名称 / 说明

打开窗口在线系统信息。

 (>>> 15.6 " 显示在线系统信息 " 页码  161)

打开窗口诊断显示器。

 (>>> 15.5 " 显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诊断数据 " 页码
 158)

打开窗口测量记录配置。

 (>>> 15.2.4 "Trace 配置窗口 " 页码  146)

打开窗口测量记录分析 （示波器）。

 (>>> 15.2.7 " 窗口测量记录分析 " 页码  152)

打开窗口行定义。

 (>>> 6.26.1 " 打开单元定义 " 页码  51)

打开窗口 Log 显示。

 (>>> 15.4 " 显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信息和系统日志 " 页
码  156)

与实际所用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工作目录建立连接。

 (>>> 13.6.1 " 在 KRC 浏览器中打开工作目录 " 页码
 120)

恢复实际所用机器人控制系统工作目录的状态。

 (>>> 13.6.8 " 恢复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状态 " 页码  124)

将 WorkVisual 工作目录中的更改传输到实际所用的机器人控
制系统上。

 (>>> 13.6.6 " 将更改传输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 页码
 124)

从机器人控制系统载入更改。

 (>>> 13.6.7 " 从机器人控制系统载入更改 " 页码  124)

启动调试模式。

 (>>> 13.7.2 " 启动调试模式 " 页码  127)

结束调试模式。

 (>>> 13.7.4 " 结束调试模式 " 页码  129)

按键 名称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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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7.1 " 调试模式概览 " 页码  126)

5.7 窗口信息提示

说明 此处显示信息提示。 信息窗口中可设置以下内容：

语言：

在此可选择所需语言。

类别：

 信息提示记载： 显示除了 KRL 代码错误之外的所有信息提示

信息提示不会被自动删除，即使其描述的临时状态不复存在。可通过点击
右键和选项全部删除删除所有信息提示。

 KRL Parser：显示当前在窗口 KRL 编辑器中打开的文件的 KRL 代码中的

错误。

5.8 窗口项目结构

窗口项目结构包含以下选项卡：

设备 在选项卡设备中显示设备的关联性。 此处可将单个设备分配给一个机器人控
制系统。

几何形状 选项卡几何形状以树形结构显示出所有项目中现有的几何对象 （运动系统、
工具、基座标对象）。 可编辑对象的属性。 

当对象须以几何方式相互连接时，例如：当必须为库卡线性滑轨分配一台机器
人时： 则必须在选项卡几何形状中进行分配 (Drag&Drop) （拖放）。

文件 选项卡文件包含属于项目的程序和配置文件。

彩色显示文件名：

 自动生成文件 （用功能生成代码）：灰色

 在 WorkVisual 中手动添加的文件：蓝色

 从机器人控制系统传输到 WorkVisual 的文件：黑色

5.9 窗口 单元配置

调用  选择菜单序列编辑器 > 单元配置。

说明 窗口 单元配置 以图形形式显示特定的、项目中现有的几何对象（机器人控制
系统和运动系统）。对象可以互相连接，例如机器人可以分配给机器人控制系
统。为此点击对象之一并按住鼠标键。随后将鼠标指针拉到另一个对象上，然
后松开鼠标键。

如果机器人与另一个运动系统连接，那么可以通过一个弹出窗口来选择连接的
类型，例如机器人是否应位于另一个运动系统的法兰上 （几何关系），或者机
器人是否应跟在另一个运动系统之后 （运动关系）。

按键 说明

启动程序。

停止程序。

重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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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改变对象排列方式

操作步骤 1. 将鼠标指针移到对象上方的文字上。

2. 如果鼠标指针变为十字型，则点击并将对象拖至所需位置。

5.10 复位操作界面

说明 用户在 WorkVisual 中所进行的与操作界面和行为相关的所有设置可再次复位
到默认状态 （就像安装之后）。

其中包括根据按键栏、接通或关闭的窗口和窗口选项中的设置进行自定义。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窗口 > 复位配置。

2. 结束 WorkVisual 并重新启动。

图  5-8: 单元配置窗口中的对象

序号 说明

1 蓝色虚线表示对象已标记。

2 连接线表示 KL 已分配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3 连接线表示机器人在 KL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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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操作

6.1 启动 WorkVisual

操作步骤 1. 双击桌面上的 WorkVisual 图标。

2. 首次启动 WorkVisual 时 DTM 编目管理将打开。必须在此执行一次编目扫
描。

 (>>> 6.9.1 " 更新 DtmCatalog （编目扫描）" 页码  32)

6.2 打开项目

说明 采用该操作步骤打开项目。

旧版 WorkVisual 的项目也能打开。为此，WorkVisual 为旧项目建立一个备
份，然后转换项目。事先会显示一个查询，用户必须确认转换。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打开项目。 

或者：点击按键打开项目。

2. WorkVisual 项目浏览器 打开。左侧选出选项卡打开项目。将显示一个含
有各种项目的列表。

选定一个项目并点击打开。项目即打开。

3. 将机器人控制系统设置为激活。

另一种方法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后一次打开的项目。 一个含有上一次打开过的项
目的子菜单打开。

2. 选定一个项目。 项目即打开。

3. 将机器人控制系统设为激活。

位于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尚未保存在该 PC 的项目也可载入 WorkVisual，并
在那里打开。 为此必须采用另一种操作步骤：

 (>>> 14.7 " 从机器人控制系统载入项目 " 页码  137)

 

图  6-1: 项目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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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创建新项目

6.3.1 建立一个新的空项目

操作步骤 1. 点击按键新建 ...。 项目资源管理器随即打开。 左侧选出选项卡创建项
目。

2. 选定空项目模板。

3. 在栏位文件名中给出项目名称。

4. 在栏位存储位置中给出项目的默认目录。 需要时选择一个新的目录。

5. 点击按键新建。 一个新的空项目随即打开。

6.3.2 借助于模板创建项目

操作步骤 1. 点击按键新建 ...。 项目资源管理器随即打开。 左侧选出选项卡创建项
目。 

2. 在可用的模板区下选定所需的模板。

3. 在栏位文件名中给出项目名称。

4. 在栏位存储位置中给出项目的默认目录。 需要时选择一个新的目录。

5. 点击按键新建。 新的项目即打开。

模板 此外还可以选择以下模板：

针对含控制系统的模板：

如果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为 VKR C4 翻新，或正在使用特定选项，则
还必须在 WorkVisual 中将其激活。

 (>>> 6.16 " 激活附加的控制系统设定 " 页码  36)

6.3.3 在现有项目基础上创建项目

操作步骤 1. 点击按键新建 ...。 项目资源管理器随即打开。 左侧选出选项卡创建项
目。

2. 在可用项目区下选定所需的项目。

3. 在栏位文件名中给出新项目的名称。

4. 在栏位存储位置中给出项目的默认目录。 需要时选择一个新的目录。

5. 点击按键新建。 新的项目即打开。

6.4 在项目中保存信息

说明 需要时，用户可在项目中保存信息。 可保存以下信息：

 说明

 预览图 （屏幕抓图）

默认状态下，将保存并显示以下信息：

 版本

 创建和修改日期

模板 说明

空项目 空项目

KR C4 项目 该项目已包括一个 KR C4 控制器和编目 KRL 模
板。

VKR C4 项目 该项目已包括一个 VKR C4 控制器和编目 VW 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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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存储位置

 项目识别号

前提条件  打开了一个项目。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其它 > 项目信息。 窗口 ... 的项目信息打开。 

2. 在栏位说明中输入说明 （可选）。

3. 点击从文件贴图 （可选）。 选定图片并用打开确认。

4. 点击 OK。 窗口 ... 的项目信息关闭，项目信息被保存。

6.5 保存项目

说明 项目的文件格式是 WVS (“WorkVisual Solution”)。

用以下功能可保存一个项目：

 保存：保存打开的项目。

 另存为：用此功能可保存打开的项目的一份副本。

打开的项目本身将自动关闭并且保持不变。

“ 保存 ” 的操作

步骤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保存。

或点击按键保存项目。

“ 另存为 ” 的操

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另存为。

窗口另存为打开。在此可选择项目的一个存储位置。

2. 在栏位文件名中给定名称并点击按键保存。

6.6 关闭项目

操作步骤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关闭。

若有更改，则会显示一条是否应保存项目的安全问询。

6.7 结束 WorkVisual

操作步骤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结束。

若有项目打开，则会显示一条是否应保存项目的安全问询。

6.8 导入设备说明文件

说明 为了可在 WorkVisual 中使用一个设备，WorkVisual 需要该设备的设备说明
文件。

前提条件  未打开任何项目。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导入 / 导出。一个窗口打开。

2. 选择导入设备说明文件。并且点击继续 > 按键。

3. 点击查找 ... 并导航到存放文件的目录。用继续 > 确认。 

4. 即打开另一个窗口。在栏位文件类型中选择所需的类型。

必须为 KUKA 总线设备选择 EtherCAT ESI 类型。

5. 选定所需导入的文件并用打开确认。

6. 点击完成。

设备说明文件须从设备生产厂家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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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闭窗口。

现在，在 DtmCatalog 编目中可使用已导入的文件。

6.9 编目

6.9.1 更新 DtmCatalog （编目扫描）

说明 按此操作步骤更新编目 DtmCatalog。 一般情况下，您仅需在完成安装或更新
之后，首次启动 WorkVisual 时执行。

如果已导入了一个 EDS 文件，则以上情况不适用于以太网 /IP。 必须在启动
之后进行编目扫描。

前提条件  未打开任何项目。

操作步骤 1. 窗口 DTM 编目管理自动打开。

必要时也可通过菜单序列其他 > DTM 编目管理 ... 将其打开。

2. 点击查找安装的 DTM 键。WorkVisual 将在 PC 中查找相关的文件。查找结
果将被显示。

3. 在区域已知 DTM 中选定所需文件并点击按键向右箭头。

若需要应用所有文件，则点击按键向右的双箭头。

4. 所选文件将在区域当前的 DTM 编目中显示。点击 OK。

6.9.2 将编目添加到项目中

说明 编目中包括所有生成程序所需的元素。 为了能够使用一个编目，必须先将其
添加至项目中。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编目管理 ...。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在可用的编目区域中双击所需的编目。 现在在项目编目区域中显示编目。

3. 关闭窗口。

已将编目添加到项目中。 现在，在窗口编目中可使用此编目。

图  6-2: DTM 编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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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添加编目

说明 通过 WorkVisual 编目编辑器创建的编目可添加至 WorkVisual 的编目中。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编目管理 ...。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点击左下方的按键 。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3. 选定所需的编目并点击打开。

4. 关闭窗口。 现在，在窗口编目中可使用此编目。

6.9.4 将编目从项目中删除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编目管理 ...。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在 “ 项目编目 ” 区域中双击需要删除的编目。 现在在 “ 可用的编目 ”
区域中显示编目。

3. 关闭窗口。

6.9.5 编目说明 （8.2）

哪些编目可用，取决于使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是  8.2 还是 8.3。

6.9.6 编目说明 （8.3）

哪些编目可用，取决于使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是  8.2 还是 8.3。

编目 编目中包括 …

DtmCatalog 设备说明文件

提示：机器人控制系统必须已经激活过一次，以
便能够使用该编目。

KRL Templates KRL 程序的模板

KukaControllers 机器人控制系统、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硬件组件、
安全选项、选项 PROCONOS

KukaExternalAxes KUKA 线性滑轨、KUKA 双轴转台

外部运动系统模板：

非 KUKA 出品的外部运动系统模板。只有运动系
统所属的机器数据仅以 XML 文件形式存在时，才
可使用这些模板。

KUKARobots[…] KUKA 机器人

KukaSpecialRobots KUKA 特殊应用机器人

 食品、铸造、净室

MGU_Motor-Gear-Unit KUKA 电机 - 齿轮箱 - 单元

如果在实际使用的控制系统上使用非 KUKA 出品
的外部轴，则可使用此编目中的一个元素，但前
提条件是必须配备 KUKA 电机 - 齿轮箱 - 单元。

Motor_als_Kinematik KUKA 电机

如在实际应用的控制系统上使用非 KUKA 出品的
外部轴，则可使用此编目中的一个元素，但前提
条件是必须配备 KUKA 电机。

VW Templates VW 程序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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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将元素添加至项目

说明 在该文献中对如何添加如机器人控制系统等元素都分别进行了说明。 此处描
述的是通过 “Drag&Drop （拖放）” 进行的操作步骤。

除了使用 Drag&Drop 之外，一般还可通过弹出菜单添加元素。 不再对此操作
步骤进行单独说明，而仅在此对其进行一般性说明。

元素可以通过窗口项目结构 或窗口 单元配置 添加至项目。

操作步骤 项目结构 1. 在树形结构中用右键点击在其下应添加元素的节点。 点击哪个节点，视具
体元素而定。 弹出菜单打开。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选项添加 …。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3. 用添加或 OK 应用在窗口中选中的所需元素。

操作步骤 单元配置 1. 在窗口单元配置中用右键点击空的区域。 弹出菜单打开。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选项添加 …。 含编目的窗口打开。

3. 选定所需元素所在的编目。

4. 标记元素并通过 添加 予以应用。

6.11 从项目中删除元素

说明 可再次删除已添加到项目结构窗口的所有选项卡中的元素。 有些在默认设置
下现有的元素也可被删除，但有些却不能。 树形结构本身无法被删除。

在窗口单元配置 可将所有元素再次删除。

操作步骤  用右键点击元素。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删除。

或者：

 选中元素。 选择菜单序列编辑 > 删除。 

或者：

 选中元素。 在菜单栏中点击删除按钮或在键盘上点击删除键。

6.12 添加机器人控制系统

说明 一个项目中可添加一个或多个机器人控制系统。

前提条件  有编目 KukaControllers。

操作步骤 项目结构 1. 在窗口项目结构中选择选项卡设备。

2. 在编目 KukaControllers 中选定所需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编目 编目中包括 …

选项 所有已经安装在 WorkVisual 中的选项

DtmCatalog 设备说明文件

提示：机器人控制系统必须已经激活过一次才能
使用该编目。

KRL Templates KRL 程序的模板

KukaControllers 机器人控制系统、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硬件组件、
安全选项、选项 PROCONOS

KukaExternalKinemati
cs[…]

KUKA 线性滑轨，KUKA 定位器

KukaRobots[…] KUKA 机器人

VW Templates VW 程序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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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该机器人控制系统用 Drag&Drop 拖放功能拉到选项卡设备的单元： 设
备视图中。

操作步骤 单元配置 1. 在编目 KukaControllers 中选定所需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2. 通过 Drag&Drop 拖放功能将机器人控制系统拉入窗口单元配置。

如果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为 VKR C4 翻新，或正在使用特定选项，则
还必须在 WorkVisual 中将其激活。

 (>>> 6.16 " 激活附加的控制系统设定 " 页码  36)

6.13 将机器人控制系统设置为激活 /未激活

说明 只有机器人控制系统激活时，才能执行在工作区配置和投入运行中进行的大多
数设置、操作和配置工作。 此外，这些工作适用于刚好激活的机器人控制系
统。（例如安全配置和输入 / 输出端接线中的设置。）

前提条件  已添加了一个机器人控制系统。

操作步骤 将机器人控制系统设置为激活：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双击未激活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或者：在窗口单元配置中双击未激活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2. 仅在首次将机器人控制系统设置为激活时：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固件版本栏： 输入安装在实际所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的库卡 /VW 系统

软件的版本：例如 “8.2.15”。

 输入/输出端数量栏： 选择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上使用的 多输入/输出

端数量。

可事后更改这些数值。 对于代码生成和项目传输，正确的数值是必需的。

 (>>> 6.14 " 更改数值固件版本和 / 或输入 / 输出端数量 " 页码  35)

3. 用 OK 保存。

也可不双击而用右键点击机器人控制系统。 一个弹出菜单打开。选择选项设
为激活的控制器。

将机器人控制系统设置为未激活：

对于 WorkVisual 中少量的操作，有必要将机器人控制系统设置为未激活。 当
启动这些操作时，会用信息提示提醒您须首先将机器人控制系统设置为未激
活。

1. 保存项目。

2.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双击激活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或者：在窗口单元配置中双击激活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也可不双击而用右键点击机器人控制系统。 一个弹出菜单打开。选择选项复
位已激活的控制系统。

6.14 更改数值固件版本和 / 或输入 /输出端数量

说明 在首次将机器人控制系统设置为激活时，必须调整或确认数值固件版本和输入
/ 输出端数量。

 (>>> 6.13 " 将机器人控制系统设置为激活 / 未激活 " 页码  35)

可事后更改这些数值。 对于代码生成和项目传输，正确的数值是必需的。

操作步骤 1. 保存项目。

若一个项目含有多个机器人控制系统，则要注意使正确的机器人控制
系统处于激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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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右键点击机器人控制系统。

或者：在窗口单元配置用用右键点击机器人控制系统。

3.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控制选项。 窗口控制选项自动打开。

4. 在固件版本栏中输入新值： 例如 “8.2.16”。

和 / 或：在栏位输入 / 输出端数量中选择一个其他的数目。

5. 用 OK 保存。

6.15 将机器人配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首要条件  含有所需机器人的编目已添加到编目窗口中。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项目结构 1. 在窗口项目结构中选择选项卡设备。

2. 在窗口编目的编目 KukaRobots[…] 中选定所需的机器人。

3. 将该机器人通过拖放拉到选项卡设备中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上。 （不拉到
节点未分配的设备上。）

机器人现在显示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下。

操作步骤 单元配置 1. 在窗口编目的编目 KukaRobots[…] 中选定所需的机器人。

2. 用 Drag&Drop（拖放）将机器人拉到窗口单元配置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 
机器人即被添加并分配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6.16 激活附加的控制系统设定

说明 如果使用以下其中一个选项，则必须将其在 WorkVisual 中激活并设定：

 变压器 ((V)KR C4)

 空调器 ((V)KR C4)

 快速的测量输入端 ((V)KR C4)

 改造接口 E2/E7 (VKR C4)

 制动模式设置

 (>>> 6.16.1 " 制动模式设置 " 页码  36)

 传输应用

 (>>> 6.16.2 " 设定传输应用的节拍时间 " 页码  37)

 强制进行制动测试

 (>>> 6.16.3 " 强制进行制动测试 " 页码  38)

 工具和基坐标

 (>>> 6.16.4 " 更改工具和基坐标系的数量 " 页码  38)

前提条件  项目中含机器人控制系统。

 仅用于快速的测量输入端 ((V)KR C4)： 为该机器人控制系统分配了一台

机器人。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编辑器 > 附加的控制系统设定。 窗口附加控制系统设定即
自动打开。

2. 在所使用的选项处划勾或设定所需数值。

3. 保存项目。

6.16.1 制动模式设置

说明 在制动模式设置中将规定所有机器人轴和附加轴的制动器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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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2 设定传输应用的节拍时间

说明 通过传输应用将数据从一个现场总线传输至另一个现场总线。 数据传输的节
拍时间可手动或自动设定。

选项 说明

在指令结束时，所有轴
的制动器闭合

 勾选：在配置的制动器闭合延迟时间 ($BRK_DEL_COM) 结束后，松

开移动键时所有轴的制动器闭合。

 未勾选：在松开移动键时所有轴的制动器不闭合。

默认设定：勾选

机器人轴的制动器单独
打开 / 闭合

 勾选：机器人轴的制动器单独打开和闭合。

 未勾选：机器人轴的制动器共同打开和闭合。

默认设定：未勾选

在运动间歇时，所有轴
的制动器闭合

 勾选：在配置的制动器闭合延迟时间 ($BRK_DEL_PRO) 结束后，在

程序中于运动间歇时所有轴的制动器闭合。

 未勾选：所有轴的制动器在程序中于运动间歇时不闭合。

默认设定：勾选

附加轴的制动器单独打
开 / 闭合

 勾选：附加轴的制动器单独闭合 （与机器人轴制动器无关）。

 未勾选：附加轴的制动器共同打开和闭合。

提示：数学上耦合的附加轴必须始终与机器人轴一起共同打开和闭合
制动器。

默认设定：未勾选

接线数量越多以及节拍时间越少，中央处理器利用率就越高。 选择可
能的接线 大数量以及可能的 小节拍时间，使可能的中央处理器
大利用率通过传输应用对系统仅产生很小的负载。 对于特定的系统特

性和配置，可能还会导致系统过载。 因此建议在通过传输应用投入运行时在
诊断监视器中检查中央处理器利用率。
 (>>> 15.5.1 " 传输应用模式的诊断数据 " 页码  161)
如果中央处理器利用率高于 5%，则建议激活 “ 自动适配节拍时间 ”。

图  6-3: 传输应用

项号 说明

1 自动适配节拍时间

 激活： 节拍时间由机器人控制系统自动调节，但不得大于 4 

ms。

 未激活： 节拍时间可在节拍时间栏中手动输入。

2 手动设定节拍时间

 4 … 10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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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3 强制进行制动测试

6.16.4 更改工具和基坐标系的数量

6.17 添加安全选项和 / 或 PROCONOS

说明 如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上使用安全选项 （例如：SafeOperation）和
/ 或 PROCONOS，则也必须将该选项添加到 WorkVisual 项目中。

前提条件  有编目 KukaControllers。

操作步骤 项目结构 1. 在窗口项目结构中选择选项卡设备。

2. 在编目 KukaControllers 中展开节点选项。 

3. 用 Drag&Drop （拖放）将选项拉到选项卡设备中节点选项上。

如果已经添加该选项，在名称右侧也显示版本号。 版本始终与机器人控制系
统匹配。

操作步骤 单元配置 1. 在窗口单元配置中用右键点击机器人控制系统，在相关菜单中选择选项添
加 …。

2. 在选项卡 KukaControllers 标记选项并通过 添加 予以应用。 选项被粘贴
至窗口 项目结构。

6.18 添加硬件组件

说明 属于机器人控制系统的默认硬件组件自动位于节点控制系统组件下。 

如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有其它组件存在，则必须将其添加到此处。 
为此有以下几种办法：

 可以逐个添加组件。

 或仅针对 8.3： 可以让 WorkVisual 建议完整的硬件配置，然后选择一个

建议。 该建议还始终包含为机器人控制系统分配的所有机器人和外部运动
系统的硬件。

前提条件  有编目 KukaControllers。

操作步骤 逐个添加组件

1. 在窗口项目结构中选择选项卡设备。

2. 在编目 KukaControllers 中选定所需的组件。

3. 通过拖放将组件拉到节点控制系统组件上的选项卡设备中。

选项 说明

强制进行制动
测试

 激活：制动测试已激活。

 未激活：如果安装了安全选项并且安全监控激活，则

制动测试激活。在其他情况下，制动测试不激活。

选项 说明

工具的数量 工具坐标系的数量

 16 … 128

默认值：16

基坐标数量 基坐标系的数量

 32 … 128

默认值：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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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针对 8.3： 选择配置建议

1. 在窗口项目结构中选择选项卡设备。

2. 选中节点控制系统组件，然后点击按钮配置建议 ...。

窗口配置建议即自动打开。 该控制系统及当前运动系统的 常见配置即被
显示。

3. 如果该配置与实际配置相符，则点击应用加以确认。 该配置即被应用到节
点控制系统组件中。

否则展开区域其它建议，然后点击合适的配置。 合适的配置这时即被显示
在顶部窗口区域中并可以被应用。

配置建议

6.19 添加附加轴

准备 为了可将附加轴添加到项目中，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文件中必须已有机器
人控制系统的文件结构。这一点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不在 WorkVisual 中新建项目，而是从机器人控制系统载入初始项目。

（通过文件 > 查找项目。）

 (>>> 14.7 " 从机器人控制系统载入项目 " 页码  137)

图  6-4: 窗口配置建议

项号 说明

1 在此显示所选择的建议。

 黑色字体： 在控制系统组件下现有的组件，且如果采纳建议之

后可能仍然存在。

 绿色字体： 可添加的组件。

 被划掉的组件： 可删除的组件。

2 点击箭头可显示和隐藏项号 3 和 4。

3 在此可过滤在项号 4 下所显示的建议。 如果未输入任何过滤条
件，则会显示所有可用于控制系统和现有运动系统的配置。

4 将此栏展开，以显示建议列表。 点击一个建议，以将其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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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将项目传输给机器人控制系统。然后通过工具 > 比较项目重新传输

给 WorkVisual。 

 (>>> 14.8 " 比较项目 （和应用区别）" 页码  138)

前提条件  已将所需编目添加到窗口编目中。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项目结构 1. 在窗口项目结构中选择选项卡设备。

2. 在窗口编目的编目中选定附加轴。

3. 通过拖放将该附加轴拖到选项卡设备中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不拖到节
点未分配的设备上。）

附加轴现在显示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下。 

4. 双击附加轴。编辑器机器参数配置将打开。

5. 仅针对 8.2：

在一般轴相关机器参数区域的轴识别号栏位中输入实际单元中附加轴配给
哪个驱动装置。

6. 必要时：编辑其它参数。

 (>>>  " 编辑器 (8.2)" 页码  41)

 (>>>  " 编辑器 (8.3)" 页码  42)

7. 如果附加轴必须以几何方式与运动系统连接： 

a. 选择选项卡几何形状。

b. 根据需要通过拖放互相组合运动系统。

示例 1：如果已经添加了 KUKA 线性滑轨，则将机器人拖到线性滑轨
上。

示例 2：如果已经添加机器人法兰上需要使用的伺服钳 （功能包 
KUKA.ServoGun），则将该钳拖到机器人法兰基座节点上。

操作步骤 单元配置 1. 在窗口编目中选定附加轴的编目。

2. 选定所需的附加轴。

3. 通过拖放将该附加轴拖到窗口单元配置中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附加轴即
被添加并分配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4. 双击附加轴。编辑器机器参数配置将打开。

5. 仅针对 8.2：

在一般轴相关机器参数区域的轴识别号栏位中输入实际单元中附加轴配给
哪个驱动装置。

6. 必要时：编辑其它参数。

 (>>>  " 编辑器 (8.2)" 页码  41)

 (>>>  " 编辑器 (8.3)" 页码  42)

7. 如果附加轴必须与运动系统连接：

a. 点击一个运动系统并按住鼠标键。

b. 将鼠标指针拖到另一个运动系统上并松开鼠标键。一个弹出窗口自动
打开。通过这个窗口来确定连接的类型：

{ 运动系统 1} 应当进行 { 运动系统 2} ：运动关系

将 { 运动系统 1} 放在 { 运动系统 2} 的法兰上：几何关系

几何形状自动调整。

6.20 编辑附加轴的机器数据 (8.2)

根据机器人控制器（8.2 或 8.3）的固件版本会打开一个其他的用于
编辑机器参数的编辑器。 如果机器人控制系统尚未被分配固件版本，
则会打开用于 8.3 的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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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项目中包括一个机器人控制系统 8.2，只能编辑附加轴的机器参数。 

前提条件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双击 （任意一个）运动系统。 编辑器自
动打开。

或者： 在窗口单元配置中双击（任意一个）运动系统。 编辑器自动打开。

2. 在编辑器中选择需要编辑的运动系统。

3. 按需编辑机器参数。

4. 保存项目，以应用更改。

编辑器 (8.2)

必须通过在此描述的操作步骤，即通过编辑器对机器参数进行编辑。 
不允许在 WorkVisual 中对 $machine.DAT 等文件进行编辑。 迟在
代码生成时，这些文件会被编辑器中的内容盖写。

图  6-5: 编辑器机器参数配置 (8.2)

