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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可编程运动控制器
解决方案
PC-base运动控制器
快速易开发软体平台
Real-time运动控制核心
无缝整合运动控制、机器视觉、I/O

可编程运动控制器解决方案特点

运动控制器架构图

MAS控制器产品介绍

订购资讯

PC-base运动控制器
强大性能、扩充弹性

快速易开发
基于Motion Studio快速二次软件平
台开发

Real-time运动核心

研华SoftMotion技术，满足各项运
动控制解决方案

易整合

集运动控制、机器视觉、I/O、通
讯于一体

Real
Time

I/O控制: 指示灯、传感器 电机控制: 伺服、步进 通讯控制: 相机、PLC

• 单轴运动、多轴插补

• 连续轨迹规划、同步轨迹追随

• 电子齿轮、电子凸轮

• 多轴比较触发、高速位置锁存

强大SoftMotion技术
Real-
time

运
动
核
心

• 完整融入网络讯息系统

• 丰富的软硬件开发资源

• 高运算能力、大数据存储

PC-base运动控制器
开
放
高
性
能

• BASIC精简指令，简易编程

• 强大除错工具，快速诊断

• C++动态函示库接口，弹性扩展

• 虚拟控制器仿真，脱机开发

• 单一平台整合运动控制与视觉

Motion Studio二次开发软件平台

高
效
快
捷

自动化设备最佳软硬体开发平台，
满足PC-base与PLC系统整合商的需求

研华MAS控制器专门针对非标自动化设备而设计，保持PC-base的强大性能与扩充弹性，提供了自动化设备专用的Motion Studio开发

环境，以精简Motion BASIC取代了原本复杂的高级语言编程，同时结合开发环境中丰富的调试工具和大量设备开发的工艺指令，可协

助用户大幅缩短开发时间，轻易整合专案。

一体型运动控制器

• 紧凑型无风扇设计

• Motion Studio软件开发平台

• 4轴/8轴运动控制

• 集成多达32DI、32DO，可通过通讯扩展I/O数量

扩展型运动控制器

• 高性能带PCI/PCIE插槽扩展设计

• Motion Studio软件开发平台

• 最多可扩展至16轴运动控制

• 集成多达32DI、32DO，通过插槽或通讯可扩展I/O数量

• 根据不同CPU性能，接入相机整合方案

MAS-3245-LG10001 MAS-3285-LGB0001 MAS-5283-LG33003
4轴MAS一体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8轴MAS一体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8轴MAS扩展型点位运动控制器

MAS-5242-LG30003 MAS-5242-EG40003 MAS-5282-EG50003
4轴MAS扩展型点位运动控制器 4轴MAS扩展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8轴MAS扩展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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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5242-LG30003 MAS-5242-EG40003 MAS-5282-EG50003
4轴MAS扩展型点位运动控制器 4轴MAS扩展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8轴MAS扩展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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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可编程运动控制器
解决方案
PC-base运动控制器
快速易开发软体平台
Real-time运动控制核心
无缝整合运动控制、机器视觉、I/O

可编程运动控制器解决方案特点

运动控制器架构图

MAS控制器产品介绍

订购资讯

PC-base运动控制器
强大性能、扩充弹性

快速易开发
基于Motion Studio快速二次软件平
台开发

Real-time运动核心

研华SoftMotion技术，满足各项运
动控制解决方案

易整合

集运动控制、机器视觉、I/O、通
讯于一体

Real
Time

I/O控制: 指示灯、传感器 电机控制: 伺服、步进 通讯控制: 相机、PLC

• 单轴运动、多轴插补

• 连续轨迹规划、同步轨迹追随

• 电子齿轮、电子凸轮

• 多轴比较触发、高速位置锁存

强大SoftMotion技术
Real-
time

运
动
核
心

• 完整融入网络讯息系统

• 丰富的软硬件开发资源

• 高运算能力、大数据存储

PC-base运动控制器
开
放
高
性
能

• BASIC精简指令，简易编程

• 强大除错工具，快速诊断

• C++动态函示库接口，弹性扩展

• 虚拟控制器仿真，脱机开发

• 单一平台整合运动控制与视觉

Motion Studio二次开发软件平台

高
效
快
捷

自动化设备最佳软硬体开发平台，
满足PC-base与PLC系统整合商的需求

研华MAS控制器专门针对非标自动化设备而设计，保持PC-base的强大性能与扩充弹性，提供了自动化设备专用的Motion Studio开发

环境，以精简Motion BASIC取代了原本复杂的高级语言编程，同时结合开发环境中丰富的调试工具和大量设备开发的工艺指令，可协

助用户大幅缩短开发时间，轻易整合专案。

一体型运动控制器

• 紧凑型无风扇设计

• Motion Studio软件开发平台

• 4轴/8轴运动控制

• 集成多达32DI、32DO，可通过通讯扩展I/O数量

扩展型运动控制器

• 高性能带PCI/PCIE插槽扩展设计

• Motion Studio软件开发平台

• 最多可扩展至16轴运动控制

• 集成多达32DI、32DO，通过插槽或通讯可扩展I/O数量

• 根据不同CPU性能，接入相机整合方案

MAS-3245-LG10001 MAS-3285-LGB0001 MAS-5283-LG33003
4轴MAS一体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8轴MAS一体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8轴MAS扩展型点位运动控制器

MAS-5242-LG30003 MAS-5242-EG40003 MAS-5282-EG50003
4轴MAS扩展型点位运动控制器 4轴MAS扩展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8轴MAS扩展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Motion Studio 软件特点 Motion Studio 软件介绍