序号 说明

1 这里选择需要加工的运动系统。

2 在此显示所选的运动系统产品名称。 无法编辑这个栏位。

3 除了一种例外情况之外，无需按此按键。 如果必须导入，则 
WorkVisual 将在相关时间点自动执行导入过程。 

例外： 如果选项卡 “ 文件 ” 中已通过 “添加外部文件 ” 添加
了一个带有外部运动系统机器参数的 XML 文件，则之后必须通过
第二个步骤从 XML 文件导入机器参数。 为此使用此按键。

4 这些栏位不起作用。

5 在此显示所选运动系统的机器参数，按照轴排列。

6 点击箭头可显示或隐藏标题所属的数据。

7 电机数据

通过点击小方框可显示数据。
41 / 175发布日期 : 09.11.2016 版本 : KST WorkVisual 4.0 V4



42 / 175

WorkVisual 4.0
6.21 编辑机器数据 (8.3)

说明 各运动系统和其各个下级元素均有带相应数据的独立编辑器。例如：轴或电机
是一个下级元素。可能同时有多个编辑器打开。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双击需要编辑的元素。 编辑器自动打开。

或者： 在窗口单元配置中双击应编辑的元素。 编辑器自动打开。

2. 按需编辑机器参数。

3. 保存项目，以应用更改。

编辑器 (8.3)

根据机器人控制器（8.2 或 8.3）的固件版本会打开一个其他的用于
编辑机器参数的编辑器。 如果机器人控制系统尚未被分配固件版本，
则会打开用于 8.3 的编辑器。

必须通过在此描述的操作步骤，即通过编辑器对机器参数进行编辑。 
不允许在 WorkVisual 中对 $machine.DAT 等文件进行编辑。 迟在
代码生成时，这些文件会被编辑器中的内容盖写。

有关各机器数据的信息请见文献运动系统配置。
关于与预热相关的系统变量的信息请见 KUKA 系统软件的文件系统集
成商的操作和编程指南。

BOOL 型系统变量在 WorkVisual 中用一个复选框显示：

TRUE = 已勾选

FALSE = 未勾选

图  6-6: 编辑器机器参数配置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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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比较运动系统 （和应用区别）

说明 一个 WorkVisual 中的运动系统可以与另一个运动系统进行比较。既可以是编
目中、也可以是一个其他项目中的运动系统。区别被清晰明了地列出。用户可
针对每一区别单个决定他是否想沿用当前运动系统中的状态还是想采用另一个
运动系统中的状态。

前提条件  待比较的运动系统包含在打开的 WorkVisual 项目中。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展开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树形结构。

2. 用右键点击运动系统并选择比较运动机器。然后选择所需选项：

 从已打开的目录中：待比较的运动系统在打开的编目中时。比较运动

系统并且区别显示在概览中。继续执行第 5 步。

 选择名录：待比较的运动系统在未打开的编目中时。继续执行第 3 

步。

 选择项目：待比较的运动系统在一个其他的项目中时。继续执行第 3 

步。

3. 一个窗口打开。标记运动系统所在的编目或项目并点击打开。

4. 展开树形结构、标记运动系统并点击比较。运动系统之间的区别即以一览
表的形式显示出来 。

5. 针对每种区别，选择是否需要沿用当前运动系统的状态或需要应用比较运
动系统的状态。不必一次为所有区别进行选择。

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保留默认选择。

6. 点击合并，以应用更改。

7. 根据需要重复步骤 5 和 6。这样，可逐步编辑各个区域。

8. 关闭窗口比较运动机器。

比较 运动系统之间的区别即以一览表的形式显示出来 。对于每项区别，都可选择
要应用哪种状态。默认设置如下：

 对于在打开项目的运动系统中存在且更改的所有参数，已选定该运动系统

的状态。

 对于在打开项目的运动系统中不存在的所有参数，已选定比较运动系统的

状态。

序号 说明

1 在此显示运动系统的名称。

2 这里显示用于运动系统的参数组。通过点击一个参数组在参数显示
中显示这个参数组并且隐藏其他所有参数组。 

3 该选择栏显示当前在参数显示中显示的是哪个参数组。选择列表包
含全部现有的组。通过复选框可以显示和隐藏这些组。

4 在此可筛选参数显示。此筛选针对的是参数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示例：如果输入 a1，则只显示名称中包含 a1 或 A1 的参数。

5 参数显示 （具有灰色背景色的区域）

按组分类显示参数。参数可更改。如果已更改一个参数，则数值显
示为蓝色字体，直到更改被保存。此外，编辑器的标签用星号标记
（图中未画出），同样直到更改被保存。

6 在此可载入图形文件。如果已载入一个文件，将自动显示一个负
号，可通过这个负号重新删除这个文件。

图形在此位置显示。始终只显示一个。如果已载入多个文件，将自
动显示一个选择栏，可通过这个选择栏在图形之间切换。

文件格式：JPG、JPEG、PNG、B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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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示例：区别概览

序号 说明

1 运动系统节点。各区以子节点表示。展开节点，以显示比较。

 在一行中始终在需应用的值前勾选。 

 当不存在被勾选时，表示该参数没有被应用或者已从运动系统中删除。

 若在一个节点处勾选，则所有下级参数处也都将自动勾选。

若在一个节点处取消勾选，则所有下级参数也将自动弃选。

然而，也可单独编辑下级参数。

 填满的小方框表示：下级参数中至少有一个被选，但非全选。

2 WorkVisual 中所打开项目运动系统的状态

3 比较运动系统的状态

4 返回箭头：显示中的焦点跳到前一区别。

关闭的节点将自动展开。

5 向前箭头：显示中的焦点跳到下一区别。

关闭的节点将自动展开。

6 激活：仅显示包含区别的区域。其他所有区域均被隐藏。

7 将所选更改应用到打开项目的运动系统中。

8 点击一个标记：显示中的焦点直接跳到所属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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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更新机器数据

说明 可以更新 WorkVisual 中运动系统的机器数据，例如以便应用编目元素较新版
本中的更改。区别被清晰明了地列出。用户可针对每一区别单个决定他是否想
沿用运动系统的当前状态还是想采用另一较新版本的状态。比较结果与运动系
统的比较结果具有相同的结构  (>>>  图  6-7 )。

前提条件  机器数据应被更新的运动系统包含在打开的 WorkVisual 项目中。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展开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树形结构。

2. 用右键点击运动系统并选择更新机器数据。即会比较状态并在概览中显示
区别。

3. 针对每种区别，选择是否需要沿用当前运动系统的状态或需要应用较新版
本的状态。不必一次为所有区别进行选择。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保留默认
选择。

4. 点击合并，以应用更改。

5. 根据需要重复步骤 3 和 4。这样，可逐步编辑各个区域。

6. 关闭窗口比较运动机器。

6.24 将运动系统导出至编目

说明 借助于这一操作步骤可将运动系统导出至编目。运动系统由此可用于其他项
目。

前提条件  打开了一个项目。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用右键点击一个运动系统 （任意一个）并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导出运动系统。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项目中的所有控制系统和运动系统即显示在一个树形结构中。在应导出的
运动系统处划勾。用继续 > 确认。

3. 为编目选择一个存储位置。默认设置下，选择的是编目 
ExportedKinematicsCatalog.afc。

4. 需要时取消替换本目录中现有的运动系统。处的勾选。

5. 点击完成。运动系统被导出。

6. 若已成功导出，则将在窗口导出目录中的运动系统中显示以下信息：成功
导出编目。

关闭窗口。

6.25 编辑工具和基坐标系

6.25.1 打开工具 / 基坐标管理

说明 用编辑器 工具 / 基坐标管理可对工具和基坐标系统进行创建、编辑和删除。 
另外可用拖放功能将坐标系统分配给一个其他的编号。

在 可用的工具和基坐标 范围内可对对象进行创建、编辑和删除。 一个对象可
以包含一个或多个元素。 这些元素可以在工具和基坐标系范围内通过拖放功
能被分配给一个编号。
对象可导出至编目并由此在其他项目和其他控制系统上使用。

操作步骤  选择菜单序列编辑器 > 工具 / 基坐标管理。

更改工具和基坐标系的编号对已创建的程序和已示教的位置没
有影响。因此，更改工具坐标系的编号可能导致机器人意外移

动。在更改工具和基坐标系的编号时要注意，必须同时更改这些工具和基坐
标系所包含的所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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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器

6.25.2 配置工具 / 基坐标管理

在此可以设置停止在删除工具和基坐标坐标系统时显示的信息。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工具 > 选项 ...。窗口选项打开。

2. 在窗口左侧的文件夹工具与基坐标管理中选中子菜单项工具基坐标编辑
器。

在窗口右侧显示当前相关设定。

3. 进行所需的设置。

图  6-8: 编辑器 工具 / 基坐标管理

序号 说明

1 占用的基坐标系

 (>>> 6.25.3 " 工具和基坐标系 " 页码  47)

2 占用的工具坐标系

 (>>> 6.25.3 " 工具和基坐标系 " 页码  47)

3 在此显示项目中现有的工具和基坐标系组。通过点击一个组在显示
器中显示这个组并且隐藏其他所有组。

4 选择栏显示当前在显示器中显示的是哪个组。 选择列表包含全部
现有的组。 通过复选框可以显示和隐藏这些组。

5 在该控制系统上创建一个新的工具坐标系。

6 可用工具坐标系的数量

数量可以更改： (>>> 6.16.4 " 更改工具和基坐标系的数量 " 页
码  38)

7 在该控制系统上创建一个新的基坐标系。

8 可用基坐标系的数量

数量可以更改： (>>> 6.16.4 " 更改工具和基坐标系的数量 " 页
码  38)

9 创建一个新项目。

一个对象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元素。

10 在该项目中创建或导入该项目的对象

对象可在此进行编辑或删除。

 (>>> 6.25.4 " 对象 " 页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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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 OK 确认。 设置即被应用。

6.25.3 工具和基坐标系

说明

操作步骤 建立工具或基坐标系：

1. 点击按键 。 一个窗口打开。

2. 在栏位名称中输入坐标系名称。

3. 如果数据已知：展开栏位 详细信息 并输入测量数据。对于工具坐标系：
同时输入负荷数据。

4. 点击 OK 键。数据即被保存。

编辑工具或基坐标系：

1. 双击坐标系。 一个窗口打开。

2. 需要时更改名称和数据。

3. 点击 OK 键。数据即被保存。

删除工具或基坐标系：

 点击按键  并用 是 确认信息提示。坐标系即被删除。

6.25.4 对象

说明 在一个对象中可以创建 FRAME 类型的元素（机器人法兰上的基点和工件）和 
TCP 类型的元素 （机器人法兰上的工具和固定工具）。

图  6-9: 编辑器 工具 / 基坐标管理中的工具坐标系

1 显示坐标系数据

2 删除坐标系

图  6-10: 对象

1 对象

2 TCP 类型的元素

3 FRAME 类型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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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元素的类型及其几何上下文用来确定该元素可以分配给哪个范围。
机器人法兰上的工具和固定工具被分配给工具坐标系范围。 机器人法兰上的
基点和工件被分配给基坐标系范围。

4 用于创建和删除元素的按键

5 创建一个新对象

几何上下文
TCP 类型的元素 FRAME 类型的元

素 
范围分配

FLANGE 机器人法兰上的
工具

机器人法兰上的
工件

TOOL

WORLD 固定工具 基坐标 BASE

图  6-11: 几何上下文

图  6-12: 元素的分配

序号 说明

1 该符号表示该元素来自一个对象。 鼠标悬停在该符号上方时，会
显示含有对象路径的工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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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建立对象：

1. 点击按键 。 一个窗口打开。

2. 在栏位对象中输入对象名称。

3. 点击 OK 键。对象即创建。

将一个元素添加至对象：

1. 对于 TCP 类型的元素： 点击按键 。 一个窗口打开。

对于 FRAME 类型的元素： 点击按键 。 一个窗口打开。

2. 在名称栏中输入元素名称。

3. 如果数据已知：展开栏位 详细信息 并输入测量数据。 此外，对于 TCP 类
型的元素，还要输入负载数据。

4. 点击 OK 键。数据即被保存。

删除对象：

 点击按键 。对象即被删除。

编辑元素：

1. 双击元素。 一个窗口打开。

2. 需要时更改名称和数据。

3. 点击 OK 键。数据即被保存。

删除元素：

 点击按键 。 元素即被删除。

6.25.5 更新工具和基坐标系

说明 如果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WorkVisual 中的工具和基坐标系的数据不同，则可以
更新 WorkVisual 中的数据。例如这样可以将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测量的工具
和基座直接传输到 WorkVisual 中。为此，该项目无需再从机器人控制系统载
入。

前提条件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右键点击机器人控制系统。

或者：在窗口单元配置用用右键点击机器人控制系统。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刷新 > 工具和基坐标。这些数据即被载入项目并保存。

6.25.6 导入工具和基坐标系

说明 直接在文件 $config.DAT 中对工具和基坐标系作出的更改可以导入项目中。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文件中展开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树形结构。

2. 用右键点击文件 $config.DAT （在 KRC\R1\System 下）并选择导入工具
与基坐标。这些数据即被载入项目并保存。

6.25.7 转换工具和基坐标系

说明 可以转换工具和基坐标系范围内的元素。工具可以转换为工件，反之亦然。基
座可以转换为固定工具，反之亦然。

如果这些更改仅保存而没有导入，则这些数据在下次生成代码时会被
编辑器工具 / 基坐标管理中的内容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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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转换时还另外创建一个对象，例如由此可以在其它项目中以及其它控制
系统中使用该元素。

操作步骤 将工具转换成工件：

 用右键点击工具并选择转换成工件。

工具被转换成工件并在选项卡几何形状中自动分配给机器人法兰。在区域
可用的工具和基坐标中将创建一个对象，包含作为 FRAME 型元素的工件。

将工件转换成工具：

 用右键点击工件并选择转换成工具。

工件被转换成工具并在选项卡几何形状中自动分配给机器人法兰。在区域
可用的工具和基坐标中将创建一个对象，包含作为 TCP 型元素的工具。

将基座转换成固定工具：

 用右键点击基座并选择转换成外部工具。

基座被转换成固定工具并在选项卡几何形状中自动分配给世界坐标系。在
区域可用的工具和基坐标中将创建一个对象，包含作为 TCP 型元素的基
座。

将固定工具转换成基座：

 用右键点击固定工具并选择转换成基座。

固定工具被转换成基座并在选项卡几何形状中自动分配给世界坐标系。在
区域可用的工具和基坐标中将创建一个对象，包含作为 FRAME 型元素的固
定工具。

6.25.8 将对象导出至编目

说明 借助于这一操作步骤可将对象导出至编目。对象由此可用于其他项目和其他控
制系统。

前提条件  打开了一个项目。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几何形状中用右键点击一个对象 （任意一个）并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导出工具。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项目中的所有单元和对象即显示在一个树形结构中。在应导出的对象处打
勾。用继续 > 确认。

3. 为编目选择一个存储位置。默认设置下，选择的是编目 
ExportedKinematicsCatalog.afc。

4. 需要时取消替换本目录中现有的运动系统。处的勾选。

5. 点击完成。对象被导出。

6. 若已成功导出，则将在窗口导出目录中的工具中显示以下信息：成功导出
编目。

关闭窗口。

6.25.9 从编目导入对象

前提条件  包含对象的编目已被添加至项目中。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中选择选项卡几何形状。

2. 用拖放功能将对象从编目中拖入选项卡几何形状，并根据所需的几何上下
文拖到世界节点或法兰基础节点上。

3. 所包含的某些元素被直接添加到工具和基坐标系范围内。 但是这些元素未
被分配，因此显示为红色。 用拖放功能为这些元素分配所需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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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10 复制和粘贴测量数据

说明 可对工具或基坐标地测量数据进行复制以及粘贴在其他位置。此外，可将数据
复制到剪贴板上或从剪贴板中进行粘贴。

用户可自行创建数据结构，例如基于其 CAD 系统的数据。数据结构具体如何
组织，可通过复制坐标系数据并粘贴至一个文本编辑器获得相关信息。

示例

复制操作步骤  用右键点击工具或基坐标系并选择复制测量数据。数据被复制至剪贴板。

粘贴操作步骤  用右键点击工具或基坐标系并选择粘贴。剪贴板中的数据被粘贴。

6.26 在线定义单元

6.26.1 打开单元定义

说明 在编辑器 行定义 中可在线编辑单元。可建立、编辑及删除单元。机器人控制
系统可分配给一个单元。此外，机器人控制系统可通过 Drag&Drop 拖放功能
移动至另一个单元。

也可将机器人控制系统从单元中删除。此时，机器人控制系统重新被移动至其
原始单元。当包含一个或多个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单元被删除时，情况亦是如
此。

前提条件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KUKA smartHMI 已启动。

 工作范围 编程和诊断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 单元视图 中选择所需单元。

2. 选择菜单序列编辑器 > 行定义。 窗口行定义自动打开。所需单元即显示
并可以接受编辑。

来源和目标类型可能不同，例如可以将测量数据从一个工具坐标系添
加到一个基坐标系中。 只能添加在目标类型中也存在的数据。

{X 100.0,Y 0.0,Z 200.0,A 0.0,B 0.0,C 0.0}

{M 3.0,CM {X 200.0,Y 0.0,Z 150.0,A 0.0,B 0.0,C 0.0},J {X 0.05,Y 
0.0325,Z 0.0625}}

删除的单元不能重新被恢复。如果重新需要一个被删除的单元时，则
必须重新创建该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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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2 配置单元定义

在此可以设置停止在定义单元时显示的某些信息。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工具 > 选项 ...。窗口选项打开。

2. 选定窗口左侧文件夹在线工作区域中的子项单元定义编辑器。

在窗口右侧显示当前相关设定。

3. 进行所需的设置。

4. 用 OK 确认。 设置即被应用。

6.26.3 编辑单元

前提条件  编辑器行定义 已打开。

操作步骤 创建新单元：

1. 标记单元中的一个机器人控制系统并拉入空的区域。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给出单元名称，并用 OK 确认。带有该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新单元即被创建。

为单元添加一个机器人控制系统：

1. 在单元中点击按键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在列表中选择应添加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3. 点击 OK 键。机器人控制系统添加至单元。

重新为单元命名：

1. 在单元中点击按键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更改单元名称并用 OK 确认。单元即被更名。

删除单元：

 在单元中点击按键 。单元被删除，这个单元中的机器人控制系统获得

一个新的自己的单元。这个单元默认以机器人控制系统的 Windows 名称命
名。

图  6-13: 编辑器 行定义

序号 说明

1 带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单元

2 单元编辑用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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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单元中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1. 将鼠标光标放在单元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上。按钮  被显示出来。

2. 点击按键 。机器人控制系统即被从单元中删除，并获得一个新的自己的
单元。这个单元默认以机器人控制系统的 Windows 名称命名。

6.27 备选软件包

6.27.1 在 WorkVisual 中安装备选软件包

说明 备选软件包可安装在 WorkVisual 中。这样可以在需要时将备选软件包的编目
添加到单个项目中。在项目中提供备选软件包并且可使用该软件包。

优势：如果项目传输到多个机器人控制系统上，多个系统需要软件包在 
WorkVisual 中仅执行一次相关设定，不单独在每个机器人控制系统上执行。

安装时对备选软件包的兼容性和从属关系进行检查。如果在该过程中出现冲
突，则显示信息。

前提条件  已有 KOP 文件形式的备选软件包。

KOP 文件位于备选软件包的 CD 上。

 未打开任何项目。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工具 > 备选软件包管理 ...。窗口备选软件包管理打开。

2. 点击按键安装 ...。窗口选择待安装的程序包打开。

3. 导航至存有备选软件包的路径并选定该备选软件包。点击打开。

4. 备选软件包即被安装。如 KOP 文件含有设备说明文件，则在该过程中会自
动打开和关闭窗口更新编目。

当安装结束时，软件包在窗口备选软件包管理的区域已安装的备选软件包
中显示。

5. 仅当显示提示信息为了使更改生效，必须重启应用程序时：

 或点击重启键。重启 WorkVisual。

 或关闭窗口备选软件包管理，稍后重启 WorkVisual。

6. 仅当不显示上一步所述的提示信息时：关闭窗口备选软件包管理。 

图  6-14: 已安装的备选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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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文件 > 编目管理 ... 下即有备选软件包的编目可供使用。 

如果 KOP 文件包含设备说明文件，现在在 WorkVisual 中可使用这些说明文
件。不必执行一次编目扫描。

6.27.2 升级备选软件包

说明 只有不含 WorkVisual 扩展的备选软件包（例如：附加的编辑器）才能升级。 
其它备选软件包必须先卸载后才能安装新版本。

用户无法从一开始就清楚备选软件包是否可以升级。 但仍然可以启动升级过
程。 如果必须先卸载旧版本，则 WorkVisual 会发出提醒信息。

前提条件  未打开任何项目。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工具 > 备选软件包管理 ...。窗口备选软件包管理打开。

2. 点击按键安装 ...。窗口选择待安装的程序包打开。

3. 导航至存有备选软件包的路径并选定该备选软件包。点击打开。

4. 显示以下的一个提示信息。 

 更新 {0} （版本： {1}) 是不可能的，因为该选项包中包含了一个 

WorkVisual Addin。
- 请卸载该选项包 {0} （版本： {1})
- 重新启动 WorkVisual
- 请安装选项包 {2} （版本： {3})

按 OK 键确认该信息提示。不要继续步骤 5，而是卸载备选软件包。
然后安装新版本。

 已经安装此程序包。要执行升级 / 降级到程序包 "{0}" （带有所选版

本 {1}）吗？

点击是确认该提示信息。

备选软件包即被安装。如 KOP 文件含有新的设备说明文件，则在该过
程中会自动打开和关闭窗口更新编目。

5. 关闭窗口备选软件包管理。 

6.27.3 卸载备选软件包

前提条件  未打开任何项目。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工具 > 备选软件包管理 ...。 窗口备选软件包管理即自动打
开。

2. 点击 “ 已安装的备选软件包 ” 区域中备选软件包名称旁的红色叉 "X"。 

3. 只有当备选软件包从 “ 已安装的备选软件包 ” 区域显示时： 关闭窗口备
选软件包管理。 

已完成卸载。 无需其它步骤！

4. 仅当显示提示信息为了使更改生效，必须重启应用程序时：

 或点击重启键。 重启 WorkVisual。

 或关闭窗口备选软件包管理，并在稍后重启 WorkVisual。

当项目所用的备选软件包已卸载后，在重新打开项目时出现一条信息，要求打
开备选软件包的编目。

如果未打开编目，WorkVisual 在信息窗口显示以下警告： 项目的以下选备选
软件包未在 WorkVisual 中安装： {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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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4 将备选软件包添加到项目中

说明 为了能够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上使用备选软件包，必须将备选软件包
添加到 WorkVisual 中的项目中。

粘贴时检查备选软件包与设置的控制系统版本是否兼容。 如果项目已经含有
备选软件包，则还会检查与这些备选软件包的相关性。 如在检查时出现冲突，
则显示信息并取消粘贴。

前提条件  为项目添加了备选软件包编目。

操作步骤 项目结构 1. 在窗口项目结构中选择选项卡设备。

2. 用右键点击节点选项并选择添加 …。

3.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选择编目选项。

4. 选定备选软件包并点击按键添加。

5.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在窗口中显示添加或更改哪些文件。

6. 点击 OK 键。 窗口关闭，项目即被保存。

此时，备选软件包会显示在节点选项中。

操作步骤 单元配置 1. 在窗孔单元配置中用右键点击机器人控制系统并选择添加 ...。

2.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选择编目选项。

3. 选定备选软件包并点击按键添加。

4.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在窗口中显示添加或更改哪些文件。

5. 点击 OK 键。 窗口关闭，项目即被保存。

此时，备选软件包会显示窗口项目结构节点选项中。

6.27.5 将备选软件包从项目中删除

说明 在删除备选软件包前，检查是否存在与其他备选软件包的从属关系。如果存在
从属关系，则显示信息。从属的备选软件包同样被自动删除。

首要条件  机器人控制系统未配有备选软件包中的设备。

如果有的话，必须首先将其删除。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中选择选项卡设备。

2. 展开节点选项。 即显示项目中所有包含的备选软件包。

3. 用右键点击该软件包并选择删除。

4.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在窗口中显示删除或更改哪些文件。

5. 点击 OK 键。 窗口关闭，项目即被保存。

备选软件包会从节点选项中被删除。

6.27.6 给机器人控制系统添加备选软件包中的一个设备

说明 为了能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使用选项包的设备，必须在 
WorkVisual 中将这些设备添加到项目中。

设备是可以保存以下配置的编目元素：

 设备的配置

不必执行此操作，如果将备选软件包中的一个设备添加到项目中。 此
时，备选软件包也会被自动添加。

如要将含有选项包的项目传输到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则采用与其它传
输方式不同的操作方法。 相关信息见项目传输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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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 输出端接线

 长文本

例如，KUKA.ArcTech 焊接电源便是一个设备。

前提条件  为项目添加了备选软件包编目。

 仅在应导入带总线配置的设备和 / 或输入 / 输出端接线时：

不激活机器人操作系统。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中选择选项卡设备。

2. 用右键点击机器人控制系统并选择添加 ...。

3.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选择备选软件包的编目。

4. 在列表中选定所需设备，然后点击按键添加。

5. 如果配置已储存在设备上，则显示一个查询，是否必须将此配置应用到项
目中。

根据需要选择 “ 是 ” 或 “ 否 ”。

6. 如果已应用与该设备的输入输出接线，则窗口调整信号连接自动打开。 

如果这些信号在当前项目中已连接完毕，且该设备必须根据其预设定连接
到这些信号，则在当前冲突区域中进行显示。

 (>>>  图  6-15 )

7. 如果信号在当前冲突区域中显示：

如有需要，更改各输入 / 输出端类型的标准地址，直到不再显示冲突。

8. 或者： 点击 OK 键。 如果当前冲突区域中还有信号，则新连接现在将覆盖
这些信号。

在信息窗口对每一条被覆盖的连接均显示一条相应的信息。 这使可能出现
的后处理工序变得更容易。

或者： 点击取消。 将设备添加到窗口项目结构中，但未应用接线。

该设备现在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下方显示。

此外，如果已通过设备应用总线配置，当机器人控制系统重新设为激活时，设
备也将在节点总线结构下显示。

调整信号连接

图  6-15: 调整信号连接 – 当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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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7 导出部分项目

说明 按照此操作步骤能够从项目中导出部分项目，例如带或不带输入输出接线的设
备。使用 KUKA.OptionPackageEditor 可进一步处理部分项目。
KUKA.OptionPackageEditor 是一款针对技术包制造商和设备制造商的软件，
用以创建备选软件包。

部分项目的文件格式是 WVPS (“WorkVisual Partial Solution”)。

前提条件  打开了一个项目。

 机器人控制系统未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导入 / 导出。一个窗口打开。

2. 选中输入项输出部分项目。窗口此时名称为输出部分项目。

点击继续。

3. 项目的所有控制系统即被显示。选中应从数据中导出的控制系统，并用继
续键确认。

4. 即显示一个树形结构。勾选树形结构中应被导出的元素。用继续确认。

5. 为部分项目选定存储位置并点击完成键。此时开始导出部分项目。

6. 若已成功导出，则将在窗口输出部分项目中显示以下信息：成功进行部分
导出。

关闭窗口。

6.27.8 导入部分项目

说明 借助于这一操作步骤可将部分项目导入。部分项目可能包含例如带或不带输入
/ 输出接线的设备。

前提条件  打开了一个项目。

 机器人控制系统未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导入 / 导出。一个窗口打开。

2. 选中条目导入部分项目并点击继续 >。

3. 导航至存有部分项目的路径并选定该项目。点击打开。

4. 如果部分项目包含多个机器人控制系统，则请选择所需的机器人控制系
统。

5. 点击继续 >。即显示一个树形结构。默认情况下，所有元素均勾选。

6. 对树形结构中不应被导入的元素取消勾选。

7. 点击完成。

8. 如果通过部分项目应用了当前项目中已连接的输入 / 输出接线，则窗口调
整信号连接自动打开。已连接的信号显示在当前冲突区域中。在这种情况
下，更改各输入 / 输出类型的起始地址，直到不再显示冲突。然后点击 
OK。

9. 若已成功导入，则将通过以下信息显示这一结果：已成功导入。

关闭窗口。

6.28 改变 WorkVisual 预定义的属性

6.28.1 配置启动和保存特性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工具 > 选项 ...。窗口选项打开。

如果选中一个已经在目标项目中存在的设备，则导入更新的设备。如
果导入已经在目标项目中存在的 PROFINET 设置，则目标项目中的这
些设置会被部分项目中的设置覆盖 （属性、接线和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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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定窗口左侧文件夹项目的执行中的子项项目的执行。

在窗口右侧显示当前相关设定。

3. 进行所需的设置。

4. 用 OK 键确认更改。

说明 子项项目的执行：

6.28.2 配置按键组合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顺序其它 > 选项。窗口选项打开。

2. 选定窗口左侧文件夹环境中的子项键盘。 

在窗口右侧显示当前相关设定。

3. 在栏位指令中选定应为其定义或改变按键组合的指令。

可过滤栏位指令中的内容： 

在栏位仅列出具有以下内容的指令中输入一个关键词。 现在，在栏位指令
中便仅显示名字含有该关键词的指令。

4. 将光标放在栏位新的按键组合中并在键盘上按所需的按键组合 （或单个按
键）。 示例： F8 或 STRG+W

按键组合将在栏位新的按键组合中显示。

5. 点击分配。

6. 用 OK 键确认更改。

或者：如果按键组合已配给其它用途，则会弹出一个安全询问：

 若应将按键组合配给新的指令，则回答是并以 OK 确认更改。

 若应将按键组合留给原先的指令，则以否来回答。

用取消关闭窗口。或在栏位新的按键组合中以按键 Esc 删除按键组合
并输入另一个组合。

6.28.3 更改操作界面的语言

说明 此处可以选择哪些语言，取决于在 WorkVisual 中安装了哪些语言。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其它 > 选项。窗口选项打开。

2. 选定窗口左侧文件夹本地化。

在窗口右侧显示当前相关设定。

3. 在栏位语言中选择所希望的语言。 用确定键确认。

4. 关闭应用程序并重新启动。

6.28.4 配置附加编辑器

说明 通过该操作步骤可以配置附加编辑器。 通过这些编辑器可以打开、比较以及
合并文件。 列表中第一个编辑器是默认编辑器。

参数 说明

项目文件夹目录： 此处可选择用于保存项目的默认目录。

编目目录： 此处给出保存编目的目录。

若将编目转移到另一个目录下，则必须在此修改
目录。

启动应用程序 此处确定启动 WorkVisual 时是给出一个新项目
还是上一次打开的项目供打开，或是不提供项目
用于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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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工具 > 选项 ...。窗口选项打开。

2. 在窗口左侧的文件夹附加的编辑器中选中所要的子菜单项。

在窗口右侧显示当前相关设定。

3. 在右上方点击按键 +。 一个新的程序即被添加。

4. 在名称栏输入程序名称。

5. 在文件扩展名一栏中输入用程序打开的文件格式。

6. 在程序栏旁点击按键 … 并选择程序的 EXE 文件。

7. 选项： 在参数栏中输入一个或多个参数。 按键箭头向右显示参数说明。

8. 用 OK 键确认更改。

9. 如果应将编辑器用作默认编辑器： 用按键箭头向上将编辑器移至列表的第 
1 个 位置。

6.28.5 配置运动系统比较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工具 > 选项 ...。窗口选项打开。

2. 在窗口左侧选中文件夹比较和合并。在窗口右侧显示当前相关设定。

3. 进行所需的设置。用 OK 确认。

说明 在文件夹比较和合并中可进行如下设置：

6.28.6 配置代码生成

在此可设置没有安装所有所需版本的备选软件包是否会对代码生成产生影响。
默认情况下，该规则被激活。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工具 > 选项 ...。窗口选项打开。

2. 选定窗口左侧文件夹规则中的子项代码生成。在窗口右侧显示当前相关设
定。

3. 进行所希望的更改并用 OK 确认。

6.29 打印功能

用此处描写的操作步骤可打印以下内容：

在默认设置下已对不同的编辑器做了预配置。 但这些编辑器不包含在 
WorkVisual 的交货范围中。 因此，它们只有事先安装好才能使用。

关于通过命令行的命令调用外部编辑器的详细信息见外部编辑器的制
造商文件。

栏位 说明

使用专家视图  勾选：比较的结果显示在一个详细视图中。

 未勾选：比较的结果显示在普通视图中。

生成记录文件  勾选：在进行比较时自动生成一个记录文件。

 未勾选：在进行比较时不生成记录文件。

如果只在项目中安装了一个备选软件包且该规则未激活，则可以删除
专用于该备选软件包的文件。建议始终在 WorkVisual 中安装备选软
件包。

例外：如果没有 KOP 文件形式的备选软件包，则无法在 WorkVisual 中安装
该备选软件包。在此情况下，可以将该规则禁用。
59 / 175发布日期 : 09.11.2016 版本 : KST WorkVisual 4.0 V4



60 / 175

WorkVisual 4.0
 接线

 长文本

 安全配置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打印。窗口打印打开。

2. 在区域打印机中选择所希望的打印机。需要时更改打印设置。

3. 在区域文件中通过复选框选择应打印的内容。

4. 需要时先显示打印预览：为此点击按键预览。

重新关闭打印预览。

5. 点击按键打印，以启动打印。

也可直接从打印预览中打印。（通过带打印机图标的按键。）这种情况下，将
打印到默认打印机上。不能更改打印设置。

说明 窗口打印，区域文件：

复选框 说明

全局 目前未配该功能。

单元 若激活该复选框，则所有属于此单元的机器人控
制系统将自动激活。单个控制系统可重新手动取
消激活。

控制系统 […] 若激活该复选框，则将自动选出所有属于该机器
人控制系统的文件用以打印。单个文件可重新手
动取消激活。

文件：

接线列表 打印窗口输入输出接线下定义的接线。

长文本 若用不同的语言定义了长文本，则可附加选择应
用哪种语言打印。

安全配置 打印件中含有一个日期和签字栏，可用作安全验
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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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与机器人控制系统建立连接

说明 WorkVisual 电脑可以通过 KUKA Line Interface (KLI) 或 KUKA Service 
Interface (KSI) 接口与机器人控制系统相连。

操作步骤 1. 配置应使用的接口。

 KLI：机器人控制系统与 WorkVisual 电脑进行通信的前提条件是，两

个系统通过相应的接口处于同一网络中。

关于 KLI 配置的信息请见 KUKA 系统软件的文件系统集成商的操作和
编程指南。

 KSI：在 WorkVisual 电脑中进行设置，以便自动获取 IP 地址。机器

人控制系统为 WorkVisual 电脑分配一个 IP 地址，一旦电脑与接口相
连，连接即建立。

2. 将 WorkVisual 电脑与配置的接口相连。

 

KSI 接口自系统软件版本 8.3 起才可使用。

根据不同的选项和控制系统型号，这些接口可以位于不同位置。详细
信息请见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文件。

图  7-1: 示例：WorkVisual 计算机和机器人控制系统之间的连接

1 WorkVisual 电脑 3 机器人控制系统

2 网络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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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WorkVisual 中的安全配置

WorkVisual 中的安全配置包括以下范围：

在将项目传输到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时始终会一同传输整个安全配置。

8.2 编辑局部安全配置

说明 新添加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在 WorkVisual 中无局部安全配置。 一个无安全配置
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识别特征是，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下的节点文字说
明 “安全控制 ” 为斜体： 安全控制

打开窗口局部安全配置时，在 WorkVisual 中将为机器人控制系统自动分配局
部安全配置。 迟在编码生成时为机器人控制系统分配一个局部安全配置，
如果之前还未分配的话。

局部安全配置可在 WorkVisual 中进行编辑。 更改始终适用于当前设为激活的
机器人控制系统。

前提条件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为该机器人控制系统分配了一台机器人。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双击节点安全控制。 窗口局部安全配置自
动打开。

2. 如果使用一个安全选项，如 SafeOperation： 

a. 选择选项卡一般设置中的全局参数区域。 

b. 激活此处复选框安全监控。 仅当监控功能可更改时。

3. 根据需要更改安全配置的参数。

4. 关闭窗口局部安全配置。

8.3 局部安全配置参数

 

范围 说明

局部安全配置 局部安全配置包括窗口局部安全配置中的参数。 
可编辑此参数。

与安全相关的通讯参数 此处主要指机器人网络内与安全通讯相关的参
数。

无法直接显示或编辑与安全相关的通讯参数。 
WorkVisual 中不同的操作对与安全相关的通讯参
数产生影响，例如：在配置 RoboTeam 时。

此处描述的是标准参数。 有关涉及参数安全选项方面的信息请参见安
全选项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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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选项卡一般设置 (8.2)

硬件选项

更改记录 本地安全配置的每一更改及每次保存均被自动记录。 此处显示记录。

机器参数 在此可显示安全控制系统的机器参数。

通讯参数 在此显示 Profinet 安全识别号。如果机器人控制系统被用作 PROFINET 设
备，则需要这个识别号。如果 ProfiSafe 作为客户接口被选中，那么可以更
改该识别号。

参数 说明

客户接口 此处必须选择应用哪个接口：

 ProfiSafe

 SIB

 SIB、SIB 扩展板

 具有运行方式输出端的 SIB

 具有运行方式输出端的 SIB，SIB 扩展板

该选项自系统软件版本 8.2.4 起可用。 

有如下接口供 “KR C4 compact” 型控制器使
用：

 ProfiSafe

 X11

外围接触器 (US2) 的
接通

 关闭： 不使用外围接触器。 （默认）

 通过外部 PLC： 外围接触器通过输入端 US2 

由一个外部 PLC 切换。

 通过 KRC： 外围接触器根据运行开通情况切

换。 如果运行许可，则接触器接通。

提示：

 对于带外围接触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UL” 选项，必须将该参数赋值为通过 
KRC。

 对于不带外围接触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该

参数无效。 

确认操作人员防护装置 若操作人员防护信号在自动运行模式下消失并又
重新设定，则必须对其进行确认，然后才可继续
操作。

 通过确认键： 例如：通过 （装在单元外的）

确认键来确认。 确认信息将传给安全控制系
统。 只有在确认后安全控制系统才给出自动
运行的许可。

 外部组件： 通过设备 PLC 确认。

无需操作按键导入机器参数。 此时没有需要使用这些参数的应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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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选项卡一般设置 (8.3)

硬件选项

更改记录 本地安全配置的每一更改及每次保存均被自动记录。 此处显示记录。

机器参数 在此可显示安全控制系统的机器参数。

通讯参数 在此显示 Profinet 安全识别号。如果机器人控制系统被用作 PROFINET 设
备，将需要这个识别号。如果 PROFINET 设备堆栈被激活，那么可以更改该识
别号。

8.3.3 选项卡轴监控 (8.3)

可编辑的参数 每根轴可设定以下参数。但是通常不需要更改默认值。

参数 说明

客户接口 此处必须选择应用哪个接口：

 自动

 具有运行方式输出端的 SIB

外围接触器 (US2) 的
接通

 关闭：不使用外围接触器。（默认）

 通过外部 PLC：外围接触器通过输入端 US2 由一个外部 PLC 接通。

 通过 KRC：外围接触器根据运行许可情况接通。如果存在运行许可，

则接通接触器。

提示：

 对于带外围接触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UL”选项，必须将该参数赋

值为通过 KRC。

 对于不带外围接触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该参数无效。

系统变量 $US2_VOLTAGE_ON 显示外围电压 US2 的状态：

 TRUE：电压已接通。

 FALSE：电压已关闭。

确认操作人员防护装
置

若操作人员防护信号在自动运行模式下消失并又重新设定，则必须对其
进行确认，然后才可继续操作。

 通过确认键：例如通过 （装在单元外的）确认键来确认。确认信息

将传给安全控制系统。只有在确认后安全控制系统才重新允许自动运
行。

 外部组件：通过设备 PLC 确认。

无需操作按键导入机器参数。 此时没有需要使用这些参数的应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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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1 参数制动时间

说明 如出现安全停止 1 或 2，则由安全控制系统监控制动过程。此外它还监控与
轴相关的速度是否低于其监控斜坡。如速度过高，即超出监控斜坡，则安全控
制系统触发安全停止 0。

监控斜坡可以通过参数 制动时间 进行更改。

监控斜坡如下得出：

 机器人控制系统从参数 制动时间 的值中减去 200 ms （考虑制动闭合时

间）。由此得出监控持续时间。例如当默认值为 1 500 ms 时，所得出
的监控持续时间为 1 300 ms。

当该时段结束时，另一监控开始：停机监控。

 该斜坡在开始和结束时有 300 ms 的平稳段。

开始时的平稳段始终为轴额定转速的 106 %。结束时的平稳段始终为 
10.6 %。

参数 说明

制动时间 安全停止 1 和安全停止 2 时与轴相关的制动斜
坡的监控时间 

默认：1 500 ms

 (>>> 8.3.3.1 " 参数制动时间 " 页码  66)

大速度 T1 T1 下的 高速度

 旋转轴：1.00 … 100.00 °/s

默认：30 °/s

 线性轴：1.00 … 1 500.00 mm/s

默认：250 mm/s

该参数可在运行方式 T1 下以高于 250 mm/s 的
速度校准伺服钳。

提示：法兰和 TCP 上的笛卡尔速度不受该参数制
约而受到监控， 高速度不能超过 250 mm/s。 

定位公差 安全运行停止时停机监控容差。在该容差范围
内，安全运行停止时仍允许轴活动。

 旋转轴：0.001 … 1 °

默认：0.01 °

 线性轴：0.003 … 3 mm

默认：0.1 mm

参数制动时间可更改监控斜坡。它不会更改运动系统制动时所需的实
际时间。

只有在必要时，才可更改默认时间。例如，这样的情况发生在
使用超重型机器和 / 或超重型负载时，由于这些机器 / 负载无

法在默认时间内停止。
安全维护员必须检查，“ 制动时间 ” 值在具体的应用场合中是否需要更改
以及须更改多少。他也必须检查，由于进行了更改，是否需要采取额外安全
措施，例如是否需要安装自动闭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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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可以为每个轴配置制动时间。但在制动时所有轴始终使用相同的值，也就

是所输入的 大值。 

建议：为了更加一目了然，为所有轴输入相同的值。

 参数制动时间在 T1 中通常不起作用，因为它针对的是与轴相关的监控。

此外，在 T1 中还对法兰上的笛卡尔速度进行 （不可配置的）监控。该监
控通常更加严格。

数值增大 如果数值制动时间增大，将产生以下影响： 

监控斜坡更长且更平，即监控严格程度降低。制动过程超出斜坡的可能性减
小。

数值减小 如果数值制动时间减小，将产生以下影响： 

监控斜坡更短更陡，即监控更严格。制动过程超出斜坡的可能性增大。

图  8-1: 监控斜坡

1 在制动过程中的速度曲线 （举例）

2 监控斜坡 （默认值 制动时间 1 500 ms）

3 从该时刻起，停机监控开始。

vrs 轴额定转速 (rs = "rated speed")

t 时间

时间轴上的数值 “0” 表示安全停止  1 或 2 开始的时刻。

图  8-2: 示例：数值增大

1 在制动过程中的速度曲线 （举例）

2 监控 （更小的数值制动时间）

3 监控 （更大的数值制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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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导入安全配置 （SCG 导入）

前提条件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导入 / 导出。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选择导入局部安全配置并点击继续。

3. 导航至存有 SCG 文件的路径并选定该文件。 点击打开。

4. 点击完成。

5. 成功导入了配置后，将通过一条信息提示来显示。 关闭窗口。

8.5 导出安全配置 （SCG 导出）

说明 局部安全配置可作为 SCG 文件导出。该文件包含安全配置的所有参数。无论
安全选项安装与否，始终可以进行导出操作。

仅导出已保存的安全配置数值。已更改但未保存的数值不包含在导出中。

前提条件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导入 / 导出。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选择导出局部安全配置并点击继续。

3. 点击查找 …，输入一个文件夹。

4. 输入一个文件名，选择文件类型 SCG 并点击保存。

5. 点击完成。

6. 成功导出了配置后，将通过一条信息提示来显示。 关闭窗口。

8.6 导入安全配置 （XML 导入）

说明 可将局部安全配置的某一特定部分作为 XML 文件导入。 这些部分包括：

 单元配置

 监控空间 （笛卡尔坐标式空间和 / 或轴空间）

 工具的属性

 全局参数

在为导入生成 XML 文件时，用户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将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当前安全配置导出至一个 XML 文件并对其进行编辑。 

由此可确保以后导入时 XML 文件的格式正确 (>>> 8.7 " 导出安全配置
（XML 导出）" 页码  70)。

 以 XML 示意图 C:\Programme (x86)\KUKA\WorkVisual 

[Versionsnr]\Schemes\SafetyConfigImport.xsd 为基础生成 XML 文件，
例如通过可由用户编程的脚本。

导入安全配置或其中的部分后，必须检查安全配置！ 如果不检
查，则在以后将项目传输给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之后，

安全配置可能会导致机器人以错误的数据运行。 可能会造成人员死亡、重伤
或巨大的财产损失。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将机器人控制系统上当前的安全配置与 SCG 文件中
的安全配置相比较。
 (>>> 8.8 " 比较安全配置 " 页码  71)

导入安全配置或其中的部分后，必须检查安全配置！ 如果不检
查，则在以后将项目传输给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之后，

安全配置可能会导致机器人以错误的数据运行。可能会造成人员死亡、重伤
或巨大的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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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XML 文件时须注意下面几点：

 XML 示意图规定导入用 XML 文件的结构。 针对单个参数：XML 示意图允许

采用高于安全选项的安装版本的数值。

 本安全选项不支持的参数和数值不被导入。 导入时 WorkVisual 对此发出

信息提醒。

首要条件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使用安全选项 SafeOperation 或 SafeRangeMonitoring。

操作步骤 1. 保存项目。 （不得关闭。）

2.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导入 / 导出。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3. 选择条目导入局部安全配置并点击继续。

4. 点击查找 ...。 导航至存有 XML 文件的路径并选定该文件。 点击打开。

5. 点击继续  > 按键。 如果尚未打开局部安全配置窗口，则其会在后台自动
打开。

6. 如果包含错误： 导入窗口中显示错误信息。 该错误消除前，导入无法执
行。 消除 XML 文件中的错误，重复 XML 导入并保存安全配置。

7. 如果不包含错误： 导入窗口中显示现有值和待导入值之间的区别 (>>> 
图  8-3 )。

8. 检查所有的值。

如果并非所有需要的安全功能均正确配置或选择了错误的 XML 文件，则取
消 XML 导入。

 消除 XML 文件中的错误并重复 XML 导入。

 或： 选择正确的 XML 文件并重复 XML 导入。

9. 点击导入键。 数据即被导入。

10.当导入结束时，会显示以下信息提示： 已成功导入局部安全配置。

关闭窗口。

11.检查安全配置。 更改值以蓝色字体显示在窗口 局部安全配置 中。

12.保存项目，以应用已导入的数据。

在系统软件中也可以导入安全配置。 相关信息请见安全选项 （例如 
SafeOperation）相关文献。

只有在项目保存时，才能应用已导入的数据。
这也意味着： 当关闭项目时，却未进行保存，则可能重新取消已导入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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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复选框 显示导入列 已激活，则显示列 导入值。 在该列中显示 XML 文件
中包含的数值。

8.7 导出安全配置 （XML 导出）

说明 可将一定部分的局部安全配置作为 XML 文件导出。 这些部分包括：

 单元配置

 监控空间 （笛卡尔坐标式空间和 / 或轴空间）

 工具的属性

 全局参数

XML 文件始终包含安全配置导出部分中含有的所有参数。

无论安全选项安装与否，始终可以进行导出操作。 但是仅在装有安全选项的
情况下，导出才有意义。

导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当前安全配置。 如果安全配置不含有所保存的更改，
则也将更改导出。

如果安全配置中输入有无效数值，则导出中断并同时发出故障信息提示 （合
理性方面的错误）。

前提条件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导入 / 导出。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选择导出局部安全配置并点击继续。

3. 点击查找 …，输入一个文件夹。

图  8-3: 例如： 显示差异

标色 含义

蓝色 在应用该元素 （或其子元素）时，现有值和待导入的值有所
不同。

黑色 在应用该元素 （包括所有子元素）时，现有值和待导入的值
相同。

在系统软件中也可以输出安全配置。 相关信息请见安全选项 （例如 
SafeOperation）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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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一个文件名，然后选择文件类型 XML 并点击保存。

5. 点击完成。

6. 成功导出了配置后，将通过一条信息提示来显示。 关闭窗口。

8.8 比较安全配置

说明 为了在导入时避免不希望的安全配置，可以将机器人控制系统上当前的安全配
置与 SCG 文件中的安全配置相比较。

操作步骤 1. 从机器人控制系统将激活的项目载入 WorkVisual。

 (>>> 14.7 " 从机器人控制系统载入项目 " 页码  137)

2. 导入安全配置 （SCG 文件）。

 (>>> 8.4 " 导入安全配置 （SCG 导入）" 页码  68)

3. 将部分安全配置 （XML 文件）从项目中导出。

 (>>> 8.7 " 导出安全配置 （XML 导出）" 页码  70)

4. 关闭项目。 （不传输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5. 从机器人控制系统重新载入激活的项目。

6. 将步骤 3 中的部分安全配置导入项目中。

 (>>> 8.6 " 导入安全配置 （XML 导入）" 页码  68)

7. 将部分安全配置相互比较。

8. 如果部分安全配置如希望的那样： 导入安全配置（SCG 文件）并传输给机
器人控制系统。

8.9 复位安全配置

说明 通过该项操作步骤可重置安全配置。 例如在更换到一个其安全配置与当前安
全配置不兼容的系统软件版本时，可能必须进行重置。 由此仅需重新创建安
全配置，项目中的所有其他设定保持不变。

重置时，安全配置中的所有设定重新回置到默认设置并且项目自动保存。 此
过程不能撤销。

首要条件  机器人控制系统未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用右键点击节点安全控制。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复位。

3. 按下是键回答安全询问。 安全配置被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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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现场总线配置
9 现场总线配置

9.1 现场总线概览

可以用 WorkVisual 配置下面的现场总线：

9.2 建立现场总线

9.2.1 建立现场总线概览

 

现场总线 说明

PROFINET 基于以太网的现场总线。数据交换以主从关系进行。
PROFINET 将安装到机器人控制系统中。

PROFIBUS 使不同制造商生产的设备之间无需特别的接口适配即可
交流的通用现场总线数据交换以主从关系进行。

DeviceNet 基于 CAN 并主要用于自动化技术的现场总线。数据交
换以主从关系进行。

Ethernet/IP 基于以太网的现场总线。数据交换以主从关系进行。以
太网 /IP 已安装到机器人控制系统中。

EtherCAT 基于以太网并适用于实时要求的现场总线。

VARAN 从站 可用于在 VARAN 控制系统和 KR C4 控制系统之间建立
通讯的现场总线

为配置现场总线，需要该现场总线的相关文献。

步骤 说明

1 在 PC 上安装设备说明文件。

 (>>> 6.8 " 导入设备说明文件 " 页码  31)

2 将 DTM 编目添加到窗口编目。

 (>>> 6.9.2 " 将编目添加到项目中 " 页码  32)

3 将现场总线主机添加到项目中。

 (>>> 9.2.2 " 将现场总线主机粘贴到项目中 " 页码  74)

4 配置现场总线主机。

 (>>> 9.2.3 " 配置现场总线主机 " 页码  74)

5 将设备添加到总线中，即添加到现场总线主机之下。

 (>>> 9.2.4 " 将设备手动添加到总线 " 页码  74)

或者：

 (>>> 9.2.6 " 将设备自动添加到总线 （总线扫描）" 页码
 75)

6 对设备进行配置。

 (>>> 9.2.5 " 配置设备 " 页码  74)

7 编辑现场总线信号

 (>>> 9.3 " 由现场总线设备编辑信号 " 页码  75)

8 现在可连接总线。

 (>>> 9.4 " 连接总线 " 页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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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将现场总线主机粘贴到项目中

前提条件  设备说明文件已添加到 DTM 编目中 （编目扫描）。

 已添加机器人控制系统并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展开树形结构，直到节点总线结构可见。

2. 在窗口 DTM 编目中点击并保持在所需的现场总线主机上并用拖放功能拖到
节点树形结构上。 

9.2.3 配置现场总线主机

前提条件  现场总线主机已添加到项目中。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用右键点击现场总线主机。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设置 ...。 一个含有设备数据的窗口自动打开。

3. 根据需要设定数据，随后用 OK 保存。

9.2.4 将设备手动添加到总线

前提条件  设备已添加到 DTM 编目中。

 现场总线主机已添加到总线结构中。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展开树形结构，直到现场总线主机可见。

2. 在 DTM 编目中点住所需设备并用 Drag&Drop （拖放）拖到现场总线主机
上。

3. 需要时为其它设备重复步骤 2。

9.2.5 配置设备

前提条件  设备已添加到总线中。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用右键点击设备。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设置 ...。 一个含有设备数据的窗口自动打开。

3. 根据需要设定数据，随后用 OK 保存。

默认设置下，以下地址范围仅由机器人控制系统针对内部用途
使用。 因此，在这范围之内的 IP 地址不允许由用户进行分配。 

 192.168.0.0 … 192.168.0.255

 172.16.0.0 … 172.16.255.255

 172.17.0.0 … 172.17.255.255

有关特定总线系统设置的信息请参阅总线系统的文献。

添加的设备必须与实际使用的设备一致。 否则可能产生严重财
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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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将设备自动添加到总线 （总线扫描）

说明 总线扫描供 Interbus 总线和 EtherCAT 使用。

总线设备可自动添加。此处用户可在 WorkVisual 中启动查找，用以确定实际
所用总线中连接了哪些设备。所属设备将自动在 WorkVisual 里添加到总线结
构中。

与手动添加相反，这种方式更快捷并且不易出错。

前提条件  设备已添加到 DTM 编目中。

 现场总线主机已添加到总线结构中。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设备已连到实际所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展开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树形结构。

2. 用右键点击现场总线主机。选择选项拓扑扫描 ...，然后选择一个通道。
窗口拓扑扫描助手打开。

3. 点击继续，以启动查找。查找结束后，WorkVisual 在窗口的左侧显示所
有找到的设备。每个设备均用一个数字 （= 产品代码）表示。

4. 选定一个设备。WorkVisual 在窗口的右侧显示一个具有相同产品代码的
设备说明文件的列表。

5. 如果该列表含有多个设备说明文件，则滚动浏览整个列表并检查实际使用
的设备的文件是否选定。如果选定了另一个文件，则选择选项手动选择并
选定正确的文件。

6. 为所有显示的设备重复步骤  4 和 5。

7. 点击继续，以确认分配。

8. 点击结束，以将设备分配给现场总线。

9.3 由现场总线设备编辑信号

说明 现场总线信号可在 WorkVisual 中进行编辑。 例如可更改信号宽度，或调换字
节顺序。

前提条件  现场总线设备已配置。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输入输出接线的选项卡现场总线中选定设备。

2. 在窗口输入输出接线右下角点击按键编辑提供器处的信号。 窗口信号编辑
器打开。 显示设备的所有输入端和输出端。

 (>>> 9.3.1 " 信号编辑器 " 页码  76)

3. 按需编辑信号。

默认设置下，以下地址范围仅由机器人控制系统针对内部用途
使用。 因此，在这范围之内的 IP 地址不允许由用户进行分配。 

 192.168.0.0 … 192.168.0.255

 172.16.0.0 … 172.16.255.255

 172.17.0.0 … 172.17.255.255

有关特定总线系统设置的信息请参阅总线系统的文献。

视所用的总线系统，还有其它前提条件。 有关信息请查阅总线系统的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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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Ok，以应用编辑内容并关闭窗口信号编辑器。

9.3.1 信号编辑器

信号编辑器左边显示所选设备的输入端，右边显示所选设备的输出端。

图  9-1: 信号编辑器

项号 说明

1 左列显示输入端或输出端的初始配置。 每个方框代表 1 位。

2 右列可编辑，并总是显示输入端或输出端的当前配置。 每个方框
代表 1 位。

3 信号名称

 (>>> 9.3.5 " 更改信号名称 " 页码  79)

4 转储的起始标记

 (>>> 9.3.3 " 转储信号 （字节顺序反向）" 页码  77)

5 该信号开始的地址

6 信号宽度

 (>>> 9.3.2 " 更改信号位宽 " 页码  77)

7 该位所属的地址和位数

8 竖条表示字节顺序已反转。

9 存储器段之间的界限

10 该信号的数据类型

 (>>> 9.3.4 " 更改数据类型 " 页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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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更改信号位宽

说明 信号位宽可用这种方法更改。 更改时，信号可被分解或合并。 信号也可被多
次分解。

信号极限可 多移至存储器段的极限。 信号极限不得移过已转储区域的极限。

正在被编辑的位显示为红色。

首要条件  信号编辑器打开。

 待编辑的信号未连接。

操作步骤 移动信号极限：

1. 在右列中将鼠标光标放在 2 个信号极限的边界线上。 鼠标光标变成一个
垂直的双箭头。

2. 点击，按住鼠标键同时将鼠标光标向上或向下运动。 边界线自行移动。

3. 将边界线拉到所需位置，然后松开。

用这种方法可将信号缩小到 1 位。

信号分解：

1. 在右列中将鼠标光标放在 1 个位上。

2. 点击，按住鼠标键同时将鼠标光标向上或向下运动。 在初始位上显示出一
条线。 

3. 将鼠标光标拉到另一位，然后松开。 在该位同样显示一条线。 这两条线是
新信号的极限。

信号合并：

1. 在右列中将鼠标光标放在一个信号的第一位 （或 后一位）上。

2. 点击，按住鼠标键同时将鼠标光标向下 （或向上）运动。

3. 将鼠标光标拉至信号极限以外，并一直拉到另一个信号极限，然后松开。 
中间的信号极限消失。 信号便被合并。

9.3.3 转储信号 （字节顺序反向）

说明 信号的字节顺序可以反向 （“ 转储 ”）。一次可以转储 2、4 或 8 个字节。
信号各个分区不能转储。另外，也不能超过存储器段的极限进行转储。

字节中的位总是保持不变。

是将整个区域交换还是分成几部分交换，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机器人控制系统 (V)KR C4 使用 Intel 文件格式。 摩托罗拉格式的
现场总线信号必须转换为 Intel。 这通过转储实现。

从生产厂家的数据表中不能总是了解到信号是否必须转储。 西门子设
备的信号一般必须转储。 以下操作步骤可让人判断出一个输入端是否
必须转储：

1. 缓慢而均匀地改变输入端处的电压。

2. 在 KUKA.smartHMI 上，在窗口模拟输入 / 输出端中观察该信号的数值。

如果数值呈跳跃式、不均匀并或许在不同方向上的改变，则这即为一种必须
转储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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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信号编辑器打开。

操作步骤 1. 将鼠标光标放在转储的起始标记上。鼠标光标变成一个垂直的双箭头。

2. 点击并按住鼠标键。将鼠标光标向下移到信号极限。

3. 显示一个竖条。 

 或者：松开鼠标键。字节顺序现在已被反转。

 或者：如果要转储一个较大的区域，则不要松开鼠标光标而继续移

动。显示一个较长的竖条。松开鼠标键。字节顺序现在已被反转。

显示一个转储的结束标记。

撤销转储：

1. 将鼠标光标放在转储的结束标记上。鼠标光标变成一个垂直的双箭头。

2. 点击并按住鼠标键。将鼠标光标向上朝起始标记方向移动。

3. 竖条消失。反转即被撤销。 

9.3.4 更改数据类型

说明 在信号编辑器中数据类型由一个图标显示。

（一个信号的准确的数据类型在窗口输入输出接线中显示）。

如果一个信号必须用作模拟输出或输入，但设备说明文件中仅将其标记为数字
式数据类型，则必须更改数据类型。

前提条件  信号编辑器打开。

图  9-2: 示例 1： 字节顺序反向

序号 说明

1 原有顺序

2 将所有字节分两次交换的结果。（即先交换前面两个字节，然后再
交换后面两个字节。）

图  9-3: 示例 2： 字节顺序反向

序号 说明

1 原有顺序

2 将所有字节一次性整个交换的结果

图标 说明

带正负号的整数数据类型 （根据 SINT、INT、LINT 或 
DINT 的长度）

不带正负号的整数数据类型 （根据 USINT、UINT、
ULINT 或 UDINT 的长度）

数字式数据类型 （根据 BYTE、WORD、DWORD 或 LWORD 
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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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现场总线配置
操作步骤 1. 在输入或输出列的右侧点击正负号图标。图标被更改。

2. 不断地点击，直到显示所需图标为止。

9.3.5 更改信号名称

前提条件  信号编辑器打开。

操作步骤 1. 点击输入端或输出端的右侧名称。 名称可编辑。

2. 输入所需名称，用输入键确认。

名称在信号编辑器的当前视图中必须是唯一的。

已更改的名称在窗口输入输出接线中显示。

9.4 连接总线

9.4.1 窗口输入输出接线

概览

所连接的信号用绿色图标表示。 

图  9-4: 窗口输入输出接线

序号 说明

1 显示输入 / 输出端类型和现场总线设备。 通过选项卡从左右选定
两个要连接的区域。

此处所选中区域的信号在下半部分被显示出来。

2 显示连接的信号。

3 显示所有信号。 这里可以连接输入 / 输出端。

 (>>> 9.4.3 " 连接输入端与输出端 " 页码  81)

4 在此可将两个信号显示窗口单独合上和再展开。

5 显示被选定信号包含多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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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连接的信号用双箭头表示： 

 (>>> 9.4.2 " 窗口输入输出接线中的按键 " 页码  80)

选项卡：

9.4.2 窗口输入输出接线中的按键

过滤器 / 查找 这些按键中的某些按键多次出现。 它们总是与其所在的输入输出接线窗口的
相关联。

对于某些按键，工具提示会根据相关信号当前处于显示还是隐藏状态而改变。

名称 说明

KR C 输入 / 输
出端

此处显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模拟和数字输入 / 输出端。 
左右各有一个选项卡 KR C 输入 / 输出端。 这可将机器
人控制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端相互连接。

可编程控制器
（PLC）

这些选项卡只有在使用 MULTIPROG 才相关。

KR C 信号 此处显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其它信号。

现场总线 此处显示现场总线设备的输入 / 输出端。 左侧和右侧有
一个选项卡现场总线。 左侧选项卡只显示总线输入端，
右侧选项卡只显示总线输出端。

自系统软件版本 8.3 起，可借助该选项卡将 2 个现场
总线的输入和输出端互相连接起来。

按键 名称 / 说明

输入端过滤器 / 显示所有输入端：显示、隐藏输入端。

输出端过滤器 / 显示所有输出端：显示、隐藏输出端。

对话筛选器：窗口信号过滤器打开。 输入过滤选项 （文字、
数据类型和 / 或信号范围）并点击按键过滤器。 显示满足该
标准的信号。

如果设置了一个过滤器，则按键右下角出现一个绿色的勾。 
如果要删除所设置的过滤器，则点击按键，并在窗口信号中点
击按键复位，然后点击过滤器。

所显示连接信号上方的按键：

查找连接信号：只有当选定了一个连接的信号时才可用。 

 (>>> 9.4.7 " 查找所属信号 " 页码  84)

所有信号显示下方的按键：

查找文字部分：显示一个搜索栏。 在此可在所显示的信号中
向上或向下搜索信号名称 （或名称的一部分）。

如果已显示搜索栏，则该按键右下角出现一个叉。 如果要隐
藏搜索栏，则点击该按键。

连接信号过滤器 / 显示所有连接信号

显示、隐藏连接信号。

未连接信号过滤器 / 显示所有未连接信号

显示、隐藏未连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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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编辑

9.4.3 连接输入端与输出端

说明 以此步骤可将设备的输入和输出端配给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输入 / 输出端。

也可根据相同的原理将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端相互连接。 （在这种
情况下必须在窗口的两侧均使用选项卡 KR C 输入 / 输出端。）

前提条件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WorkVisual 中的总线结构与实际总线的结构一致。

 现场总线设备已配置。

操作步骤 1. 点击按键接线编辑器。 窗口输入输出接线打开。

2. 在窗口左半侧的选项卡 KR C 输入 / 输出端 中选定需接线的机器人控制系
统范围，例如：数字输入端。 

信号在窗口输入输出接线的下半部分显示。

3. 在窗口右半侧的选项卡现场总线中选定设备。 

设备信号在窗口输入输出接线的下半部分显示。

4. 将机器人控制系统的信号用 Drag&Drop （拖放）拉到设备的输入或输出端
上。 （或反之将设备的输入或输出端拉到机器人控制系统的信号上。）

信号就此连接完毕。

另一种连接方法：

 选定需连接的信号，然后点击按键连接。 

 或： 选定需连接的信号，然后点击按键连接。

多重接线：

可同时选定多个信号 （在两侧），一次连接。 此外还有以下方法： 

1. 在一侧上选定多个信号，在另一侧上选定另一个信号。 

按键 名称 / 说明

断开：断开选定的连接信号。 可选定多个连接，一次断开。

连接：将显示中所有被选定的信号相互连接。 可以在两侧上
选定多个信号，一次连接。 （只有当在两侧上选定同样数量
的信号时才有可能）。

按键 名称 / 说明

在提供器处生成信号 

只有当使用 Multiprog 时才相关。

编辑提供器处的信号

对于现场总线信号： 打开一个可对信号位的排列进行编辑的
编辑器。

 (>>> 9.3 " 由现场总线设备编辑信号 " 页码  75)

对于 KRC 的模拟输入 / 输出端以及对于 MULTIPROG 信号，此
处同样有编辑方式可用。

 (>>> 9.4.9 " 编辑模拟 KRC 信号 " 页码  85)

删除提供器处的信号

只有当使用 Multiprog 时才相关。

有关 Multiprog 的信息请见文献 KUKA.PLC Multip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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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相关菜单中选择连续连接选项。 从一个选定的信号开始 （向上计数）
的信号被连接。

9.4.4 将总线输入端与总线输出端通过输入输出接线相连 (8.2)

说明 借助输入输出接线可将总线输入端与 （同一根或另一根总线的）总线输出端
相连。 通过间接连接而实现。 为此，总共需要 3 根接线。

操作步骤 1. 将总线输入端与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输入端相连。

2. 将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输入端与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输出端相连。

3. 将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输出端与总线输入端相连。

在这种情况下，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为多重接线。

示意图

9.4.5 将总线输入端与总线输出端通过传输应用相连 (8.3)

说明 借助传输应用可将总线输入端直接与 （同一根或另一根总线的）一个或多个
总线输出端相连。 为此在窗口的两侧均使用现场总线选项卡。

多可将 2048 个总线输入端与总线输出端相连。 如果将一个总线输入端与多
个总线输出端连接，则总线输出端的数量至关重要。

如果要将多于 512 个总线输出端连接到总线输入端上，则必须通过分区段方
式进行连接。 在采用分区段方式连接时，一个区段中的总线输入端和总线输
出端必须相邻，即彼此之间无空隙。 此外，区段中的总线输入端和输出端位
于插槽内。

例如： PROFINET 现场总线包括插槽信号名称和索引编号。 索引编号代表位，
即索引编号 0001 = 位 1，索引编号 0002 = 位 2 等。如果连接同一插槽内的 
2 个相邻的位（例如插槽 2 的位 1 和位 2），则产生区块连接。 如果连接 2 
个不相邻的位或不同插槽的 2 个位（例如插槽 1 的位 4 和插槽 3 的 位 5），
则不产生区块连接。

图  9-5: 示意图： 总线输入端与总线输出端相连

自系统软件版本 8.3 起，安全输出端的背景色为黄色。 这些输出端
不得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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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现场总线配置
示意图

9.4.6 将信号通过输入输出接线进行多重连接或反向连接

可行 借助输入输出接线可将信号进行多重连接。 多重连接的信号在窗口输入输出

接线用一个双箭头表示： 

可进行以下多重连接：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输入端与 （总线）输入端相连。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同一输入端与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一个或多个输

出端相连。

可进行以下反向连接：

 一个 （总线）输出端与一个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输入端相连。

不可行 以下多重连接是不可行的：

 一个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输入端与 （总线）多个输入端相连。

 一个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输出端与 （总线）多个输入端相连。

图  9-6: 示意图： 总线输入端与总线输出端相连

可以使用较低系统软件版本的带直接总线接线的 WorkVisual 项目。 
这些接线在低版本中没有作用。

图  9-7: 可多重接线

图  9-8: 可反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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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 查找所属信号

操作步骤 1. 选定一个连接的信号。

2. 在选定信号的半个窗口 （左侧或右侧）中，点击按键 查找连接信号。

 一旦信号被连接： 所分配的信号便被标出，显示在所有信号的另外半

个窗口里。

 如果一个信号多重连接： 查找信号窗口打开。 所有与选定的信号相连

的信号均会显示出来。 

选择一个信号并用 OK 确认。

9.4.8 给信号编组

说明 机器人控制系统 8 个数字输入或输出端可编组为一个具有 BYTE 数据类型的信
号。 编组的信号可从其名称后  #G 看出。

前提条件  待编组的信号未连接。

操作步骤 1. 在选项卡 KR C 输入 / 输出端下选定 8 个依次排列的信号并用右键点击。

2. 选择编组。

信号便汇总成一个 BYTE 型信号。 具有 低索引号的名称即被新的信号应
用。

撤销编组：

1. 用右键点击带有名称后  #G 的信号。

2. 选择撤销编组。 

图  9-9: 不可多重连接

图  9-10: 例如： 多重连接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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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9.4.9 编辑模拟 KRC 信号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输入输出接线左侧的选项卡 KR C 输入 / 输出端中选定模拟信号。 

可一次选定和编辑多个信号： 用 SHIFT + 单击可选定连续的信号。 用 
CTRL 和单击可选定多个单个信号。

2. 在窗口输入输出接线左下角点击按键编辑提供器处的信号。 一个窗口打
开。

3. 输入所需的校准系数，并根据需要更改数据类型。

4. 点击 Ok，以保存数据并关闭窗口。

9.5 导出总线配置

说明 总线专用配置可以 XML 文件形式导出。 利用导出可在需要时检查配置文件。

前提条件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导入 / 导出。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选择将 I/O 配置导出到 .XML 文件中并点击继续。

3. 给出一目录。点击继续。

4. 点击完成。

5. 配置即导出到给定的目录下。 成功结束了配置后，将通过一条信息提示来
显示。 关闭窗口。

图  9-11: 信号编组

图  9-12: 编组的信号

栏位 说明

校准系数 在此可输入所需的校准系数。

类型 只能连接相同类型的信号。 在此可更改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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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长文本
10 长文本

10.1 显示 /编辑长文本

前提条件  已添加机器人控制系统并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编辑器 > 长文本编辑器。

2. 长文本已按照主题排序。 在左列中选择要显示哪些长文本，例如：数字输
入端。

3. 在其它的列中选择应显示的一种或多种语言。

4. 按需编辑长文本。

说明

10.2 导入长文本

说明 可导入以下文件格式：

 .TXT

 .CSV

前提条件  已添加机器人控制系统并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导入 / 导出。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选择导入长文本并点击继续。

3. 选择待导入的文件和包含的长文本的语言。

4. 如果一个信号已有一个名称，而该信号待导入的文件无名称，则可通过删
除存在的长文本选择应如何处理现有名称。

 激活：删除名称。

 非激活：保留名称。

 

图  10-1: 长文本编辑器

数字输入端 / 输出端的长文本可在窗口 输入输出接线通过按键编辑
提供器处的信号进行编辑。

导入的长文本将盖写现有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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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完成。

6. 若已成功导入，则将以一条信息显示这一结果。 窗口关闭。

10.3 导出长文本

说明 长文本可以以下文件格式输出：

 .TXT

 .CSV

前提条件  已添加机器人控制系统并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导入 / 导出。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选择导出长文本并点击继续。

3. 确定路径和应生成文件的格式。另请选择语言。点击完成。

4. 若已成功导出，则将在窗口中以一条信息显示这一结果。 关闭窗口。

图  10-2: 导入长文本

图  10-3: 导出长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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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库卡总线配置： 控制器总线、系统总线、扩展总线

11.1 概览

说明 在下列情况中，必须根据实时总线配置调整 WorkVisual 中的库卡总线。

 某一设备已用一个其他类型的设备更换，例如：KPP0 更换为 KPP2。

 多个设备已通过多个其他类型的设备更换。

 拆除了一个或多个设备。

 添加了一个或多个设备。

操作步骤 1. 从机器人控制系统载入激活的项目。

2. 按需执行配置。

3. 将项目传输到机器人控制系统并在那里激活。

11.2 配置库卡总线 (8.3)

控制器总线 通过功能配置建议可在 WorkVisual 中自动安装或更新控制器总线。 不再需要
添加单个设备，不必连接设备，不必添加 Waggon 驱动程序文件等等。

 (>>> 6.18 " 添加硬件组件 " 页码  38)

但是需要时，可手动编辑控制器总线。 操作步骤与控制系统 8.2 的相同。

 (>>> 11.3.1 " 将设备添加到 KUKA 总线中 (8.2)" 页码  89)

系统总线

扩展总线

操作步骤与控制系统版本 8.2 的相同。

 (>>> 11.3.1 " 将设备添加到 KUKA 总线中 (8.2)" 页码  89)

11.3 配置库卡总线 (8.2)

11.3.1 将设备添加到 KUKA 总线中 (8.2)

准备 仅当设备应添加到扩展总线中并且没有节点库卡扩展总线 (SYS-X44) 时：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用右键点击节点总线结构。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添加。窗口 DTM 选择随即打开。

3. 选定记录项库卡扩展总线 (SYS-X44) 并用 OK 确认。 

前提条件  有设备说明文件。

 如要将设备添加到扩展总线中，则必须事先导入文件。

 (>>> 6.8 " 导入设备说明文件 " 页码  31)

 在 WorkVisual 中有控制器总线和系统总线的文件。 

 

：

 

有关更换设备及可能的设备组合方面的信息请见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操
作指南或安装指南。

如果已对 WorkVisual 中的一个项目进行了设置，并且这些设置事后
应与总线配置一并被传输到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则必须将激活的项目
借助比较传输到 WorkVisual 上。

 (>>> 14.8 " 比较项目 （和应用区别）" 页码  138)

建议： 按照设备在真实情况下的顺序对其在控制器总线中进行排序。
虽然该排序对控制器总线的工作原理无影响， 但是，如果顺序与实际
情况相符，那么在选项卡拓扑中处理连接的工作量将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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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节点总线结构中用右键点击库卡总线。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添加。窗口 DTM 选择随即打开。

3. 选定所用设备并用 OK 确认。 该设备即被应用到树形结构中。

4. 需要时：在树形结构中用右键点击设备并在相关菜单中选择改名。 给设备
重命名。

5. 对所有用于实际总线中的设备重复步骤  1 到 4。

6. 检查设备设置，必要时修改。

 (>>> 11.3.2 " 检查设备设置 " 页码  90)

7. 检查设备的连接，必要时修改。

 (>>> 11.3.3 " 将设备并入库卡总线 " 页码  91)

8. 只有当控制器总线中的更改涉及到 KPP，或控制器总线完全重新建立： 添
加 Waggon 驱动程序配置。

 (>>> 11.3.5 " 添加 Waggon 驱动程序配置 " 页码  93)

11.3.2 检查设备设置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用右键点击设备。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设置 ...。窗口设置 ... 打开。

3. 选择选项卡一般说明。

4. 检查是否设定了以下设置。 若没有，则要修正设置。

 检查制造商识别号：激活

 检验产品号：激活

 检查审核编号： OFF （关）

 检查系列号：未激活

5. 用 OK 关闭窗口。

在一条总线中可能有多个同类设备。 为了区别总线结构，WorkVisual 
自动将一个编号挂在名称之后。不过，建议给设备一个相应的名称，
例如应以设备安装位置的缩写加以说明。

在故障信息中将使用设备在总线结构中的名称。

图  11-1: 控制器总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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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将设备并入库卡总线

说明 设备添加到控制器总线中后，WorkVisual 将自动连接设备。 由于 WorkVisual 
不知道实际总线结构，必须对连接进行检查，需要时进行修改。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用右键点击总线。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设置 ...。窗口设置 ... 打开。

3. 选择选项卡拓扑结构。

 (>>> 11.3.4 " 选项卡拓扑结构 " 页码  92)

4. 选定无效连接并将其删除。为此按删除键或点击右键并选择删除。

5. 添加缺少的连接。 为此点击一个接口并按住鼠标键。 将鼠标指针拉到另一
个接口并松开鼠标键。

6. 像这样标记临时连接。为此，用右键点击连接并在相关菜单中选择可拆开
的连接。 连接显示为虚线。

例如对于控制器总线，与 Electronic Mastering Device (EMD) 的连接便
是一个临时连接，因为 EMD 未永久性连接。

7. 点击地址或 Alias 地址还不正确的设备。 一个窗口即显示。 输入正确地
址。

所有临时相连的设备都需要 Alias 地址。 对 EMD 必须输入 Alias 地址 
2001！

8. 需要时： 将设备用拖放功能拉到其它位置。由此可使选项卡拓扑结构一目
了然。 对总线全无影响。

9. 在右下角点击 OK。

图  11-2: 设备设置，选项卡 “ 一般设置 ”

有关设备插头配置的信息请查阅库卡机器人控制系统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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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选项卡拓扑结构

选项卡 “ 拓扑结构 ” 属性：

 总线中的每一个设备都用一个矩形表示。

 设备编号说明其物理地址。

 为了显示一个设备的名称：

将鼠标指针移到该设备上。 将显示含有设备名称的工具提示。

或选定该设备。窗口右侧显示该设备的属性，例如：名称。

图中的设备：

 为了显示一个接口的名称：

将鼠标指针移到该接口上。 将显示含有接口名称的工具提示。

 线条显示设备间的连接。

实线表示永久性连接。 虚线表示临时连接。

 设备可用 Drag&Drop 拉到其它位置。由此可使选项卡拓扑结构一目了然。 

对总线全无影响。

 窗口右侧显示选定设备的属性，例如：地址和 Alias 地址。 属性部分可

变。

所有临时相连的设备都需要 Alias 地址。 对 EMD 必须输入 Alias 地址 
2001！

 当设备具有一个无效地址或无效 Alias 地址时，图下的信息提示区域便会

显示。

图  11-3: 选项卡 “ 拓扑结构 ” – 示例：控制器总线

设备 名

1001 Cabinet Interface Board (CIB)

1002 Resolver Digital Converter (RDC)

1003 库卡 2 轴 Power Pack (KPP2) (G1)

1004 KUKA Servo Pack 手轴 (KSP) (T1)

1005 KUKA Servo Pack 基轴 (KSP) (T2)

1006 Electronic Mastering Device (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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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连接：

 选定无效连接并将其删除。

为此按删除键或点击右键并选择删除。

 添加缺少的连接。 

为此点击一个接口并按住鼠标键。 将鼠标指针拉到另一个接口并松开鼠标
键。

 像这样标记临时连接。

为此，用右键点击连接并在相关菜单中选择可拆开的连接。 例如：与 
Electronic Mastering Device (EMD) 的连接便是一个临时连接，因为 
EMD 未永久性连接。

11.3.5 添加 Waggon 驱动程序配置

说明 在以下情况下必须将 Waggon 驱动程序配置添加到 WorkVisual 项目中：

 当完全新建了控制器总线时。

 或当在控制器总线上进行了涉及 KPP 的改动时。

为此需要以下配置文件：

 CFCoreWaggonDriverConfig.xml

 EAWaggonDriverConfig.xml

这些文件将在安装 WorkVisual 时自动一同安装。 这些文件位于目录 
C:\Programme(x86)\KUKA\WorkVisual[…]\WaggonDriverConfigurations 
下。 分别在单个控制器总线派生型的子目录中。

哪个 Waggon 驱动程序配置用于哪条控制器总线？

前提条件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文件中展开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节点。

2. 然后，展开下面的节点： Config > User > Common > Mada。

3. 只有当 Waggon 驱动程序文件位于目录 Mada 下且必须删除时，才进行以
下操作：

 用右键点击一个文件并在相关菜单中选择删除。 

 对第二个文件重复该过程。

4. 用右键点击目录 Mada （机器数据）并在相关菜单中选择添加外部文件。

5.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在栏位文件类型中选择记录项所有文件 (*.*)。

6. 导航至存放 Waggon 驱动程序配置文件的目录，选定文件并用打开确认。

现在，文件将在树形结构中在目录 Mada 下显示。 （若不显示： 将所有目
录合上再展开，以刷新显示。）

控制器总线，配 … 目录

KPP 无附加轴 KPP 600-20

KPP 带一根附加轴 KPP 600-20-1x40 (1x64)

KPP 带 2 根附加轴 KPP 600-20-2x40

KPP 带 1 根附加轴和 ServoGun FC 传感器盒 KPP 600-20-1x40 + SDC

KPP 带 2 根附加轴和 ServoGun FC 传感器盒 KPP 600-20-2x40 + SDC

配有附加轴的 4 轴卸码垛机器人 4Ax_PA_mit_ZA

无附加轴的 4 轴卸码垛机器人 4Ax_PA_ohne_ZA

配有附加轴的 5 轴卸码垛机器人 5Ax_PA_mit_ZA

无附加轴的 5 轴卸码垛机器人 5Ax_PA_ohne_ZA

AGILUS sixx 6Ax_CIBsr_KPPsr_KSP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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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分配 FSoE 从属设备地址 （≥ 8.2.21 和 8.3）

说明 机器人控制系统与预配置的 FSoE 地址一起供货。 仅在下列情况下，用户必须
通过 WorkVisual 分配地址：

 有 1 个以上的 RDC 已连接。

在供货状态下，RDC 的 FSoE 地址已预配置为 “2”。 不允许在机器人控
制系统上多次使用一个地址。 

 多个同类型设备已同时被替换。

准备  确定实际应用的设备的库卡序列号。

 对于 KSP 和 KPP，其序列号在铭牌上。

在 Lenze 公司的模块上可能有多个序列号。重要的号码是库卡序列
号。

 (>>> 11.4.2 " 确定 Lenze 公司 KSP/KPP 的序列号 " 页码  96)

 RDC 在电路板上有一个条形码标签。标签上有加密的序列号。

 (>>> 11.4.3 " 确定 RDC 的系列号 " 页码  97)

 确定用于将 WorkVisual 电脑与机器人控制系统相连接的接口的 IP 地址：

a. 在机器人控制系统的主菜单中选择诊断 > 诊断显示器。

b. 在栏位模块中选择接口：网络接口 （服务）（针对 KSI）或网络接口
（KLI）。

接口所属的数据即被显示，其中包括 IP 地址。

前提条件 WorkVisual：

 WorkVisual 电脑的 IP 地址和与其相连（KSI 或 KLI）的接口的 IP 地址

位于同一个子网中。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WorkVisual 中的配置与实际总线结构相同。

通过在 WorkVisual 中加载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激活项目，可以
可靠地实现这一点。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相关设备通过软件支持地址分配。 

设备说明文件中保存了是否是这种情况。虽然有时这种情况已经保存在
新的设备说明文件中，但仍会将设备在 WorkVisual 中以一个旧文件版本
添加到总线结构中。随后必须将新文件导入 WorkVisual，然后将设备从
总线结构中删除并再次添加。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专家或更高用户群

 运行方式 T1

该说明适用于 (V)KR C4 型控制器。 与 KR C4 compact 相关事宜请
联系库卡公司。
 (>>> 16 "KUKA Service" 页码  163)

已确定哪个地址属于哪个设备。 
 (>>> 11.4.1 "FSoE 地址 " 页码  95)

使用 DHCP 时会自动分配一个合适的 IP 地址。
在使用固定 IP 地址并且通过 KLI 连接时，地址取决于在 KLI 中被
配置为 Windows 接口的接口设置。（默认："virtual5"，IP 地址 

172.31.1.147 和子网掩码 255.255.0.0）
在使用固定 IP 地址并且通过 KSI 连接时，合适的 IP 地址范围取决于非实
时通讯的设置。（默认：IP 地址 172.17.x.x，子网掩码 255.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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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控制系统未允许驱动装置开通。

 可通过以下方式进入此状态：触发紧急停止按键。

 可通过以下方式对此状态进行检验：点击状态栏中的驱动装置状态显

示。窗口移动条件即自动打开。Safety 驱动装置开通一栏必须呈灰
色。不允许为绿色。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双击节点库卡控制器总线 (KCB)。窗口设
置 ... 打开。

2. 输入准备时确定的 IP 地址（KSI 或 KLI）。点击 OK 键，以应用说明并关
闭窗口。

3. 用右键点击节点库卡控制器总线 (KCB) 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连接。

这个节点现在以绿色斜体标示。

4. 在节点库卡控制器总线 (KCB) 下方用右键点击相关设备并在弹出菜单中选
择连接。

这个设备名称现在以绿色斜体显示。

5. 再次右键点击该设备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功能 > FSoE-Slave-Adresse 
vergeben...。窗口 FSoE-Slave-Adressen Vergabe 自动打开，并显示当
前设置的 FSoE 地址。

6. 输入序列号和新的 FSoE 地址。前面的零可以省去。

WorkVisual 识别该序列号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则在栏位左侧显示红
色感叹号。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输入期间，只要号码尚不完整并且因此错
误，将显示感叹号。

只要已完整正确输入此号码，红色感叹号即刻消失。

7. 如果序列号正确，则点击应用。然后点击 OK。窗口自动关闭。

8. 再次右键点击该设备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断开。

现在已将数据保存在实际设备上。但实际的控制器总线尚无权限访问设
备。

9. 用右键点击节点库卡控制器总线 (KCB) 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断开。

10.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上重新配置输入 / 输出端驱动程序。

重新配置完成后，控制器总线重新可以访问其设备和当前地址。

11.4.1 FSoE 地址

KSP 和 KPP

RDC 下列表格显示了常见的拓扑结构以及为此必须如何分配 FSoE 地址。

 RDC-Rob = 库卡机器人的 RDC （除了 KR 1000 titan）

 RDC-Titan = KR 1000 titan 的 RDC

 RDC-ExAx = 附加轴或 CK 的 RDC

关于状态栏的信息可在系统软件的操作及编程指南中找到。

带 1 列变频器触排的控制器选型

KSP 左边

地址： 1022

KSP 中间

地址： 1021

KPP 右边

地址： 1020

带 2 列变频器触排的控制器选型

KSP 左上方

地址： 1032

KSP 上方中间

地址： 1031

KPP 右上方

地址： 1030

KSP 左下方

地址： 1022

KSP 下方中间

地址： 1021

KPP 右下方

地址：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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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 1000 titan 有 2 个 RDC。 它们的 FSoE 地址必须始终为 “2” 和 “3”。

其他组件 可以为下列组件分配 FSoE 地址。但是实际上这没有必要，因为它们在每个机
器人控制系统中只存在一次。

11.4.2 确定 Lenze 公司 KSP/KPP 的序列号

X21，级联 X21 X21.1，级联 X21.1

RDC-Rob

地址： 2

--- --- ---

RDC-ExAx

地址： 3

---

RDC-ExAx

地址： 3

RDC-ExAx

地址： 4

X21，级联 X21 X21.1，级联 X21.1

RDC-Titan

地址： 2

RDC-Titan

地址： 3

--- ---

RDC-ExAx

地址： 4

---

RDC-ExAx

地址： 4

RDC-ExAx

地址： 5

X21，级联 X21 X21.1，级联 X21.1

RDC-ExAx

地址： 2

RDC-Rob

地址： 3

--- ---

RDC-ExAx

地址： 4

---

RDC-ExAx

地址： 4

RDC-ExAx

地址： 5

组件 地址

smartPAD 13330

SIB 13331

扩展型 SIB 13332

CIB 1

绝对不允许将 smartPAD、SIB、SIB extended 和 CIB 的地址分配给
其他的组件。

图  11-4: 示例：Lenze 公司 KSP/KPP 上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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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确定 RDC 的系列号

说明 RDC 在电路板上有一个条形码标签。 标签上有加密的序列号。 条形码的类型
有 2 种。 不同类型的序列号长度也不同。

如 RDC 在 RDC 盒中，则必须打开盒子才能看到标签。 

RDC 上的标签

加密的序列号

序号 说明

1 库卡序列号：这是一个重要的号码。

2 序列号：这个号码不重要。

关于 RDC 及打开 RDC 盒的信息见机器人控制系统操作指南。

图  11-5: 示例： 敞开的、含 RDC 的盒

序号 说明

1 相关标签位于电路板中央。 

2 EDS 内存条上的标签不重要。

图  11-6: 例如： RDC 上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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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分配 FSoE 从属设备地址 （≤ 8.2.20）

说明 机器人控制系统与预配置的 FSoE 地址一起供货。只有当更换了设备时，用户
才必须通过 WorkVisual 给这个设备分配地址。

无法同时更换多个同类设备。

准备  确定实际应用的设备的库卡序列号。

 对于 KSP 和 KPP，其序列号在铭牌上。

在 Lenze 公司的模块上可能有多个序列号。重要的号码是库卡序列
号。

 (>>> 11.4.2 " 确定 Lenze 公司 KSP/KPP 的序列号 " 页码  96)

 RDC 在电路板上有一个条形码标签。标签上有加密的序列号。

 (>>> 11.4.3 " 确定 RDC 的系列号 " 页码  97)

 确定用于将 WorkVisual 电脑与机器人控制系统相连接的接口的 IP 地址：

a. 在机器人控制系统的主菜单中选择诊断 > 诊断显示器。

b. 在栏位模块中选择选项网络接口 （KLI）。

接口所属的数据即被显示，其中包括 IP 地址。

前提条件 WorkVisual：

 WorkVisual 电脑的 IP 地址和与其相连 （KLI）的接口的 IP 地址位于同

一个子网中。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WorkVisual 中的配置与实际总线结构相同。

通过在 WorkVisual 中加载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激活项目，可以
可靠地实现这一点。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设为激活。

 相关设备通过软件支持地址分配。 

设备说明文件中保存了是否是这种情况。虽然有时这种情况已经保存在
新的设备说明文件中，但仍会将设备在 WorkVisual 中以一个旧文件版本
添加到总线结构中。随后必须将新文件导入 WorkVisual，然后将设备从
总线结构中删除并再次添加。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专家或更高用户群

序号 说明

1 左侧的两个数字标示类型。可以是：

 类型 20 （示例中）

 类型 26

2 右侧的两个数字标示校验码。 校验码本身不重要。

3 校验码左侧为序列号。 序列号由几位数字组成，取决于类型：

 对于类型 20： 6 个数字 （示例中： 012406)

 对于类型 26： 7  个数字

该说明适用于 (V)KR C4 型控制器。 与 KR C4 compact 相关事宜请
联系库卡公司。
 (>>> 16 "KUKA Service" 页码  163)

已确定哪个地址属于哪个设备。 
 (>>> 11.4.1 "FSoE 地址 " 页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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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库卡总线配置： 控制器总线、系统总线、扩展总线
 运行方式 T1

 $USER_SAF == TRUE 

$USER_SAF == TRUE $USER_SAF 为 TRUE 的条件取决于控制系统类型和运行方式：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双击节点库卡控制器总线 (KCB)。窗口设
置 ... 打开。

2. 输入准备时确定的 IP 地址 （KLI）。点击 OK 键，以应用说明并关闭窗
口。

3. 用右键点击节点库卡控制器总线 (KCB) 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连接。

这个节点现在以绿色斜体标示。

4. 在节点库卡控制器总线 (KCB) 下方用右键点击相关设备并在弹出菜单中选
择连接。

这个设备名称现在以绿色斜体显示。

5. 再次右键点击该设备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功能 > FSoE-Slave-Adresse 
vergeben...。窗口 FSoE-Slave-Adressen Vergabe 自动打开，并显示当
前设置的 FSoE 地址。

6. 输入序列号和新的 FSoE 地址。前面的零可以省去。

WorkVisual 识别该序列号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则在栏位左侧显示红
色感叹号。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输入期间，只要号码尚不完整并且因此错
误，将显示感叹号。

只要已完整正确输入此号码，红色感叹号即刻消失。

7. 如果序列号正确，则点击应用。然后点击 OK。窗口自动关闭。

8. 再次右键点击该设备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断开。

现在已将数据保存在实际设备上。但实际的控制器总线尚无权限访问设
备。

9. 用右键点击节点库卡控制器总线 (KCB) 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断开。

10.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主菜单中选择关机并选择选项冷启动和重
新读入文件。

控制系统重新启动。这时控制器总线重新访问其设备和当前地址。

控制系统 运行方式 条件

KR C4 T1、T2  确认键被按下。

AUT、AUT EXT  分开的防护装置已合上。

VKR C4 T1  确认键被按下。

 E2 已闭合。

T2  确认键被按下。

 E2 和 E7 已闭合

AUT EXT  分开的防护装置已合上。

 E2 和 E7 已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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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oboTeam
12 RoboTeam

12.1 建立 RoboTeam

12.1.1 建立新的 RoboTeam 项目

说明 在 WorkVisual 中有模板可供使用，用该模板可建立一个新的包含一个或多个 
RoboTeam 的项目。 一个向导，单元配置向导，引导用户完成建立过程。

模板 RoboTeams 所包含项目的模板如下：

操作步骤 1. 点击按键新建 ...。 项目浏览器随即打开。 在左侧，已选中选项卡建立项
目
。

2. 在可用的模板区域内选定一个用于 RoboTeam 项目的模板。

3. 在栏位文件名中给出项目名称。

4. 在栏位存储位置中给出项目的默认目录。 需要时选择一个新的目录。

5. 点击按键新建。 单元配置向导打开。 

 

b

T

m

在该文献中说明如何能用 WorkVisual 对  RoboTeams 进行离线配置。 
有关 RoboTeam 以及如何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上进行安装和编程的基本
信息，请见文献 KUKA.RoboTeam。

"RoboTeam" 功能对于带 VKR C4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项目不可用。

模板 说明

一般性 RoboTeam 项目 建立项目，在该项目中由用户确定 RoboTeams 数
量和独立机器人数量。 用户还确定机器人数和每
个 RoboTeam 中附加轴的数量。

单一 RoboTeam 项目 建立一个带 1 个 RoboTeam 的项目。 RoboTeam 
包含 2 个机器人和 1 个附加轴。

包括两个 RoboTeams 
的项目

建立一个带 2 个 RoboTeam 的项目。 每个 
RoboTeam 包含 2 个机器人和 1 个附加轴。 此
外，项目还包含一个操作机器人。

图  12-1: 示例页： 单元配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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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向导中进行所需的设置，例如选择机器人型号。 用继续键进入下一页。

7. 如果已进行所有的设置，则点击完成，然后在下一页上点击关闭。

8. 现在机器人网络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以及窗口 单元配置中显示。 
在选项卡 设备 中以树形结构显示机器人网络，在选项卡 单元配置 中以
图形方式显示。

图  12-2: 例如： 设备选项卡中的 RoboTeam

图  12-3: 例如： 单元配置 窗口中的 Robo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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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oboTeam
12.1.2 将 RoboTeam 插入现有项目中

说明 RoboTeam 可插入现有项目中。 这一操作可通过窗口 项目结构 或窗口 单元配
置 进行。

首要条件  有编目 KukaControllers 和 KUKARobots[…]。

 如果要包含 RoboTeam 附加轴： 有编目 KukaExternalKinematics[…]。

操作步骤 项目结构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用右键点击单元节点，并在相关菜单中选
择选项添加 RoboTeam。

节点机器人网络和子节点 RoboTeam 被插入。 节点被按默认方式编号。 可
以改编号。

2. 将所需机器人控制系统数量加入节点 RoboTeam。

3. 将机器人配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4. 如果需要，则将附加轴配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5. 如果需要，则可将另一个 RoboTeam 加入网络。 

在此用右键点击节点机器人网络，并在相关菜单中选择选项添加 
RoboTeam。 然后重复步骤 2 至 5。

操作步骤 单元配置 1. 在窗口单元配置中用右键点击空的区域，在相关菜单中选择选项添加 
RoboTeam。

一个新的 RoboTeam 即被添加。 可以更改名称。

2. 将所需机器人控制系统数量添加至新 RoboTeam。

3. 将机器人分配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4. 如果需要，则将附加轴分配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5. 如果需要，则可将另一个 RoboTeam 加入网络。

为此用右键点击空的区域，在相关菜单中选择选项添加 RoboTeam。 然后
重复步骤 2 至 5。

12.2 配置 RoboTeam

12.2.1 确定时间主机

说明 在建立机器人网络后，树形结构中的第 1 个机器人控制系统被 WorkVisual 默
认确定为时间主机。 该规定可以更改。

窗口单元配置 中，时间主机通过一个模拟时钟标记。 每个网络只能有 1 个时
间主机。

时间主机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看不到，也不能更改。

首要条件  窗口 单元配置 已打开。

操作步骤 1. 用右键点击要确定为新的时间主机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RoboTeam > 设置为时间管理器。

现在，新的时间主机通过模拟时钟进行了标记。 前一个时间主机的时钟消
失。

如果要将 RoboTeam 插入一个新项目中，则此处有建立项目的专门模
板可供使用。 这比先建立一个普通项目然后再插入 RoboTeam 更简单
快捷。

 (>>> 12.1.1 " 建立新的 RoboTeam 项目 " 页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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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确定动作主机

说明 用该操作步骤可以确定哪个运动系统应跟在另一个运动系统的动作之后。 第
二个运动系统即为运动主机。 这样不能确定哪些运动系统实际在后面跟随，
而只能确定哪些运动系统有可能跟随。 只有在 WorkVisual 中确定为主机和 /
或从属设备的运动系统才能在程序中用作此种运动系统。

可进行多重连接和双向连接，因为运动系统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为动作主机和
/ 或从属设备。

创建连接时，所需的基坐标系和工具坐标系自动创建。 其标记为名称 REF_PIN 
和 LK_BASE 以及图标。 针对应追随一个其他的机器人的机器人：在其他机器
人的工具和基坐标系上创建一个基准。 坐标系在编辑器工具 / 基坐标管理中
标记为红色，因为它们还未被配属给号码。

首要条件  窗口 单元配置 已打开。

操作步骤 1. 点击一个运动系统 （机器人或附加轴），并按住鼠标键。

2. 将鼠标指针拖到另一个运动系统上并松开鼠标键。弹出窗口 { 运动系统 
1} 应当进行 { 运动系统 2}  即自动打开。

3. 点击弹出窗口。

第一个运动系统现在可以跟上另一个运动系统。具体显示为折弯的箭头。
如果基点尚未测量，则箭头为红色。绿色箭头表示，基点已经测量。

4. 重复第 1 至第 3 步，直到每个运动系统都至少与一个其它运动系统相连。

图  12-4: 时间主机的显示

项号 说明

1 时钟对时间主机进行标记。

建议仅建立程序实际所需的连接。 不必连接两个方向上的每一个运动
系统，因为这样会占用不必要的工具和基坐标系。 它们不能再用于其
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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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oboTeam
5. 打开编辑器 工具 / 基坐标管理 并按照需要分配尚未配属给号码的基坐标
系和工具坐标系。

图  12-5: 动作主机的显示

项号 说明

1 机器人 2 是机器人 1 的动作主机。红色箭头变成了蓝色箭头，因
为鼠标光标放在它上面。

2 机器人 2 是机器人 3 的动作主机。

3 将鼠标光标放在另一个箭头上，打开一个信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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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删除主从连接

说明 动作主机所确定的连接如果不再需要则可删除。

操作步骤 1. 点击要删除的箭头。 箭头变成蓝色。

2. 用右键点击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删除。 箭头被删除。 

12.2.4 建立和配置信号量

说明 通过信号量确定机器人进入工作区域的顺序。

首要条件  RoboTeam 已建立。

 窗口 单元配置 已打开。

操作步骤 1. 用右键点击一个机器人控制系统并在相关菜单中选择 RoboTeam > 创建信
号量。

2. 即添加一个信号量。 默认名称为 Semaphor [ 序号 ]。 默认名称可以更改。

3. 在生成时选择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具有优先等级 1。优先等级可更改：

a. 针对信号量：点击向下箭头。

图  12-6: RoboTeam 中的工具和基坐标系

项号 说明

1 未配属给号码的工具坐标系

2 显示坐标系属于 2 个机器人的连接

3 未配属给号码的基坐标系

在工艺程序包 KUKA.RoboTeam 中，信号量被称为工作范围。 这些工
作范围专门针对  RoboTeam 并且与由机器人各个轴运动范围构成的几
何工作范围无关。

如果机器人控制系统上安装有 KUKA.RoboTeam，则信号量可在 
KUKA smartHMI 上通过 显示 > 工作范围 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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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oboTeam
b. 在优先权列表 范围内用箭头确定顺序。

4. 机器人控制系统被确定为信号量主机。 信号量主机可以更改：

a. 针对信号量：点击向下箭头。

b. 在栏位 主设备 中选择所需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图  12-7: 配置信号量

项号 说明

1 显示信号量

2 优先权列表

用箭头可更改顺序。

3 信号量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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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程

13.1 建立程序

前提条件  如果使用一个 KR C4 控制器：编目 KRL 模板已添加到窗口编目中。

 如果使用一个 VKR C4 控制器：编目 VW 模板已添加到窗口编目中。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文件中展开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树形结构。

2. 在编目 KRL 模板或 VW 模板中按住所需的模板并用拖放功能拖到树形结构
的节点上。 程序文件即被添加到树形结构中。

现在可用 KRL 编辑器编辑文件。

13.2 导入程序

说明 可导入 SRC、DAT、SUB 和 KRL 格式的文件。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文件中展开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树形结构。

2. 用右键点击应建立程序的节点并在相关菜单中选择添加外部文件。 

3. 导航至存有待导入的文件的目录。

4. 选定文件并用打开确认。 文件即被贴入树形结构中。

现在可用 KRL 编辑器编辑文件。

13.3 显示文件的变量说明

在某个特定文件中所说明的所有 KRL 变量都能清晰地显示在一个列表中。对
于 SRC 文件，也总是显示相关 DAT 文件的变量，反之亦然。 

操作步骤 1. 只有当尚未显示窗口变量列表时：这会通过菜单序列显示窗口 > 变量列
表。

2. 打开 KRL 编辑器中的文件，或者如果已经打开，则点击文件选项卡。

3. 现在，变量列表显示模块 （SRC 文件和所属的 DAT 文件）中所声明的所
有变量。

4. 需要时，可在 KRL 编辑器中按如下步骤选中一个变量：

 双击搜索结果中的行。

 或者：用右键点击该行并在相关菜单中选择定位 ...。

 或者：选定行，并点击输入按键。

在窗口变量列表中可使用一个搜索功能，用该功能可在当前文件中搜索局部变
量：

 在搜索栏内输入变量名或名称的一部分。 查找结果将立即显示。

如果光标位于搜索栏内，则可用 ESC 键将其清空。

说明

点击某一列，列表可按该列排序。

 

图  13-1: 变量列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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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在文件中查找和替换

说明 WorkVisual 提供一个查找功能，通过这个查找功能可以在整个项目的所有文
件中搜索文本。 同样可只搜索单个文件，或在一个文件中搜索选定的区域。 
在搜索窗中可选择需要搜索这个区域的哪些内容。 

不只是查找，也可查找和替换。

可以在项目中任意位置调用查找或查找和替换功能，在哪个工作区域或编辑器
以及类似位置则无关紧要。

操作步骤 1. 如果需要查找单个文件，则打开该文件。

2. 如果需要查找文件中某个区域，则选定该区域。

3. 打开搜索窗： STRG+F

或者： 用于查找和替换的窗口打开： STRG+H

4. 进行所需的设置并且点击查找按键，或点击替换或全部替换按键。

13.5 KRL 编辑器

13.5.1 在 KRL 编辑器中打开文件

前提条件  涉及的文件格式为 KRL 编辑器可编辑的格式。

 (>>>  " 文件格式 " 页码  110)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文件中双击一个文件。

或者： 选中文件，然后点击按钮 KRL 编辑器。

或者： 选中文件，然后选择菜单序列编辑器 > KRL 编辑器。 

2. 为了关闭文件： 点击右上角的 “X”。

在 KRL 编辑器中可同时有多个文件打开。 需要时可将其左右或上下排列显
示。 例如，这样可方便地比较内容。

并列显示文件：

1. 在 KRL 编辑器中用右键点击文件的标题。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新的竖直制表
符组。

2. 重新前后显示文件： 在 KRL 编辑器中用右键点击文件的标题。在弹出菜
单中选择向上或向下。

上下显示文件：

1. 在 KRL 编辑器中用右键点击文件的标题。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新的水平制表
符组。

2. 重新前后显示文件： 在 KRL 编辑器中用右键点击文件的标题。在弹出菜
单中选择向上或向下。

文件格式 KRL 编辑器主要用于编辑包含 KRL 代码的文件。

 SRC

 DAT

 SUB

按键 名称 / 说明

将变量根据局部子函数编组

按键被按下： 显示按照文件类型排序。 （在该排序中还可以
按列排序）。

按键未被按下： 显示不按照文件类型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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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用 KRL 编辑器也可编辑以下格式的文件：

 ADD

 BAT

 CONFIG

 CMD

 DEL

 INI

 KFD

 KXR

 LOG

 REG

 TXT

 XML

13.5.2 KRL 编辑器操作界面

图  13-2: KRL 编辑器的操作界面

序号 说明

1 程序区域

在此输入或编辑代码。KRL 编辑器可提供大量协助程序员编程的功
能。

2 该文件中的子程序列表

为了进入某个子程序，要在列表中选择该子程序：光标跳向该子程
序的 DEF 行。

文件不含子程序时，列表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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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3 放大 / 缩小视图

操作步骤 1. 点击 KRL 编辑器的任意位置。

2. 按住 Ctrl 键并滚动鼠标滚轮。

 向上滚动鼠标滚轮： 放大

 向下滚动鼠标滚轮： 缩小

13.5.4 配置 KRL 编辑器

准备 只有当想看到设定如何起作用的预览时，才有必要如下操作：

1. 在 KRL 编辑器中打开一个文件。

2. 如果也想看到选定部分的颜色预览，采取如下操作： 选定文件的任意位
置。

（在窗口选项打开时，则在文件中无法选定。）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顺序其它 > 选项。窗口选项打开。

2. 打开窗口左侧文件夹文本编辑器。 在文件夹中选定子项。

在窗口右侧显示当前相关设定。

3. 进行所希望的更改。

如果同时在 KRL 编辑器中打开一个文件，即刻就能看到更改。 （例如：
在空格显示或隐藏时。）

4. 用 OK 键确认。改动即被应用。

或用取消键取消更改。

可将颜色设定随时重新复位到默认值。 对此，按键复位位于窗口选项的相关
页中。 （位于页面下方，需要滚动页面。）

13.5.5 编辑功能

13.5.5.1 一般编辑功能

选中  选中一个区域：点击选择开始的地方，然后按住鼠标左键。拖动鼠标至选

中所需的区域，然后重新放开鼠标。

3 变量声明列表

该列表始终以在子程序列表中当前选择的子程序为基础。为了进入
某个声明，要在列表中选择变量：光标跳向有该变量声明的行中。

没有变量声明时，列表为空。

4 分析条

标记显示代码中的错误或不一致。

 鼠标悬停在标记上方时，显示具有出错说明的工具提示。

 通过点击标记，光标跳到程序中的相关位置。某些错误 / 不一

致会被自动更正。

 (>>> 13.5.9 "Quickfix 修正 " 页码  116)

5 正方形有当前 严重错误的颜色。

没有错误 / 不一致时，正方形为绿色。

序号 说明

如果将鼠标光标移动到一栏位，则该窗口下方将显示该栏位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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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一行：点击行号。

编辑 常用编辑功能可在弹出菜单中调出。包括：

 剪切、粘贴、复制、删除

 撤销、还原

 查找  …  (>>> 13.4 " 在文件中查找和替换 " 页码  110)

此外，在弹出菜单中还可以使用以下所列命令。

13.5.5.2 变量重命名

说明 可通过一次性操作在出现变量名称的所有位置更改该变量名称。

这也适用于在 DAT 文件定义且在数个 SRC 文件中使用该变量的情况。

前提条件  出现变量名称的文件中无句法错误。

在有句法错误的文件中，自动更改不起作用。

操作步骤 1. 在任意一处选定所需的变量。

2. 用右键点击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重命名。

3.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更改名称并用 OK 确认。

如在选择时另外再按住 ALT 键，则可选择矩形区域。 

并非在所有文件格式中都可以使用所有命令。

如果没有选中任何区域，则针对选中区域的命令对整个文件有效。

菜单项 说明

编辑 > 转换为大写字母 在选中区域中的所有小写字母转换为大写字母。

编辑 > 转换为小写字母 在选中区域中的所有大写字母转换为小写字母。

编辑 > 第一个字母大写 在选中区域中的所有第一个字母转换为大写字母。

编辑 > 跳格转换为空格 在选中的区域中以空格代替跳格。 

提示：一个跳格应等于多少个空格，可通过参数缩进大小进
行配置。

编辑 > 空格转换为跳格 在选中的区域中以跳格代替空格。

编辑 > 缩进 在选中区域的每行中 （额外）插入行首空格。

提示：应插入多少空格，可通过参数缩进大小进行配置。

编辑 > 删除行首空格 删除选中区域中所有行首空格。

折叠 > 全部展开 打开当前显示文件的所有折叠。

折叠 > 全部收起 关闭当前显示文件的所有折叠。

格式化 缩进、换行等在整个文件里按照标准进行调整。有效的标准
取决于文件格式。

注释 取消对行的注释。

取消注释 对行进行注释。

重命名  (>>> 13.5.5.2 " 变量重命名 " 页码  113)

转至声明  (>>> 13.5.7 " 跳至变量声明 " 页码  115)

添加代码片段  (>>> 13.5.5.4 " 代码片段 - KRL 指令的快速输入 " 页
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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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3 自动完整化

在 KRL 编辑器中可以使用自动完整化功能。 

输入代码时即会自动显示包含以下元素的列表：

 KRL 关键词

 已知变量名

 已知函数名

 已知用户自定义参数类型 (STRUC 或 ENUM)

 片段  (>>> 13.5.5.4 " 代码片段 - KRL 指令的快速输入 " 页码  114)

列表 顶部显示与已输入字符相匹配的元素。 这些元素然后再按使用频率区
分优先次序，即选择结果始终与用户行为相匹配。

需要时在列表中选中一个元素，然后用回车键应用到程序文本中。 这样就不
必每次都重复键入复杂的变量名。

13.5.5.4 代码片段 - KRL 指令的快速输入

说明 在 KRL 编辑器中可快速输入常用 KRL 指令。

例如：如果想编程设定一个 FOR 循环语句，则不必输入完整的句法 FOR … = 

… TO … STEP …， 而是从完整列表中选择指令。只有句法的变量位置还需手

动补充。

操作步骤 开始点击代码时，完整列表会自动显示。 通常，所希望的指令已被选中。

1. 按下回车键，以应用完整列表中所选中的指令。 或双击另外一个指令。

2. KRL 句法自动添加。 第一个变量位具有蓝色背景。 输入所需值。

3. 用 TAB 键跳到下一个变量位置。 输入所需值。

4. 对所有变量位置重复步骤 3。

5. 按下回车键，以结束编辑。

完整化列表中的导航：

滚动

或者： 输入所需元素的前几个字母。标记即转至那里。

图  13-3: 通过回车键应用或双击

图  13-4: 第一个变量位具有蓝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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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单独调出代码片段列表： 用右键点击并在相关菜单中选择选项插入代码
片段。

此外，可通过下列方法输入一个代码片段：输入缩写并按 TAB 键。

（调出带有代码片断的列表便可确定缩写。 选定指令。 工具提示自动显示。 
在第 2 行中含有可能的缩写。）

13.5.6 折叠夹

说明 KRL 编辑器的内容可以象标准型 KRL 程序一样用折叠夹来结构化。 

操作步骤 打开一个折叠夹：

 双击关闭的折叠夹的小方框。

 或者：点击加号。

关闭一个折叠夹：

 点击减号。

打开或关闭所有折叠夹：

 弹出菜单：折叠夹 > 全部展开或全部合上

13.5.7 跳至变量声明

操作步骤 1. 将光标置于变量名称中，或者直接置于 前面的几个字母之前或者 后面
的几个字母之后。

2. 用右键点击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至声明。

13.5.8 显示变量的所有应用

操作步骤 1. 只有当尚未显示窗口找到应用时：

选择菜单序列 “ 窗口 > 找到应用 ”。

2. 将光标置于变量名称中，或者直接置于 前面的几个字母之前或者 后面
的几个字母之后。

3. 点击右键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找到应用。

在窗口找到应用中显示名为 [ 变量名 ] 应用的选项卡。 所有应用均详细列
在该处 （文件及路径、行号等）

4. 需要时： 双击列表中的一行。 在程序中即选中相应的位置。 

图  13-5: 关闭的折叠夹

图  13-6: 打开的折叠夹
115 / 175发布日期 : 09.11.2016 版本 : KST WorkVisual 4.0 V4



116 / 175

WorkVisual 4.0
这时可以进行例如重命名。

13.5.9 Quickfix 修正

代码中的波浪线和分析条中的标记提示代码中的错误或不一致。

这些错误 / 不一致的一部分会被自动更正 (“Quickfix”)。 快速修复 
(Quickfix) 小灯自动显示。 用户可通过小灯旁边的箭头键显示不同的解决方
案并且选择一个方案。 

13.5.9.1 修正未声明的变量或自动声明

说明 未声明的变量显示如下：

 在代码中通过红色的波浪线标出

 在分析条中通过红色线条标出

但红色也可以表示其它错误。 如果是未声明的变量，则在鼠标悬停在波浪线 /
线条上时显示以下工具提示： 未找到变量 [ 名称 ] 声明。

操作步骤 1. 将光标置于标出波浪线的名称中，或者直接置于 前面的几个字母之前或
者 后面的几个字母之后。

或者： 在分析条中点击线条。

这时在变量名旁显示 Quickfix 小灯。 

2. 检查是否因疏忽而写错变量名称 （与声明时所用的不同）。

 如果是： 改正。 红色波浪线 / 线条消失。 无需其它步骤！

 如果不是： 继续进行下一步。

3. 将鼠标指针移到 Quickfix 小灯上。 在小灯旁显示一个箭头。

点击该箭头。 将显示下列选项：

 声明本地变量

 在数据列表中声明变量

4. 点击所需的选项。

5. 仅在在数据列表中声明变量时： 数据列表自动打开。 

打开折叠夹 BASISTECH EXT。

6. 变量声明代码片段已被自动添加。 估计的数据类型用蓝色加以强调。 声明
后面是注释： ；该变量表示 ...。

 根据需要保留或更改数据类型。 

 用 TAB 键调至注释。 根据需要编辑注释。

13.5.9.2 删除未使用的变量

说明 未使用的变量显示如下：

 在代码中通过蓝色的波浪线标出

 在分析条中通过蓝色线条标出

鼠标悬停在波浪线或线条上时，显示具有说明的工具提示。

图  13-7: 快速修复 (Quickfix) 小灯

如果在完整化列表的工具提示选中变量，则该注释就显示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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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将光标置于标出波浪线的名称中，或者直接置于 前面的几个字母之前或
者 后面的几个字母之后。

或者： 在分析条中点击线条。

这时在变量名旁显示 Quickfix 小灯。 

2. 将鼠标指针移到 Quickfix 小灯上。 在小灯旁显示一个箭头。

点击该箭头。 将显示下列选项：

 去除声明

 注释声明

3. 点击所需的选项。

13.5.9.3 统一变量名的大小写格式

说明 如变量名在定义或其它应用时的大小写格式不同，则显示如下：

 在代码中通过浅蓝色的波浪线标出

 在分析条中通过浅蓝色线条标出

鼠标悬停在波浪线或线条上时，显示具有说明的工具提示。

操作步骤 1. 将光标置于标出波浪线的名称中，或者直接置于 前面的几个字母之前或
者 后面的几个字母之后。

或者： 在分析条中点击线条。

这时在变量名旁显示 Quickfix 小灯。 

2. 将鼠标指针移到 Quickfix 小灯上。 在小灯旁显示一个箭头。

点击该箭头。 将显示下列选项：

 将该应用更改为 [ 与声明时相同的名称 ]

 将声明的名称更改为 [ 与该程序位置上相同的名称 ]

3. 点击所需的选项。

13.5.10 创建用户自定义的片段

说明 用户可以创建自己的片段。 为此必须将所需的属性保存在片段格式的文件中。 
然后必须将该文件导入 WorkVisual。 然后就可以在 KRL 编辑器中使用片段。

片段文件的模板见 WorkVisual CD 光盘上的文件夹 DOC。 

操作步骤 如果已生成代码片段文件，必须通过下列操作步骤导入：

1. 选择菜单序列其它 > 从文件导入代码片段 ...。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导航至存有代码片段文件的目录并选定该文件。点击打开。

此时，在 KRL 编辑器中的代码片段可供使用。

示例 1 应生成一个代码片段，用以导入以下代码结构：

代码片段应在代码片段列表中显示为 “User” （用户），并且工具提示应含
有此处显示的信息： 

已导入 WorkVisual 中的代码片段同样可供 OptionPackageEditor 使
用，反之亦然。 但前提是 WorkVisual 和 OptionPackageEditor 均
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运行，且注册用户相同。

图  13-8: 编码必须通过代码片段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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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片段文件必须符合下列格式：

图  13-9: 所需的代码片段

图  13-10: SNIPPET 文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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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仅针对 <Snippet> （代码片段）区域的示例：

行 说明

3 … 48 代码片段 1 的区域

一个代码片段文件可包含多个此种区域，即多个代码片段。

7 在工具提示中显示的标题

10 在代码片段列表中显示的名称

提示： 此字符串可触发完整功能。 即在程序中键入此字符串时，会出现整个列表，
其所属的代码片段也会被选中。

13 … 
15

此代码片段的缩写

18 仅具有此文件扩展名才会在列表中显示代码片段

21 在工具提示中显示的说明

24 在工具提示中显示的创建人姓名

27 … 
30

此处确定以何种方式添加代码片段。

 Expansion： 在光标所在的位置添加代码片段。

 SurroundsWith： 在添加代码片段前，在 KRL 编辑器中选中程序行。 包含这些

程序行的代码片段随即被自动添加。 由占位符 $selection$决定这些行在代码

片段中所处的确切位置。

37 第 38 和 39 行涉及到的并出现在第 43 ... 45 行的占位符

38 针对此占位符显示出的工具提示

39 占位符默认值

43 … 
45

添加代码片段的程序文本

该文本由固定文本和 / 或占位符组成。

 $selection$： 参见关于 SurroundsWith的说明。

 $end$： 该占位符决定在用回车键结束添加代码片段之后，光标所处的位置。

图  13-11: 编码通过代码片段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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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用 KRC 浏览器在线工作

用 KRC 浏览器可以直接在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文件系统上进行更改，无需为此
传输项目。

WorkVisual 在编辑前生成文件系统的本地副本，在该文件系统内进行更改。 
更改 （包括单个更改）随时可以与机器人控制系统同步。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工作目录在下文称为工作目录。

13.6.1 在 KRC 浏览器中打开工作目录

前提条件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KUKA smartHMI 已启动。

 工作范围 编程和诊断

操作步骤 1. 点击按键创建连结。

或者： 在 KRC 浏览器中用右键点击空白区域并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创建连
结。

用于选择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窗口打开。 在该窗口中可按照控制系统的类型
和版本进行筛选。 此外还可以使用搜索功能来搜索控制系统的名称。

2. 选择所需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并用 Ok 确认。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工作目录即
被载入并显示在 KRC 浏览器中。

图  13-12: SNIPPET 文件结构

该功能只能用于装有库卡系统软件  8.3.15 以上版本或 VW 系统软件 
8.3.11 以上版本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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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 KRC 浏览器操作界面

13.6.2.1 KRC 浏览器中的按键栏

图  13-13: KRC 浏览器操作界面

序号 说明

1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工作目录

2 图标显示文件夹或文件的当前状态。 鼠标悬停在图标上方时，显
示具有状态说明的工具提示。 在某些状态下会显示额外信息。 例
如当文件已被移除时，在工具提示中显示原始路径。

 (>>> 13.6.2.2 "KRC 浏览器中的图标 " 页码  122)

3 按键栏

 (>>> 13.6.2.1 "KRC 浏览器中的按键栏 " 页码  121)

4 在搜索栏中可以搜索文件名与文件夹名。

按键 说明

显示或隐藏已删除的文件和文件夹。

监控机器人控制系统文件系统上的更改。 文件更改后，该图表
显示在文件名的后面。

模块视图

显示 SRC 和 DAT 文件如何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上合并到一个模块
中。

显示工作目录中某个模块的所有子程序。 双击子程序时，在编
辑器中显示定义子程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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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2 KRC 浏览器中的图标

模块视图中的图标：

调试模式中的图标：

展开选定的节点和所有子节点。

合上选定的节点和所有子节点。

按键 说明

图标 说明

文件已被更改！

含有一个 SRC 和 / 或一个 DAT 文件的模块。

SRC 文件中的子程序

文件或文件夹未更改。

文件或文件夹已重命名。

文件已被重命名和更改。

文件或文件夹已被移除。

文件在移除前或后已被重命名时也显示该图标。

文件或文件夹已被删除。

无法更改已经删除的文件。

文件或文件夹已被添加至工作目录中。

文件在添加后已被更改、重命名或移除时也显示该图标。

文件已被更改！

文件已被移除和更改。

图标 说明

模块已被更改和移除。

模块已被更改和重命名。

SRC 或 DAT 文件已被更改，其他各个文件已被删除。

SRC 或 DAT 文件已被更改，其他各个文件未被更改。

SRC 或 DAT 文件已被删除，其他各个文件未被更改。

SRC 或 DAT 文件已被移除，其他各个文件未被更改。

SRC 或 DAT 文件已被重命名，其他各个文件未被更改。

SRC 或 DAT 文件已被更改，其他各个文件已被重命名和更改。

SRC 或 DAT 文件已被更改和重命名，其他各个文件未被更改。

图标 说明

程序已关联。

程序未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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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 配置 KRC 浏览器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工具 > 选项 ...。窗口选项打开。

2. 选定窗口左侧文件夹在线工作区域中的子项 KRC Explorer。

在窗口右侧显示当前相关设定。

3. 选出应默认保存工作目录的文件夹。

4. 用 OK 确认。 设置即被应用。

13.6.4 常用编辑功能

常用编辑功能可在弹出菜单中调出。包括：

 剪切、复制、粘贴、重命名、删除

此外，在弹出菜单中还可以使用以下所列命令。

13.6.5 用模板新建文件

操作步骤 1. 在工作目录中用右键点击应创建文件的文件夹。

2.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 ...。 窗口选择模板自动打开。

3. 选定所需的模板。

模板可以从库卡模板、已安装备选软件包的模板以及当前机器人控制系统
的模板中选取。

4. 在名称栏中输入命名并用 Ok 确认。

程序已选定并且已结束。

程序已选定并且正在执行。

程序已选定并且已停止。

程序已选定并且已重置。

图标 说明

菜单项 说明

编辑器 在 KRL 编辑器中打开文件。

用 ... 打开 在所选的程序中打开文件。

启动调试 启动调试模式。

停止调试 结束调试模式。

在资源管理器中打开 在 Windows 浏览器中打开选中的目录或选中文
件的目录。

添加 ... 在选中的文件夹中以所选模板的格式创建文
件。

 (>>> 13.6.5 " 用模板新建文件 " 页码
 123)

另存为模板 将选定的另存为模板。

断开连接 断开与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连接。 工作目录即被
删除！

新文件夹 ... 在选定的文件夹中新建一个文件夹。

与控制器版本比较 将选中的文件与机器人控制系统上的文件进行
比较。

和 ... 比较  (>>> 13.6.9 " 比较文件 " 页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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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6 将更改传输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说明 通过该操作步骤可将 WorkVisual 工作目录中的全部更改或仅选出的更改传输
给实际所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前提条件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KUKA smartHMI 已启动。

 专家用户组

 运行方式 T1 或 T2

 工作范围 编程和诊断

操作步骤 1. 传输所有更改：选定工作目录的根节点。

传输所选的更改：选定应传输的文件或文件夹。

2. 点击按钮将更改传输到控制器。

或者：点击右键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传送改动。

将会检查更改有无冲突。如果有冲突，会显示一条信息。冲突必须解决，
否则不能传输更改。如果没有冲突，则显示更改概览。

3. 如果并不是传输所有显示的更改：在相应更改的复选框中取消勾选。

4. 用 Ok 确认。KUKA smartHMI 显示安全询问用户 […] 请求远程访问该控制系

统。是否允许远程访问？。

5. 点击是确认询问。更改即被传输。smartHMI 显示信息用户 […] 请求远程访

问该控制系统。在用撤销对信息确认之前，始终可以访问。

13.6.7 从机器人控制系统载入更改

说明 通过该操作步骤可从机器人控制系统载入全部更改或仅选出的更改。 工作目
录中尚未传输到机器人控制系统上的更改即被显示，并且可以撤销。

前提条件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KUKA smartHMI 已启动。

 工作范围 编程和诊断

操作步骤 1. 或者： 用右键点击工作目录的根节并选择 从控制器加载文件。 在概览中
显示所有更改。

或者： 用右键点击工作目录中的一个文件夹并选择从控制器加载文件。 所
选的含有文件及其更改的文件夹显示在概览中。

2. 按照需要勾选更改项的复选框并用 Ok 确认。 所选的更改即被执行。

13.6.8 恢复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状态

说明 通过该操作步骤可以删除工作目录中的所有本地更改并恢复机器人控制系统的
状态。

如果一个文件在 WorkVisual 的工作目录中和实际所用机器人控制系
统上有不同的更改，则有 3 种办法：

不更改

 用工作目录中的文件覆盖实际所用机器人控制系统上的文件

 合并文件

如要合并文件，需要外部编辑器。
 (>>> 6.28.4 " 配置附加编辑器 " 页码  58)

将更改传输后，必须在 T1 下测试所有程序。 否则会造成财产
损失。

这尤其针对已经中断传输并且无法执行更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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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KUKA smartHMI 已启动。

 工作范围 编程和诊断

操作步骤 1. 用右键点击工作目录的根节并选择 创建控制器状态。

2. 用是回答安全询问。 实际所用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状态即被恢复，所有更改
即被覆盖。

13.6.9 比较文件

说明 通过该操作步骤可将 WorkVisual 工作目录中的某个文件与机器人控制系统上
的相同文件进行比较。文件也可以与本地硬盘上的文件进行比较。

前提条件  工作范围 编程和诊断

仅针对与机器人控制系统比较：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KUKA smartHMI 已启动。

操作步骤 与机器人控制系统中的文件进行比较：

 或者：用右键点击工作目录中的文件并在快捷菜单中选择与控制器版本比

较。文件即被已经配置为默认比较编辑器的编辑器打开。

 或者：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和 ... 比较 > 控制器上的文件并选择所要的编辑

器。文件即被所要的编辑器打开。

与本地硬盘上的文件进行比较：

1. 用右键点击工作目录中的文件并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和 ... 比较 > 局部文
件，然后选择所要的编辑器。一个窗口打开。

2. 导航至存有用于比较的文件的路径。

3. 选定文件并用打开确认。文件即被所要的编辑器打开。

13.7 调试程序

在 WorkVisual 中可以使用调试模式来找出正在运行的程序中的错误。 也可以
调试有子程序的程序。

可以使用任意软件进行比较。但该软件必须先安装好并在 
WorkVisual 中配置好。
 (>>> 6.28.4 " 配置附加编辑器 " 页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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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 调试模式概览

图  13-14: 调试模式

序号 说明

1 调试模式中的工作目录

2 调试模式中正在运行的程序

3 语句指针的当前位置

4 预进指针的当前位置

5 监控窗口

 (>>> 13.7.3 " 监控变量 " 页码  128)

6 调试窗口

 (>>> 13.7.2 " 启动调试模式 " 页码  127)

指针 说明

语句指针

移至目标点。

预进指针

语句指针位于子程序中。

语句指针和预进指针在同一行中。已以精确暂停到达目标点。

语句指针和预进指针在同一行中。移至目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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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按键仅在使用 OPS 时可用：

13.7.2 启动调试模式

前提条件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KUKA smartHMI 已启动。

 专家用户组

 运行方式 T1 或 T2

 工作范围 编程和诊断

 工作目录在 KRC 浏览器中打开，并且状态是实际所用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状

态。

操作步骤 1. 只有当尚未显示窗口调试时：该窗口通过菜单序列窗口 > 调试加以显示。

2. 在 KRC 浏览器中用右键点击工作目录并选择启动调试。

或者：点击按钮 。

3. 在 smartHMI 上选出并启动所要的程序。

语句指针

已以精确暂停到达目标点。

语句指针位于程序上端。

语句指针位于程序下端。

语句指针位于子程序中。 当前程序行位于程序上端。

语句指针位于子程序中。 当前程序行位于程序下端。

按键 说明

启动调试模式。

结束调试模式。

按键 说明

启动程序。

停止程序。

重置程序。

指针 说明

图  13-15: 窗口调试

序号 说明

1 此处显示工作目录已经载入 WorkVisual 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2 此处显示当前的程序运行方式。可选择另一种程序运行方式。该设
置仅在使用 OPS 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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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 监控变量

说明 在调试期间可以监控程序中的变量状态。 有 2 个监控窗口可供使用： 在这两
个窗口中也对数学计算（例如变量 + 5）和表达式以及嵌套结构和字段进行分
析。 如果一个值发生变化，则在监控窗口中以红色显示该值几秒。

以下变量可以监控：

 全局定义 （在含有密码 PUBLIC 的 $CONFIG.DAT 文件或 DAT 文件中）的

变量

 在 DAT 文件中本地定义 （对模块是全局变量）的变量

 在 SRC 文件中本地定义的变量，而预进指针在相同的程序中，与定义一样

（预进数据）

前提条件  调试模式已启动。

操作步骤 1. 监控窗口通过菜单序列窗口 > 监控窗口 1 或监控窗口 2 加以显示。

2. 在程序中用右键点击所需的变量并选择监控。

或者： 在名列中点击空行，并输入所需变量的名称。 输入时会推荐在当前
程序中的变量或全局定义的变量

3 这些行显示语句指针和预进指针当前位于哪个程序的哪一行中。

4 调用列表

这些行显示调用哪些程序或程序内的哪些函数。双击某行时，直接
跳转至程序中的相应位置。 

在本例中在程序 h50.SRC 的第 283 行中调用一个函数。从该函数
在第 338 行中调用程序 palette.SRC 中的一个函数或一个程序。

按键 说明

启动调试模式。

结束调试模式。

显示编辑器中的语句指针。

显示编辑器中的预进指针。

当语句指针位于子程序中时显示在编辑器中。

自动滚动至语句指针所在的程序位置上。

语句指针在已经打开的子程序中时在前台显示该子程序。

为每个调用的子程序打开一个编辑器。

序号 说明

图  13-16: 监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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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 结束调试模式

操作步骤  在 KRC 浏览器中用右键点击工作目录并选择停止调试。

或者： 点击按键 。

序号 说明

1 此处显示已经启动调试模式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2 此处显示在监控窗口中的所有变量组。 可以为每组设置一个筛选
器。

按键 说明

以 ConfigMon.INI 格式载入变量

以 ConfigMon.INI 格式保存变量

图标 说明

已在 DAT 文件或 SRC 文件中定义的变量

信号 （例如输入端和输出端）

数学计算和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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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项目传输和激活

14.1 生成代码

说明 在将一个项目传输到机器人控制系统时，总是先生成代码。 以此步骤可单独
生成代码，这样可事先检验生成过程是否无错。

代码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文件中显示。

自动生成的代码显示为浅灰色。

操作步骤  选择菜单序列其它 > 生成代码。

代码即生成。当过程结束时，信息窗口中显示以下信息提示： 编译了项目 
<“{0}” V{1}>。结果见文件树。

14.2 钉住项目

说明 机器人控制系统上的项目可以被钉住。 项目可直接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上被钉
住，或从 WorkVisual 钉住。

被钉住的项目可被更改、激活或删除。 然而也可被拷贝或松开。 您可将项目
钉住，以避免被无意中删除。

操作步骤 从 WorkVisual 钉住：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查找项目。 项目资源管理器随即打开。 左侧选出了
选项卡查找。

2. 在可用的单元区域展开所需单元的节点。 该单元的所有机器人控制系统均
显示出来。

 

配置中的所有更改在生成代码期间才被应用到文件结构中。出于这个
原因，代码生成后文件中的手动更改可能不再存在。

图  14-1: 生成代码示例：之前 -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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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开所需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节点。 显示所有项目。 被钉住的项目以大头针
图标标示。

4. 选定所需项目，并点击按键钉住项目。 项目就此钉住 （固定），在项目列
表中用一个大头针图标标示。

14.3 将机器人控制系统配给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说明 用该操作步骤可将项目中的每个机器人控制系统分配给一个实际应用的机器人
控制系统。然后，项目可从 WorkVisual 传输到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中。

前提条件  在 WorkVisual 中已添加了一个机器人控制系统。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KUKA smartHMI 已启动。

如果随后要传输并且也要激活项目：

 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已选择了专家或更高的用户组。

限制：如果激活会造成在与安全相关的通讯参数范围内的变化，则必须选
择安全维护人员或更高用户组。

 如果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已选择了运行方式 AUT 或 

AUT EXT：项目仅包含对 KRL 程序起作用的设置。如果项目中含有会造成
其它变化的设置，则不能将其激活。 

操作步骤 1. 在菜单栏中点击按钮安装 ...。窗口 WorkVisual 项目传输自动打开。在
左侧显示项目中的虚拟机器人控制系统。在右侧显示目标控制系统。如果
尚未选择控制系统，则控制系统是灰色的。

2. 在左侧通过复选框激活虚拟单元。现在必须给该单元分配一个实际应用的
机器人控制系统。

3. 点击按钮…。一个窗口自动打开。筛选器已自动设置，使得只显示与虚拟
控制系统具有相同类型和版本的控制系统。该设置可以更改。

关于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钉住项目的信息见文件库卡系统软件系统集
成商的操作和编程指南。

图  14-2: 将机器人控制系统分配给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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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所需的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并点击 Ok。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
制系统即配给了虚拟机器人控制系统。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在分配
后显示为彩色，并显示名称和 IP 地址。

5. 如果项目有多个机器人控制系统，则为其它机器人控制系统重复步骤  3 
和 4。

6. 点击继续。即检查分配是否有冲突。如果有冲突，会显示一条信息。冲突
必须解决，否则不能传输项目。如果没有冲突，将自动生成代码。

7. 该项目现在可被传输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项目也可在以后某时进行传输。为此点击退出：分配被保存，窗口 
WorkVisual 项目传输自动关闭。

14.4 将项目传输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说明 以此方式将项目从 WorkVisual 传输到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

图  14-3: 将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分配给虚拟系统

图  14-4: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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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项目已配给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分配时的冲突已解决。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KUKA smartHMI 已启动。

如果也要激活项目：

 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已选择了专家或更高的用户组。

限制：如果激活会造成在与安全相关的通讯参数范围内的变化，则必须选
择安全维护人员或更高用户组。

 如果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已选择了运行方式 AUT 或 

AUT EXT：项目仅包含对 KRL 程序起作用的设置。如果项目中含有会造成
其它变化的设置，则不能将其激活。 

操作步骤 1. 在菜单栏中点击按键安装 ...。窗口 WorkVisual 项目传输自动打开。

2. 点击下一步。即会启动程序生成。

3. 点击下一步。项目被传输。

如果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上有一个项目，在先前某时已被传
输但从未被激活，则会在传输另一个项目时被盖写。
通过某个项目的传输和激活，一个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上的

同名项目被盖写 （在安全询问之后）。

若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安装了选项 KUKA.SafeOperation 或 
KUKA.SafeRangeMonitoring 之一，则其它用户组均有效。 相关信息
请参阅所述选项的文献。

如要传输某个项目且该项目含有一个已经添加到项目中的备选软件
包，但没有显示列有更改的窗口，则必须遵照以下的操作步骤：

1.将项目传输到机器人控制系统中，但不激活！

2. 将备选软件包安装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上。

按照常规方式进行安装。有关信息请查阅备选软件包的文献。

3. 将激活的项目从机器人控制系统传输给 WorkVisual 并进行用户配置。

4. 将项目重新传输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5. 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激活项目。

图  14-5: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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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下一步。

5. 仅限于运行方式 T1 和 T2：KUKA smartHMI 显示安全询问允许激活项目 

[…] 吗？。另外还显示是否通过激活以覆盖一个项目；如果是的话，是哪
一个？

如果没有相关的项目要覆盖：在 30 分钟内用是确认该询问。

6. 显示与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尚激活的项目相比较所作更改的概览。通过复选
框详细信息可以显示相关更改的详情。

7. 概览显示安全询问是否继续 ?。用是回答。该项目即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激
活。对此在 WorkVisual 中即显示一条确认信息。

8. 点击结束按钮关闭窗口 WorkVisual 项目传输。

9. 如果未在 30 分钟内回答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询问，则项目仍将传输，但在
机器人控制系统中不激活。该项目可单独激活。

 (>>> 14.5 " 激活项目 " 页码  136)

当某个项目已被传输且该项目含有一个已经添加到项目中的备选软件
包，但没有显示列有更改的窗口时：
不得激活此项目，即不得继续下一个步骤！请注意本章节开始部分关

于带备选软件包之项目的说明！

在运行方式 AUT 和 AUT EXT 状态下，只涉及程序变动的项目无
需经过安全问答即可激活。

如果概览中的标题与安全相关的通讯参数下被标为更改，即表
示可以更改迄今为止的项目的紧急停止行为和 “ 操作人员防护

装置 ” 信号。 
因此在激活项目之后，必须检查紧急停止和 “ 操作人员防护装置 ” 信号的
功能是否可靠。 如果项目在多个机器人控制系统上激活，则须在各个机器人
控制系统上进行这一检查。 如果没有进行检查，则可能会造成死亡、身体受
伤或财产损失。

图  14-6: WorkVisual 中的确认

如果通过激活项目安装了一个备选软件包，之后必须从机器人控制系
统载入该项目。否则在项目上进一步工作时可能会导致文件不一致且
无法再重新传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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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激活项目

 项目可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上从 WorkVisual 激活。

 (>>> 14.5.1 " （从 WorkVisual）激活项目 " 页码  136)

 项目可直接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激活。

14.5.1 （从 WorkVisual）激活项目

前提条件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KUKA smartHMI 已启动。

 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已选择了专家或更高的用户组。

限制：如果激活会造成在与安全相关的通讯参数范围内的变化，则必须选
择安全维护人员或更高用户组。

 如果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已选择了运行方式 AUT 或 

AUT EXT：当只会引起 KRL 程序变化时才能激活项目。如果项目中含有会
造成其它变化的设置，则不能将其激活。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查找项目。项目浏览器随即打开。在左侧，已选中选
项卡查找。

2. 在可用工作单元区展开所需工作单元的节点。该工作单元的所有机器人控
制系统均被显示出来。

3. 展开所需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节点。所有项目均将显示。激活的项目以一个
绿色的小箭头标示。

4. 选定所需项目并点击按键激活项目。窗口项目传输自动打开。

5. 点击继续。

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激活一个项目后必须在控制系统中检查安
全配置！ 如果不检查，则机器人可能以错误的数据运行。 否则

会造成死亡、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
 (>>> 14.6 " 检查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安全配置 " 页码  137)

如果一个项目的激活失败，则会在 WorkVisual 显示一则出错
信息。在此情况下，必须执行以下措施：

 排除故障并通过按钮  重新启动激活。

 或激活另一个项目。

 或以冷启动重新启动机器人控制系统。

有关 “ 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上激活 ” 的信息请参见库卡系统软件操作
及编程指南资料。

若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安装了选项 KUKA.SafeOperation 或 
KUKA.SafeRangeMonitoring 之一，则其它用户组均有效。 相关信息
请参阅所述选项的文献。

当某个项目已被传输且该项目含有一个已经添加到项目中的备选软件
包，但没有显示列有更改的窗口时：
不激活项目！ 针对这样的项目，采用与其它传输和激活方式不同的

操作方法。 相关信息见项目传输一节。 
 (>>> 14.4 " 将项目传输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 页码  133)

在运行方式 AUT 和 AUT EXT 状态下，只涉及程序变动的项目无
需经过安全问答即可激活。
发布日期 : 09.11.2016 版本 : KST WorkVisual 4.0 V4



14 项目传输和激活
6. 仅限于运行方式 T1 和 T2：KUKA smartHMI 显示安全询问 “允许激活项目 

[…] 吗？ ”。另外还显示是否通过激活以覆盖一个项目；如果是的话，是
哪一个？

如果没有相关的项目要覆盖：在 30 分钟内用是确认该问询。

7. 在 KUKA smartHMI 上显示与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尚激活的项目相比较所作更
改的概览。通过详细信息复选框可以显示相关更改的详情。

8.  概览显示安全询问 “您想继续吗 ?”。用是回答。该项目即在机器人控制
系统中激活。对此在 WorkVisual 中即显示一条确认信息。

9. 在 WorkVisual 中用结束关闭窗口项目传输。

10.  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点击更新。激活的项目以一个绿色的小箭头标示。
（若先前项目已激活，则绿色小箭头消失。）

14.6 检查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安全配置

说明 在以下情况下必须检查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安全配置：

 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激活了一个 WorkVisual 项目后

 在更改了机器参数后 （不受制于 WorkVisual）。

14.7 从机器人控制系统载入项目

说明 在每个具有网络连接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都可选出一个项目并载入 
WorkVisual 中。即使该电脑里尚没有该项目时也能实现。

该项目保存在目录：…\WorkVisual Projects\Downloaded Projects 之下。

前提条件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查找项目。 项目浏览器自动打开。 在左侧，已选中
选项卡查找。

2. 在可用工作单元栏展开所需工作单元的节点。 该工作单元的所有机器人控
制系统均被显示出来。

如果概览中的标题与安全相关的通讯参数下被标为更改，即表
示可以更改迄今为止的项目的紧急停止行为和 “ 操作人员防护

装置 ” 信号。 
因此在激活项目之后，必须检查紧急停止和 “ 操作人员防护装置 ” 信号的
功能是否可靠。 如果项目在多个机器人控制系统上激活，则须在各个机器人
控制系统上进行这一检查。 如果没有进行检查，则可能会造成死亡、身体受
伤或财产损失。

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激活一个项目后必须在控制系统中检查安
全配置！ 如果不检查，则机器人可能以错误的数据运行。 否则

会造成死亡、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
 (>>> 14.6 " 检查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安全配置 " 页码  137)

如果一个项目的激活失败，则会在 WorkVisual 显示一则出错
信息。在此情况下，必须执行以下措施：

 重新激活项目。（同一个或另一个）。

 或以冷启动重新启动机器人控制系统。

如果安全配置未经检查并且可能经过刷新，则可能含有错误数
据。 否则会造成死亡、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

关于检查安全配置和安全轴监控的信息请见系统集成商的操作及编程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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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开所需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节点。 所有项目均将显示。

4. 选中所需项目，并点击打开键。项目将在 WorkVisual 里打开。

14.8 比较项目 （和应用区别）

说明 WorkVisual 中的一个项目可以与另一个项目比较。这可以是机器人控制系统
上的一个项目或一个本机保存的项目。区别被清晰明了地列出。用户可针对每
一区别单个决定他是否想沿用当前项目中的状态还是想采用其它项目中的状
态。

前提条件  一个待比较的项目已在 WorkVisual 中打开。

如果机器人控制系统上有其它待比较项目：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已启动。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操作步骤 1. 在 WorkVisual 中选择菜单序列工具 > 比较项目。比较项目 窗口打开。

2. 选择当前 WorkVisual 项目要与之比较的项目，例如实际应用机器人控制
系统上的同名项目。

3. 点击继续。显示一个进度条。（如果项目包含多个机器人控制系统，则显
示每个系统的进度条。）

 (>>>  " 进度条 " 页码  139)

4. 当进度条已填满且显示状态合并准备就绪时：点击显示区别。项目之间的
区别即以一览表的形式显示出来。

若未发现区别，则在信息提示窗口中显示此消息。继续执行第 8 步。随后
无需执行后续步骤。

5. 针对每种区别，选择是否需要沿用当前项目的状态或需要应用比较项目的
状态。不必一次为所有区别进行选择。

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保留默认选择。

6. 按合并，以将更改传给 WorkVisual 应用。

7. 根据需要重复步骤 5 和 6。这样，可逐步编辑各个区域。

如果全部区别已调整，则显示以下信息：无其它区别。

8. 关闭窗口比较项目。

9. 保存项目。

图  14-7: 选择 “ 比较 ”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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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条

该显示窗口显示项目所包含的所有机器人控制系统。 每个机器人控制系统都
显示一个进度条。 每个进度条都有一个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项目在
前一次传输时已经传输到该系统上。 通过复选框可选择应为哪些机器人控制
系统进行比较。

若在 WorkVisual 中传输后还添加或删除了机器人控制系统，则这些机器人控
制系统将同样在此显示。 不过，它们被标记为无效，不能被选。

比较 项目之间的区别即以一览表的形式显示出来。对于每项区别，都可选择要应用
哪种状态。默认设置如下：

 对于在打开的项目中存在的所有元素，已选定该项目的状态。

 对于在打开的项目中不存在的所有元素，已选定比较项目的状态。

图  14-8: 进度条示例

例外：对于带 VKRC 4 控制系统的项目，总是为长文本选定比较项
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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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更新项目

说明 如果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WorkVisual 中的项目不同，则可以更新 WorkVisual 
中的项目。为此，该项目无需再从机器人控制系统载入。若一个项目包含多个
机器人控制系统，可以仅更新所需控制系统中的项目。

此外，WorkVisual 中的当前项目还可以通过本机项目进行更新。

图  14-9: 示例：区别概览

序号 说明

1 机器人控制系统节点。各项目区以子节点表示。展开节点，以显示比较。

若有多个机器人控制系统，则这些系统将上下列出。

 在一行中始终在需应用的值前勾选。 

 不可用处的勾表示：不能应用该元素或者当其已存在时，将从项目中删除。

 若在一个节点处勾选，则所有下级单元处也都将自动勾选。

若在一个节点处取消勾选，则所有下级单元也将自动弃选。

然而，也可单独编辑下级单元。

 填满的小方框表示：下级单元中至少有一个被选，但非全选。

2 WorkVisual 中所打开项目的状态

3 比较项目中的状态

4 返回箭头：显示中的焦点跳到前一区别。

向前箭头：显示中的焦点跳到下一区别。

关闭的节点将自动展开。

5 勾选：显示概览中所选定行的详细信息。

6 过滤器

7 将所选更改应用到打开的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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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项目结构的选项卡设备中右键点击机器人控制系统。

或者：在窗口单元配置中用右键点击机器人控制系统。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刷新。然后选择所需选项：

 用已激活的项目：如果 WorkVisual 中的当前项目应通过机器人控制

系统中的激活项目进行更新。这些项目即被保存。继续执行第 3 步。

 带有自选的版本：如果 WorkVisual 中的当前项目应通过机器人控制

系统中的另一个项目进行更新。

一个窗口打开。在列表中选定所需项目，并点击刷新。继续执行第 3 
步。

 用局部项目：如果 WorkVisual 中的当前项目应通过本地计算机中的

一个项目进行更新。

一个窗口打开。导航至所需项目，并点击打开。继续执行第 3 步。

3. 窗口比较项目打开。进行项目比较并显示一个进度条。当比较结束时，项
目之间的区别即以一览表的形式显示出来。对每种区别均应选择需采用的
状态。

4. 点击合并。所需改动即被应用。

5. 关闭窗口比较项目。

6. 保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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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诊断

15.1 项目分析

15.1.1 自动分析项目是否出现错误

说明 WorkVisual 可在后台连续分析当前项目。 如果期间发现配置错误，则 
WorkVisual 向用户发出指示。 此外，对多种错误将提供自动修正。

在用户界面右下角的图标显示项目分析状态。

前提条件  项目分析已接通。

操作步骤 1. 视配置情况： 

 如果图标为红色或黄色，则窗口 WorkVisual 项目分析自动打开。 

 或者： 点击图标，以打开窗口 WorkVisual 项目分析。

2. 该窗口显示一段简短的错误说明。 一个或多个修正方法通常在说明下方显
示。

点击所需的修正建议。 

15.1.2 配置项目分析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顺序其它 > 选项。窗口选项打开。

2. 选定窗口左侧文件夹项目分析。

在窗口右侧显示当前相关设定。

3. 进行所需的设置。 用 OK 键确认。

说明 文件夹项目分析中的设置方法：

 

图标 颜色 说明

绿色 WorkVisual 未发现错误。

黄色 WorkVisual 发现一处差错。 差错并不影响项目在实际
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上的运转性能。 估计该差错非用
户有意所致或不符合其愿望。

红色 WorkVisual 发现一个错误。 在该状态下，项目在实际
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无法运行。 在编码生成时或
迟在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可能出现错误。

灰色 此分析已关闭。

项目分析包括许多错误类型并且给用户带来很重要的帮助与支持。 但
绿色图标并不能保证不会出现配置错误。 

图  15-1: 例如： WorkVisual 项目分析，带修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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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测量记录

测量记录是工业机器人投入运行和查错时一种重要的诊断工具。 此外，这些
记录也用于优化机器参数。 用测量记录功能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记录各种参
数，例如：实测电流、额定电流、输入 / 输出端状态等等。记录可通过示波器
显示。

在 WorkVisual 中可配置测量记录并将其传输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也可从 
WorkVisual 启动记录。 此外，还可从机器人控制系统向 WorkVisual 导入测
量记录配置。 测量记录的结果同样可向 WorkVisual 导入。 此处也有示波器供
显示和分析所用。

15.2.1 配置并启动测量记录

说明 配置时需确定应记录哪些数据。 机器人控制系统会将测量记录保存在文件夹 
C:\KRC\ROBOTER\TRACE 之下。

前提条件  工作范围 编程和诊断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编辑器 > 测量记录配置。 窗口测量记录配置自动打开。

2. 在选项卡一般设置中选择一配置或建立新的配置。按需编辑配置。

 (>>> 15.2.4 "Trace 配置窗口 " 页码  146)

3. 在窗口单元视图中选择应接收配置的机器人控制系统。

4. 在选项卡一般设置中点击按键将配置保存到控制系统上。

5. 用是来回答是否应激活配置的安全询问。

6. 点击按键开始测量记录，以启动记录。将根据定义的触发器而启动记录。

或者：按触发器。将立即启动记录。

栏位状态将从 #T_END 跳到 #T_WAIT 或 #TRIGGERED。

7. 当栏位状态重又显示值 #T_END 时，记录结束。

15.2.2 导入测量记录配置

说明 可导入测量记录配置。 这些配置随后将在窗口测量记录配置的栏位源中在局
部下供选用。

操作步骤 1. 进入导入 / 导出条目有如下方法：

 选择菜单序列 编辑器 > 测量记录配置。 窗口测量记录配置自动打开。

在选项卡一般设置中点击按键导入 / 导出测量记录配置。

或者：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导入 / 导出。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选择导入 / 导出记录配置并且点击继续按键。

2. 选择选项导入。

3. 若在栏位源目录中未显示所需的目录：

栏位 说明

分析功能已接通  勾选： 持续分析项目。 如果发现错误或不一

致，则在窗口 WorkVisual 项目分析中进行显
示。

 不包括： 不分析项目并且不显示通知。

已启用自动通知  勾选： 如果已发现一处错误或不一致，则窗

口 WorkVisual 项目分析每次将自动打开。

 不包括： 只有通过点击图标，窗口

WorkVisual 项目分析才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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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找 ... 并导航到存放配置的目录。选定目录并用 OK 确认。

在该目录中包含的配置即被显示。

4. 选择是否应盖写现有数据。

5. 点击完成。

6. 数据被导入。 若已成功导入，则将在窗口中以一条信息显示这一结果。 窗
口关闭。

15.2.3 导出测量记录配置

操作步骤 1. 导入 / 导出的方法如下：

 选择菜单序列 编辑器 > 测量记录配置。 窗口测量记录配置自动打开。

在选项卡一般设置中点击按键导入 / 导出测量记录配置。

或者：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导入 / 导出。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选择导入 / 导出记录配置并且点击继续按键。

2. 选择选项导出。所有局部存在的配置均将显示。

3. 若在栏位目标目录中未显示所需的目录：

点击查找并导航到所需目录。选定目录并用 OK 确认。

4. 选择是否应盖写现有数据。

5. 点击完成。

6. 数据被导出。 若已成功导出，则将在窗口中以一条信息显示这一结果。 窗
口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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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 Trace 配置窗口

15.2.4.1 选项卡一般设置

图  15-2: 选项卡 “ 一般设置 ”

序号 说明

1  本机： 在栏位配置中列出所有预定义并保存在本机中的配置供选择。

 [ 机器人控制系统 ]：在栏位配置中列出所有保存在该机器人控制系统中的配置供选

择。 （作为本机范围之外的补充）。 

只有在窗口单元视图中选择了机器人控制系统时，机器人控制系统才显示在栏位源中。

2 在此可选择一个配置。 在选项卡中可以对该配置进行编辑，然后将其保存在本机上或机
器人控制系统中。

3 打开一个窗口，在其中可为新的配置输入一个名称。 对于新的配置，可以选择现有的一
个本机配置作为模板。 用如 OK 确认输入，则新的配置将添加到本机下的列表中。

此按键仅在栏位源中选择了记录项本机之后才会显示。

4 删除在栏位配置中显示的配置。

5 保存在栏位配置栏中的配置。 同时会应用选项卡中的设置。

6 打开一个用于导入 / 导出测量记录配置的窗口。

7 在窗口单元视图中选择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中激活配置栏中显示的配置。

即使用否回答安全询问，配置也将保存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 但该配置在那里不激活。

8 记录的名称。 可以更改名称。 在名称后机器人控制系统添加说明所记录的数据的词尾。

9 记录的持续时间。 只能输入整数。 大值：9999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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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2 选项卡触发器

在此可选择一个触发器。触发器控制何时记录数据。

确切地说，一旦点击了开始测量记录键，系统便开始跟踪记录数据。但触发器
控制记录的哪一时间段确实显示在测量记录文件中。

10 记录中所示时间段相对触发器的位置。 % 值针对记录的持续时间。

示例：

 0 %：所示时间段与触发器同步开始。

 30 %：所示时间段的 30 % 位于触发器之前，70 % 位于触发器之后。

 100 %：所示时间段与触发器同步终止。

下列所有元素仅在栏位源中选择了一个机器人控制系统时才会显示。

11 在机器人控制系统中正好激活的测量记录配置。

12  #T_START: 记录已启动。

 #T_STOP: 记录未启动。

13 记录的状态

 #T_WAIT: 记录已启动，等待触发器。

 #TRIGGERED: 记录还要继续持续由记录长度和触发器定义的时间。

 #T_END: 不再进行记录。

14 用测量记录文件下显示的配置启动记录。 此按键仅当尚未启动记录时才会显示。

15 停止记录。 此按键仅当启动了一个记录时才会显示。

16 启动记录。 此按键仅当已启动了一个记录时才会显示。

确切地说，一旦点击了开始测量记录键，系统便开始跟踪记录数据。 但触发器控制记录
的哪一时间段确实显示在测量记录文件中。

序号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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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3 选项卡 E/A

此处可选择应记录哪些输入或输出端。

图  15-3: 选项卡 “ 触发器 ”

序号 说明

1 在此可选择一个模块。模块包括众多预定义的触发器。

2 只有当所选模块涉及机器人轴时，该栏才显示。可选择触发器应针对哪些轴。

3 此处显示该模块的所有触发器。

用向右的箭头将此处选定的触发器复制到栏位选定的触发器。（或者：双击一个触发
器）。

4 视可用的触发器下具体选定的输入项而定，此处可为该输入项提供过滤器。

5 此处添加应用于当前配置的触发器。

用向左箭头可删除此处选中的触发器 （或者：双击一个触发器）。

用向左的双箭头则可清空该栏位。

编组可将所有同类记录项汇总为一个记录项。由此可使显示一目了然。对记录全无影
响。

取消编组用于撤销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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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4 选项卡配置

选项卡已扩展的配置中的设置也会显示在选项卡配置中，反之依然。

图  15-4: 选项卡 “ 输入 / 输出端 ”

序号 说明

1 此处显示所有可用的输入 / 输出端。

2 此处可从可用通道下选定的输入项中选出一个数字范围。

3 选择所需的记录节拍。

4 此处插入希望采用当前配置进行测量记录的输入 / 输出端。

用向右箭头可将通过可用通道和从 ID […] 至 ID […] 选出的所有输入 / 输出端应用到
该栏。 用向左箭头可删除此处选定的输入 / 输出端。 （也可不用箭头键，而是 双击一
个通道）。

用向左的双箭头则可清空栏位。

5 编组键可将所有同类记录项汇总为一个输入项。 由此可使显示一目了然。 对记录全无影
响。

取消编组用于撤销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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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5 选项卡已扩展的配置

选项卡已扩展的配置所含的模块与选项卡配置所含的一样，但通道更多，选择
可能性更详细。已扩展的配置特别适用于具有专家知识的用户。 

选项卡已扩展的配置中的设置也会显示在选项卡配置中，反之依然。

图  15-5: 选项卡 “ 配置 ”

序号 说明

1 在此选择在可用通道中显示的轴数。 

2 在此必须选定此选项卡中的条目涉及哪个系统软件版本。 

提示： 首先在此选定正确的版本，然后再执行选项卡的其他设置！ 如果更改版本，则所
选择的通道即被删除。 

3 在此选择应记录的通道。

 要为单个轴选择一个通道，则勾选该轴。

 要划上或重新去掉某一行的所有钩，则双击该行。

非轴相关的通道只有一个复选框。

4 在此显示所有选定的通道。 

提示： 在此可显示选项卡配置中无法选择的通道。 此类情况发生在当在选项卡已扩展的
配置中已选定这些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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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 导入测量记录

说明 为了能够在 WorkVisual 中显示测量记录，必须先将其导入。

前提条件  已用 KSS 或 VSS 8.1 或更高版本或 5.4 创建了记录。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文件 > 导入 / 导出。 一个窗口自动打开。

2. 选择导入测量记录结果并且点击继续按键。

3. 点击查找并导航到存放结果的目录。选定目录并用 OK 确认。

在该目录中包含的所有测量记录文件即被显示。

4. 选定应导入的测量记录。

5. 选择是否应盖写现有数据。

6. 在栏位格式中选择合适的记录项。

图  15-6: 选项卡已扩展的配置

序号 说明

1 在此可选择一个模块。模块可设不同的通道。

2 只有当所选模块涉及机器人轴时，该栏才显示。可以选择通道应涉及那些轴。

3 此处显示所选模块的所有通道。

4 此处添加拟用当前配置予以记录的通道。

用向右箭头可将所有在可用的通道下选出的记录项应用到该栏位中。用向左箭头可删除
此处选定的记录项。（也可不用箭头键，而是双击一个记录项。）

用向左的双箭头则可清空该栏位。

5 选择所需的记录节拍。

6 编组可将所有同类记录项汇总为一个记录项。由此可使显示一目了然。对记录全无影
响。

取消编组用于撤销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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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完成。

8. 数据被导入。 若已成功导入，则将在窗口中以一条信息显示这一结果。 窗
口关闭。

15.2.6 显示测量记录

前提条件  工作范围 编程和诊断

 已将记录成功导入 WorkVisual。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序列编辑器 > 测量记录分析 （示波器）。 窗口测量记录分析
（示波器）自动打开。

2. 在选项卡通道中选择一记录。

 (>>> 15.2.7.1 " 选项卡通道 " 页码  152)

3. 选择应显示的通道。

4. 在选项卡示波器中将显示通道。 按需调整显示。（例如：缩放或改变曲线
的颜色。）

15.2.7 窗口测量记录分析

15.2.7.1 选项卡通道

图  15-7: 选项卡通道

序号 说明

1  本机： 在测量记录中列出了所有保存在本机中供选择的记录。

 [ 机器人控制系统 ]： 在测量记录中，显示了所有保存在该机器人控制系统中的测量记

录供选择 （作为本机范围之外的补充）。 

只有在窗口单元视图中选择了机器人控制系统时，机器人控制系统才显示在栏位源中。

2 在此可选择一个记录。

3 此处将显示所选记录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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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7.2 选项卡示波器

4 只有在栏位 “ 源 ” 中选择了条目 “ 本机 ” 之后，才会激活：

删除在测量记录中选择的记录。

5 只有在栏位 “ 源 ” 中选择了机器人控制系统之后，才会激活：

建立一份所选记录的本地副本。

6 此处显示所有包括在选出的记录中的所有通道。

7 此处添加希望在示波器中显示的通道。 可在此栏位中添加各记录中的记录项。

用向右箭头可将所有在可用通道下选定的条目移到该栏里。 用向左箭头可删除此处选定
的记录项。 （也可不用箭头键，而是 双击条目。）

用向左的双箭头则可清空栏位。

序号 说明

图  15-8: 选项卡示波器

复选框 说明

显示设定 激活： 激活、测量记录名等列即被显示。

显示光标坐标 激活： 在曲线图中显示鼠标指针位置的 X 和 Y 坐标。

自动调整大小 激活： 曲线按照大小相互调整，以便于外形比较。

曲线之间的大小比例这时通常不再与实际相符。 但当前的系数显示在自
动缩放系数中。

自动移位 激活： 曲线的平均值即相互重叠。

通过该选项也可以相互比较在 Y 轴上相互远离的曲线。 Y 轴值这时通常
不再与实际相符。 但当前的系数显示在移位系数中。

显示图例 激活： 在曲线图中显示哪个通道名称属于哪种曲线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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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8 转移、放大、缩小示波器显示

操作步骤 转移：

1. 点击显示并按住鼠标键。

2. 用鼠标拖拉。 显示便随之移动。 

缩放：

1. 点击显示。

2. 用鼠标滚轮滚动。 

向下滚动： 缩小。 向上滚动： 放大。

放大局部详图：

1. 按住 SHIFT 键。

2. 点击显示并按住鼠标键。

3. 将鼠标滑过所需的局部详图。 显示一个灰色矩形。 其尺寸可通过鼠标的运
动而改变。 （长宽比不可改变。）

4. 松开鼠标键。 灰色矩形的内容放大显示。

采用此操作方式时选出的局部详图的长宽比将根据示波器的显示进行适配调
整。

1. 按住 STRG 键 （控制键）。

2. 点击显示并按住鼠标键。

列 说明

激活 激活： 在示波器中显示曲线。

未激活： 在示波器中不显示曲线。

测量记录名 记录的名称

模块名 模块的名称

通道名 通道名称

单位 示波器显示曲线的 Y 轴单位 （每条曲线的单位可不同）

MathFunc 可以应用到曲线上的数学函数。 以与曲线颜色类似的颜色显示属于函数
的图形。

强度 曲线的线条粗细 （单位： 点）

缩放比例 通过此选择栏可逐步增大或缩小振幅。 这样，也可使振幅很小或被其它
曲线遮住的曲线得到很好的显示。

自动缩放系数 由选项自动调整大小产生的系数

移位系数 由选项自动移位产生的系数

颜色 曲线的颜色

点 激活： 显示机器人的运动语句。 显示每一条语句的开始和结束点。

值 激活： 各个构成曲线的数值以点显示。

RMS 激活： 显示有效值。 提示： 有效值针对示波器中显示的记录段。

在电气工程中，有效值为某个随时间变化的信号的均方根。

RMS = Root Mean Square （均方根）

分级 激活： 曲线从一个值开始在 X 面上水平延伸，直到达到 Y 值应跳跃到
下一个值之处。 从该点出发曲线沿竖直方向延伸，直到达到该 Y 值。

未激活： 曲线沿 短路径从一个值行进到另一个值。

X 轴偏移量 在 X 轴上按照给出的值平移该曲线。

Y 轴偏差 在 Y 轴上按照给出的值平移该曲线。

小 以当前屏幕截面为基准的曲线 小值

大 以当前屏幕截面为基准的曲线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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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鼠标滑过所需的局部详图。 显示一个灰色矩形。 其尺寸和长宽比可通过
鼠标的运动而改变。

4. 松开鼠标键。 灰色矩形的内容放大显示。

还原默认视图：

1. 用右键点击显示。

2.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Fit to view。

15.2.9 制作示波器显示的屏幕抓图

操作步骤 将屏幕抓图创建到剪贴板中：

1. 用右键点击显示。

2. 在相关菜单中选择复制屏幕抓图。

制作并保存屏幕抓图：

1. 用右键点击显示。

2. 在相关菜单中选择保存屏幕抓图。 将会打开一个窗口，可在其中选择目标
目录。 屏幕抓图在那里保存为 PNG 文件。

15.3 记录网络流量

说明 WorkVisual 可记录基于以太网的机器人控制系统接口的通讯数据，例如：
PROFINET、EtherCAT 和 EtherNet/IP。 

WorkVisual 将记录保存在一个 PCAP 文件中。 默认目录为 
C:\Benutzer\Benutzername\Eigene Dokumente。 目录和文件名可改变。

可以用一款分析网络通讯连接的软件 （"Sniffer" 软件）显示 PCAP 文件。 
Sniffer 软件不在 WorkVisual 的供货范围内。

前提条件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已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载入激活的项目。

 机器人控制系统已在 WorkVisual 中设为激活。

操作步骤 1. 如有需要： 在项目的总线结构中选定应从其接口记录数据的元素。 该接口
随后便会被自动选出。

2. 点击按键记录网络捕获 ...。 窗口选择网络接口自动打开。 

 (>>>  图  15-9 )

3. 如果未进行预设定，则选择所需的接口。

4. 需要时： 选择过滤选项。

5. 点击继续  > 按键。

6. 为启动记录，点击开始键。

进度条和计数器显示所记录的数据量。 存储器 大容量 5 MB。 如果记录
更多数据，则环形缓冲器将激活，即取消目前 老的数据，以 新数据取
代。

 在首次存入存储器时，进度条逐渐增长，显示存储器已被占用了多

少。 

 如果激活环形缓冲器，则显示文本 “环形缓冲器激活”。 绿灯沿进度

条移动。

7. 为停止记录，点击停止。

必要时可使用重启按键重新开始记录。 现有数据遂被删除。

该功能仅限于 8.3 版机器人控制系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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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存储记录，在停止后点击继续  >。 显示目标目录和文件名。 目录和文
件名可改变。

9. 点击继续  > 按键。 存储记录并且显示文本 “ 导入成功 ”。

10.点击关闭键。

选择网络接口

15.4 显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信息和系统日志

说明 信息窗口在 smartHMI 上显示的信息也能在 WorkVisual 显示。从工业以太网
或其现场总线用户中生成的消息在 WorkVisual 中将包含链接。这些所谓的 “
诊断链接 ” 将用户引导到 WorkVisual 的其他区域并且帮助他们调查这些信
息的起因。

此外可显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系统日志，即日志存储器的记录项。这里提供搜
索和大量过滤器。

前提条件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KUKA smartHMI 已启动。

 工作范围 编程和诊断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单元视图中通过勾选选取所需机器人控制系统。也可选择多个控制
系统。

2. 选择菜单序列编辑器 > Log 显示。 窗口 Log 显示自动打开。 为每个所选
机器人控制系统显示一个条目。

3. 点击一个记录项，以将其展开。现在显示以下选项卡：

 MessageLogs：显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信息。

图  15-9: 窗口选择网络接口

栏位 说明

网络接口 选择应记录通讯数据的接口。 

以太网类型 在此可以限定待记录数据的类型。 如不希望限
制，则选择全部。

协议 该栏仅当以太网类型被选择为 IPv4 或 IPv6 时才
显示。

在此可以限定待记录数据的协议。 如不希望限
制，则选择全部。

MAC 地址 待记录数据可以限定在某一 MAC 地址上。 如不
希望限制，则保留该栏为空。

该功能仅限于 8.3 版机器人控制系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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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4.1 " 选项卡 MessageLogs" 页码  157)

 SystemLogs：显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日志记录项。

 (>>> 15.4.2 " 选项卡 SystemLogs （系统日志）" 页码  158)

15.4.1 选项卡 MessageLogs

诊断链接 从工业以太网或其现场总线用户中生成的消息在 WorkVisual 中将包含链接。 
这些所谓的 “ 诊断链接 ” 将用户引导到 WorkVisual 的其他区域并且帮助他
们调查这些信息的起因。

对链接设备的在线诊断和 工业以太网设备列表 适用以下情况： 

 如果激活的项目还未从机器人控制系统中载入，此过程现在自动执行。 之

前弹出一个安全询问。

 如果打开了另一个项目，将关闭该项目。 如果包含未保存的更改，将显示

一个询问，提示是否需要保存更改。

图  15-10: 带选项卡 “MessageLogs” 的 Log 显示

序号 说明

1 在此点击 （或在灰色区域点击任意位置），以展开或合上条目。

如果展开条目，可以看见选项卡 MessageLogs 和 SystemLogs。

2 提示信息计数器

提示信息计数器显示每种提示信息类型各有多少条提示信息。

3 机器人控制系统和激活项目的信息

在建立与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连接期间，激活项目名称旁的小灯闪
烁。 有了连接后，小灯即会消失。

4 小灯的状态：

 绿色：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有连接。

 红色：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连接中断。

5 在这里显示信息窗口在 smartHMI 上所显示的信息。

 如果在信息窗口确认一条信息，则也在 MessageLogs 中确认该

信息。

 如果在 MessageLogs 中确认一条信息，则在信息窗口不确认该

信息。

信息提示中可包含诊断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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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 选项卡 SystemLogs （系统日志）

15.5 显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诊断数据

说明 用诊断功能可显示一个机器人控制系统众多软件模块的各种各样诊断数据。显
示的参数与所选模块有关。例如可显示状态、故障计数器、信息提示计数器等
等。

模块示例：

 主板驱动程序

 Smartpad 驱动程序

诊断链接 说明

诊断显示器 链接打开诊断显示器。 生成信息的设备已在模块概览中自动选
出。

设备的在线诊断 该链接将出错的设备设为 “ 已连接 ”，打开窗口诊断 … 并且
显示选项卡 【设备诊断】。

工业以太网设备列表 该链接将工业以太网节点设为 “ 已连接 ”，打开窗口设备列表
和工业以太网名称 ... 并且显示选项卡可用设备。

有关所述窗口的信息请见文献 KR C4 PROFINET。

图  15-11: SystemLogs

序号 说明

1 这里可以根据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搜索系统日志。 不区分大/小写。 
关键词输入搜索框的顺序无关紧要。 不必搜索完整单词。

示例：

 tick syst 也找到包含 System-Tick 的记录项。

 tick syst 也找到只出现一个 tick 的记录项。

2 过滤器： 记录项的重要程度

为选定或删除过滤器，展开选择栏并且进行勾选或取消勾选。

3 过滤器： 记录项的原点

为选定或删除过滤器，展开选择栏并且进行勾选或取消勾选。

4  无显示：删除所有过滤器。

 全部显示：选定所有过滤器。

该按键对搜索框不起作用。

5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系统日志
发布日期 : 09.11.2016 版本 : KST WorkVisual 4.0 V4



15 诊断
 网络系统

“ 小灯 ” 显示参数的状态等：

 绿色：状态正常

 黄色：状态危险，可能有错

 红色：故障

前提条件  与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网络连接

 实际应用的机器人控制系统和 KUKA smartHMI 已启动。

 工作范围 编程和诊断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单元视图中勾选所需的机器人控制系统。通过勾选也可选择多个控
制系统。

2. 选择菜单序列编辑器 > 诊断监视器。窗口诊断显示器打开。

3. 为每个所选机器人控制系统显示一个条目。点击一个条目，以将其展开。

4. 在右侧模块区域中选中一个模块。针对选定模块将显示诊断数据  (>>> 
图  15-12 )。

图  15-12: 诊断显示器

序号 说明

1 在此点击 （或在灰色区域点击任意位置），以展开或合上条目。

2 机器人控制系统和激活项目的信息

在建立与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连接期间，激活项目名称旁的小灯闪烁。有了连接后，小灯
即会消失。

3 该小灯显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状态：

 红色：当至少一个模块处于红色状态时

 黄色：当至少一个模块处于黄色状态而无模块为红色状态时

 绿色：当所有模块处于绿色状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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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数据：

4 可将值的时间进程输出到一个 LOG 文件 （日志文件）。这些值是按照时间戳排序的。时
间戳以打开诊断显示器的时刻开始。

5 模块概览。小灯显示模块的状态：

 红色：当至少一个参数处于红色状态时

 黄色：当至少一个参数处于黄色状态且无参数为红色状态时

 绿色：当所有参数处于绿色状态时

6 值的时间进程的图形显示

显示被赋予一种颜色的数值。如果选定另一种模块，则现有模块的曲线在图表中保持不
变。这样可比较不同模块的变化。

按键删除全部将所有颜色设定重置为透明并且从图表中删除所有曲线。

如果在图表上移动鼠标指针，则显示鼠标指针位置的 X 和 Y 坐标。在图表中可使用弹出
菜单，利用该菜单可进行以下操作：

 调整图表的尺寸，确保显示整条曲线

 生成截图并且放到剪贴板中

 保存截图

 调用帮助

关于缩放和按键组合的有用提示可在帮助中找到。

7 所选中模块的诊断数据。小灯显示参数的状态：

 红色：当数值超出极限值栏中红色小方框里的规定范围时。

 黄色：当数值超出极限值栏中黄色小方框里的规定范围时。

 绿色：当数值处于极限值栏中黄色小方框里的规定范围内时。

序号 说明

列 说明

名称 诊断的参数

值 诊断参数的当前值

极值  上限值： 大的诊断值

 下限值： 小的诊断值

极值针对自打开诊断窗口以来的时段，除非点击按键更新 （= 绿色双箭头）：
随即重新计算极值。

单位 如果参数有一个所属单位，将在此显示。部分单位可切换。（例如从秒切换到
毫秒。）

极限值 这一列包括部分默认值。这些值可由用户更改 / 确定。

黄色小方框：

 上限值：若超出此值，则参数标记为黄色。

 下限值：若低于此值，则参数标记为黄色。

红色小方框：

 上限值：若超出此值，则参数标记为红色。

 下限值：若低于此值，则参数标记为红色。

颜色 曲线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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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 传输应用模式的诊断数据

15.6 显示在线系统信息

前提条件  工作范围 编程和诊断

操作步骤 1. 在窗口单元视图中通过勾选选取所需机器人控制系统。也可选择多个控制
系统。

2. 选择菜单序列编辑器 > 系统信息编辑器。 窗口在线系统信息自动打开。 
为每个所选机器人控制系统显示一个条目。

说明

名称 说明

已初始化  是 : 传输应用已与所有已连接的现场总线相连。 数据被

交换。

 否 : 不存在已配置的现场总线设备。

所传输的位的数量 已配置的位的数量。

传输数据的循环时间 [ms] 传输应用的当前节拍时间

处理器负载 [%] 由于传输应用导致的中央处理器利用率

驱动程序名 驱动程序名称

总线名称 现场总线名称

总线状态  正常： 状态正常

 错误： 现场总线故障

总线已连接  是 : 与现场总线的连接已建立

 否 : 与现场总线无连接

图  15-13: 窗口在线系统信息

列 说明

控制系统信息 此处显示有关机器人控制系统的信息。

机器人信息 此处显示有关机器人的信息。

控制系统状态 显示提交解释器和机器人解释器以及运行方式的状态。

状态显示相应于 KUKA smartHMI 的状态显示。 相关信
息可在库卡系统软件 (KSS) 的操作及编程指南中找到。

项目信息 此处显示有关当前项目的信息。

指令 加工：打开窗口设备属性

创建存档： 打开窗口创建存档。 （现在可以对该机器
人控制系统的数据进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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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设备属性：

窗口创建存档：

按键 说明

全部存档 创建存档： 打开窗口创建存档。（现在可以对在窗口单
元视图中选出的所有机器人控制系统的数据进行存
档。）

图  15-14: 窗口 “ 设备属性 ”

序号 说明

1 在此可改变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名称。

2 在此可改变机器人的名称。

3 此处可输入随意一条说明以给出信息。该说明将在窗口项目传输中
显示在以下部位：

 在信息区

 激活时在带有进度条的下部窗口中

4 激活：按了 Ok 后，RDC 数据将从 D:\BackupAll.zip 传到 RDC 存
储器中。

图  15-15: 窗口 “ 创建存档 ”

序号 说明

1 在此可显示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名称。

若用按键全部存档打开了窗口，则此处将显示在窗口单元视图中选
出的所有机器人控制系统。

2 激活： 记录数据将被一同存档

未激活： 记录数据不存档。

3 在此可选择一个存档的目标目录。

将为每个机器人控制系统建立一个 ZIP 文件作为档案。 ZIP 文件
的名称中始终包含机器人名称和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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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技术支持咨询

引言 该文献将提供有关机器运行及操作的信息，并可帮助您排除故障。 当地各分
支机构将乐于为您提供详细咨询。

信息 提供咨询时需要以下信息：

 问题描述，包括故障持续时间及频率的说明

 关于整个系统硬件和软件组件的尽可能全面的信息

以下列表提供了通常是相关信息的要点：

 运作系统 （例如机械手）的型号及序列号

 控制系统型号及序列号

 能量供应系统型号及序列号

 系统软件名称及版本

 更多 / 其他软件组件的名称及版本或修正版

 诊断程序包 KRCDiag

针对 KUKA Sunrise 另外还需要：现有项目，包括应用程序

针对早于 V8 的 KUKA 系统软件版本：软件档案 （KRCDiag 在此尚不
可用。）

 现有的应用程序

 现有的附加轴

16.2 库卡客户支持系统

可用性 在许多国家内均可使用库卡客户支持系统。 如果您有问题，我们非常乐意为
您提供咨询 .

阿根廷 Ruben Costantini S.A. 公司 （代理公司）

Luis Angel Huergo 13 20

Parque Industrial

2400 San Francisco (CBA)

阿根廷

电话  +54 3564 421033

传真  +54 3564 428877

ventas@costantini-sa.com

澳大利亚 KUKA Robotics Australia Pty Ltd

45 Fennell Street

Port Melbourne VIC 3207

澳大利亚

电话  +61 3 9939 9656

info@kuka-robotics.com.au

www.kuka-robotic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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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KUKA Automatisering + Robots N.V.( 库卡自动化及机器人 N.V 公司 )

Centrum Zuid 1031

3530 Houthalen

比利时

电话  +32 11 516160

传真  +32 11 526794

info@kuka.be

www.kuka.be

巴西 KUKA Roboter do Brasil Ltda. 库卡机器人巴西有限公司

Travessa Claudio Armando, nº 171

Bloco 5 - Galpões 51/52

Bairro Assunção

CEP 09861-7630 São Bernardo do Campo - SP

巴西

电话  +55 11 4942-8299

传真  +55 11 2201-7883

info@kuka-roboter.com.br

www.kuka-roboter.com.br

智利 Robotec S.A. （代理公司）

Santiago de Chile

智利

电话  +56 2 331-5951

传真  +56 2 331-5952

robotec@robotec.cl

www.robotec.cl

中国 库卡机器人中国有限公司

No. 889 Kungang Road

Xiaokunshan Town

Songjiang District

201614 Shanghai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话  +86 21 5707 2688

传真  +86 21 5707 2603

info@kuka-robotics.cn

www.kuka-robotics.com

德国 KUKA 机器人有限公司

Zugspitzstr. 140

86165 Augsburg

德国

电话  +49 821 797-1926

传真  +49 821 797-41 1926

Hotline.robotics.de@kuka.com

www.kuka-robot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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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KUKA Automatisme + Robotique SAS

Techvallée

6, Avenue du Parc

91140 Villebon S/Yvette

法国

电话  +33 1 6931660-0

传真  +33 1 6931660-1

commercial@kuka.fr

www.kuka.fr

印度 库卡机器人 （印度）私人 有限公司

Office Number-7, German Centre,

Level 12, Building No. - 9B

DLF Cyber City Phase III

122 002 Gurgaon

Haryana

印度

电话  +91 124 4635774

传真  +91 124 4635773

info@kuka.in

www.kuka.in

意大利 KUKA Roboter Italia S.p.A.

Via Pavia 9/a - int.6

10098 Rivoli (TO)

意大利

电话  +39 011 959-5013

传真  +39 011 959-5141

kuka@kuka.it

www.kuka.it

日本 KUKA ロボティクスジャパン株式会社

YBP Technical Center

134 Godo-cho, Hodogaya-ku

Yokohama, Kanagawa

240 0005

日本

电话  +81 45 744 7691

传真  +81 45 744 7696

info@kuka.co.jp

加拿大 KUKA Robotics Canada Ltd.

6710 Maritz Drive - Unit 4

Mississauga

L5W 0A1 

Ontario

加拿大

电话  +1 905 670-8600

传真  +1 905 670-8604

info@kukarobotics.com

www.kuka-robotics.com/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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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库卡机器人韩国有限公司

RIT Center 306, Gyeonggi Technopark

1271-11 Sa 3-dong, Sangnok-gu

Ansan City, Gyeonggi Do

426-901

韩国

电话  +82 31 501-1451

传真  +82 31 501-1461

info@kukakorea.com

马来西亚 库卡机器人自动化 （泰国 (M) Sdn Bhd）公司

South East Asia Regional Office

No. 7, Jalan TPP 6/6

Taman Perindustri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马来西亚

电话  +60 (03) 8063-1792

传真  +60 (03) 8060-7386

info@kuka.com.my

墨西哥 KUKA de México S. de R.L. de C.V.

Progreso #8

Col. Centro Industrial Puente de Vigas

Tlalnepantla de Baz

54020 Estado de México

墨西哥

电话  +52 55 5203-8407

传真  +52 55 5203-8148

info@kuka.com.mx

www.kuka-robotics.com/mexico

挪威 库卡机器人公司

Sentrumsvegen 5

2867 Hov

挪威

电话  +47 61 18 91 30

传真  +47 61 18 62 00

info@kuka.no

奥地利 KUKA Roboter CEE GmbH （库卡机器人 CEE 有限公司）

Gruberstraße 2-4

4020 Linz

奥地利

电话  +43 7 32 78 47 52

传真  +43 7 32 79 38 80

office@kuka-roboter.at

www.kuka.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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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KUKA Roboter CEE GmbH Poland （波兰库卡机器人 CEE 有限公司）

Spółka z ograniczoną odpowiedzialnością
Oddział w Polsce
Ul. Porcelanowa 10

40-246 Katowice

波兰

电话  +48 327 30 32 13 or -14

传真  +48 327 30 32 26

ServicePL@kuka-roboter.de

葡萄牙 KUKA Robots IBÉRICA, S.A.

Rua do Alto da Guerra n° 50

Armazém 04

2910 011 Setúbal

葡萄牙

电话  +351 265 729 780

传真  +351 265 729 782

info.portugal@kukapt.com

www.kuka.com

俄罗斯 KUKA Robotics RUS

Werbnaja ul. 8A

107143 Moskau

俄罗斯

电话  +7 495 781-31-20

传真  +7 495 781-31-19

info@kuka-robotics.ru

www.kuka-robotics.ru

瑞典 库卡自动化及机器人公司

A. Odhners gata 15

421 30 Västra Frölunda

瑞典

电话  +46 31 7266-200

传真  +46 31 7266-201

info@kuka.se

瑞士 KUKA Roboter Schweiz AG

Industriestr. 9

5432 Neuenhof

瑞士

电话  +41 44 74490-90

传真  +41 44 74490-91

info@kuka-roboter.ch

www.kuka-robote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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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KUKA Robots IBÉRICA, S.A.

Pol. Industrial

Torrent de la Pastera

Carrer del Bages s/n

08800 Vilanova i la Geltrú (Barcelona)

西班牙

电话  +34 93 8142-353

传真  +34 93 8142-950

comercial@kukarob.es

www.kuka.es

南非 Jendamark Automation 有限公司 （代理公司）

76a York Road

North End

6000 Port Elizabeth

南非

电话  +27 41 391 4700

传真  +27 41 373 3869

www.jendamark.co.za

台湾 库卡机器人自动化 （台湾）有限公司

No. 249 Pujong Road

Jungli City, Taoyuan County 320

台湾

电话  +886 3 4331988

传真  +886 3 4331948

info@kuka.com.tw

www.kuka.com.tw

泰国 库卡机器人自动化 （泰国 (M) Sdn Bhd）公司

Thailand Office

c/o Maccall System Co. Ltd.

49/9-10 Soi Kingkaew 30 Kingkaew Road

Tt. Rachatheva, A. Bangpli

Samutprakarn

10540 泰国

电话  +66 2 7502737

传真  +66 2 6612355

atika@ji-net.com

www.kuka-roboter.de

捷克 库卡机器人 （奥地利）有限公司

Organisation Tschechien und Slowakei

Sezemická 2757/2

193 00 Praha

Horní Počernice
捷克共和国

电话  +420 22 62 12 27 2

传真  +420 22 62 12 27 0

support@kuka.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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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KUKA Robotics Hungária Kft. 公司

Fö út 140

2335 Taksony

匈牙利

电话  +36 24 501609

传真  +36 24 477031

info@kuka-robotics.hu

美国 库卡机器人公司

51870 Shelby Parkway

Shelby Township

48315-1787 

Michigan

美国

电话  +1 866 873-5852

传真  +1 866 329-5852

info@kukarobotics.com

www.kukarobotics.com

英国 KUKA Robotics UK Ltd

Great Western Street

Wednesbury West Midlands

WS10 7LL

英国

电话  +44 121 505 9970

传真  +44 121 505 6589

service@kuka-robotics.co.uk

www.kuka-robotic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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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US2_VOLTAGE_ON 65
$USER_SAF 99

C
CK 10

D
DTM 10

E
EDS 文件 32

F
FSoE 从属设备地址 94, 98
FSoE 地址 94, 98

I
Intel，文件格式 77
IP 地址 74, 75

K
KCP 10
KLI 10
KRC 浏览器，按键栏 121
KRC 浏览器，编辑功能 123
KRC 浏览器，创建文件 123
KRC 浏览器，配置 123
KRC 浏览器，图标 122
KRL 10
KRL 编辑器 110
KRL 编辑器，操作界面 111
KRL 编辑器，打开 110
KRL 编辑器，配置 112
KRL 编辑器，缩放 112
KSI 10
KSS 10
KUKA smartHMI 10
KUKA smartPAD 10
KUKA.OptionPackageEditor 57

M
MULTIPROG 80
Multiprog 15

O
OPS 10
OptionPackageEditor 57

P
PROCONOS，添加 38

R
RoboTeam 101

S
Service, KUKA Roboter GmbH 163
smartHMI 10

smartPAD 10

U
US2 65

W
Waggon 驱动程序 93
WVPS 57
WVS 31

X
XML 导出 70
XML 导入 68

Z
安全 13
安全配置 63
安全配置，复位 71
安全配置，局部 63
安全配置，组件 63
安全提示 9
安全选项 10
安全选项，添加 38
安装 15
安装，WorkVisual 15
按规定使用 12
按键，显示 / 隐藏 22
按键栏 19, 23
按键栏，KRC 浏览器 121
按键组合 58
帮助 19
保存，项目 31
备选软件包 53
备选软件包中的设备，添加 55
比较，安全配置 71
比较，配置 59
编程 109
编辑，长文本 87
编目，删除 33
编目，添加 32, 33
编目 （窗口） 19
编目扫描 32
编组，信号 84
变量，查找应用 115
变量，监控 128
变量，找到声明 115
变量，重命名 113
变压器，选项 36
部分项目 57
菜单栏 19
参数显示 43
操作 29
操作界面 19
操作界面，KRL 编辑器 111
操作界面，概览 19
操作界面，语言 16
测量记录 144
测量记录，配置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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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记录，启动 144
测量记录，显示数据 152
测量记录，状态 147
测量数据，复制 51
测量数据，粘贴 51
查找，信号 84
查找，在文件中 110
查找应用，变量 115
产品说明 11
长文本 87
程序，调试 125
处理器 15
传输应用，设定节拍时间 37
传输应用，诊断数据 161
窗口，排列 20
窗口，显示 / 隐藏 20
打印，安全配置 60
打印，长文本 60
打印，接线 60
代码，生成 131
代码片段 114
代码生成，配置 59
单元、编辑 52
单元定义，打开 51
单元定义，配置 52
单元配置 （窗口） 26
导出，安全配置 (SCG) 68
导出，部分项目 57
导出，测量记录配置 145
导出，长文本 88
导出，总线配置 85
导出、安全配置 (XML) 70
导入，安全配置 (SCG) 68
导入，部分项目 57
导入，测量记录 151
导入，测量记录配置 144
导入，长文本 87
导入，设备说明文件 31
导入、安全配置 (XML) 68
调试 125
调试模式 125
调试模式，概览 126
调试模式，结束 129
调试模式，启动 127
钉住 131
定义单元，在线 51
动作主机 104
对象 47
对象，导出 50
对象，导入 50
对象，排列 27
翻新 36
附加编辑器 58
附加轴 39
复制，项目 31
概览，操作界面 19
更改，传输 124
更改，语言 58
更改，载入 124
工具 / 基坐标管理，配置 46
工具 / 基坐标管理、打开 45

工具坐标系 47
工具坐标系，导入 49
工具坐标系，更改数量 38
工具坐标系，更新 49
工具坐标系，转换 49
工具坐标系、编辑 45
工作范围 （窗口） 21
工作目录 120
工作目录，打开 120
工作区 （窗口） 20
固定点 20
固定十字 20, 21
固件版本 35
关闭，项目 31
过滤器，信号 80
恢复，状态 124
机器参数，参数 43
机器人控制系统，添加 34
机器数据，编辑 40, 42
机器数据，更新 45
基坐标系 47
基坐标系，导入 49
基坐标系，更改数量 38
基坐标系，更新 49
基坐标系，转换 49
基坐标系、编辑 45
技术支持咨询 163
结束，WorkVisual 31
开源 9
空调器，选项 36
控制器总线 89
库卡客户支持系统 163
快速测量输入端，选项 36
快速输入，KRL 114
快速修复 (Quickfix) 116
连接，输入 / 输出端 81
连接，与机器人控制系统 61
模板，用于 RoboTeam 101
模板，用于项目 30
模板 (Template)，用于项目 30
摩托罗拉，文件格式 77
目标群体 9
内存 15
培训 9
配置，KRC 浏览器 123
配置，KRL 编辑器 112
配置，按键组合 58
配置，设备 74
配置，现场总线主机 74
片段，用户自定义 117
启动，WorkVisual 29
确认操作人员防护装置 64, 65
扫描，总线 75
商标 9
设备，配置 74
设备，添加到总线 74, 75
设置为激活，机器人控制系统 35
设置为未激活，机器人控制系统 35
时间主机 103
识别号，项目 31
示波器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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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 （菜单项） 21
输入 / 输出端，数量 35
输入输出接线 （窗口） 79, 80
属性 （窗口） 20
缩放，KRL 编辑器 112
所用概念 10
提示 9
替换，在文件中 110
添加，备选软件包中的设备 55
添加，附加轴 39
添加，机器人 36
添加，设备入总线 74, 75
停机监控 66
通讯参数，与安全相关 63
投入运行 61
外围接触器 64, 65
网络流量，记录 155
文件，比较 125
文件格式 77
系统要求，PC 15
系统要求，机器人控制系统 15
系统要求 , 软件 15
显卡 15
显示 / 隐藏，窗口 20
现场总线，建立 73
现场总线主机，配置 74
项目，传输给机器人控制系统 133
项目，打开 29
项目，更新 140
项目，新 30
项目分析 20
项目结构 （窗口） 19, 26
项目浏览器 29
卸载，WorkVisual 17
信号量，RoboTeam 106
信号量主机 107
信息，保存在项目中 30
信息 （窗口） 20
信息提示 （窗口） 26
许可证 9
引言 9
硬件，添加 38
语言，操作界面 16
语言，更改 58
元素，删除 34
元素，添加 34
运动系统，比较 43
运动系统，导出 45
载入，项目 137
在线工作 120
粘贴现场总线主机 74
找到声明，变量 115
折叠夹，KRL 编辑器 115
诊断 143
知识，必要 9
制动测试，强制进行 38
制动模式设置 36
重命名，变量 113
自动完整化 114
总线，连接 79
总线扫描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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