Motion Studio架构

应用案例

Motion Studio是专为MAS运动控制器设计的软件开发平台，集运动控制、视觉图像处理、逻辑控制、通讯等各种控制于一个开发环境。基

于Motion Studio进行二次开发，用户可以很方便的进行编程、配置、诊断及调试，大幅缩短设备开发时间，完成专案开发。

Motion Studio

DLL

视窗化调机工具

• 2D/3D运动轨迹显示
• 轴运动测试
• 轴状态、参数监测
• I/O监测及管理
• 变量监测及管理
• 工单、配方管理
• Terminal

快速整合
• 虚拟控制器仿真
• 外部动态链接库接口
• Modbus
• 高级语言和人机组态两种
  方式开发用户画面

Basic精简指令编程
• 逻辑、算术、流程控制指令
• 运动控制指令
• 通讯指令
• 设备常用工艺模组指令
• 可编辑多个程序任务同时执行

集运动控制与图像处理于一个平台

Real-time SoftMotion Control
• 单轴运动、多轴插补、轨迹规划
• 比较触发、高速锁存

视觉图像处理
• 标定、图像预处理、模板匹配
• 边缘检测、圆弧、Blob

Motion Vision 3rd Party
Controller

通信

I/O

Motion Runtime

Motion Studio

高级语言用户画面
(C++, C#等)

人机组态用户画面

MSConnection.dll

Modbus

• 轴运动测试 • 2D/3D轨迹显示 • I/O监控及管理 • 变量监测及管理 • 断点、单步操作 • 参数及轴状态监测 • 终端工具 • 工程加/解密 • 整合C：
  外部动态链接库接口

• 在线编程助手

BASIC指令编程

视窗化调机工具

气/油缸等工艺模组指令 视觉图像处理 虚拟控制器仿真开发 组态人机或高级语言开发用户画面

工业相机 伺服电机

MAS-3245

产线锁螺丝机

自动锁螺丝机是自动化产线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设备，用于

取代传统手工拧紧螺丝的机器。自动锁螺丝机一般会要求上

料、取料、螺丝输送、锁附、检验等动作全自动完成。随著

产线自动化生产要求越来越高，自动锁螺丝机要能提供更高

速的生产方式，并能结合运动控制与图像检测，以减少人工

操作成本与降低错误率。此外，设备还需应对现实中少量多

样生产的状况，根据实际需求做程序改动，定制出各种非标

生产应用，同时还可能要接入工厂网络系统，实现设备联

网，这对控制器的配置也是必须考量的重点。

研华采用基于Motion Studio快速二次开发软体平台的MAS控
制器，整合运动控制与视觉图像处理开发于一体，使用简单

的BASIC语言编程，可轻易完成顺序流程衔接控制，实现高

速高精度的锁螺丝流程。同时，Motion Studio支持多任务同

时执行、视窗化操作修改图像处理流程、工单管理模组等，

实现模组化编程，工单程序修改及维护，满足现代锁螺丝机

应用的控制需求。

在线式涂胶应用

因应机台产能要求，产线的零配件涂胶需要在传送带不停止运动的情况下，对运动的器件进行动态在线式轨迹涂胶。而零配件

的在线式涂胶因涉及到高速触发，运动叠加以及多轴的同步连动控制，工程师往往不易做到高精度和稳定的多轴连动控制。

本解决方案采用基于智能二次开发软体Motion Studio

的MAS控制器，运用内建的标定算法，结合工艺模

组化指令PathLink，快速稳定地实现整体控制流程功

能。MAS控制器高速捕捉传感讯号后，纪录器件的位

置，再根据相机传送的偏移位置，透过PathLink算法

运算，自动控制轴同步追随需涂胶的器件，并叠加器

件轮廓轨迹运动，实现器件在传送带上高精度动态在

线式涂胶。Motion Studio提供丰富的调试诊断工具，

协助用户快速开发软体控制程序。

MAS-5242

工业相机

伺服电机

点胶头

轴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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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024-22813308/3309/3310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
大厦C座1309室 (110003) 

石家庄研华
T: 0311-89105501
石家庄市广安大街汇景国际2号楼
铂金公馆811室 (050081)

苏州研华
T: 0512-65501572
苏州工业园区东环路1508号星东环
大厦1幢508室 (215000) 

太原研华
T: 0351-2280109
太原市平阳路14号赛格数码港
12-G01 (030012)

唐山研华
T: 0315-5399562
唐山市路北区长宁道景泰翰林502
楼1单元1101室 (063016)

天津研华
T: 022-27494948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路278号赛德广
场5-602 (300190) 

乌鲁木齐研华
T: 0991-4514795
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安居北路
59号百商锋尚1栋16层2单元1601
室 (830000) 

无锡研华
T: 0510-82393455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路长江一号8号
楼1802室 (250100)

武汉研华
T: 027-87525102
武汉市关山大道111号光谷时代广
场A座2708-2709室 (430074) 

西安研华
T: 029-87669933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68号西安软
件园秦风阁301室 (710075) 

厦门研华
T: 0592-5514180
厦门市思明区仙岳路584号德馨大
厦1703室 (361000) 

香港研华
T: 852-27205118
香港九龙观塘鸿图道26号威登中心
16楼1601室 

徐州研华
T: 0516-85712030
徐州市泉山区二环西路西湖美景小
区3楼1单元602室 (221006) 

烟台研华
T: 0535-6243183
烟台市芝罘区芝罘屯路14号金长城
大厦1818室 (264000) 

郑州研华
T: 0371-86108009 / 3670 / 8271
郑州市东风路3号财智名座大厦
2222室 (450002) 

珠海研华
T: 0756-2609096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366号11栋1
单元1102 (51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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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可编程运动控制器
解决方案
PC-base运动控制器
快速易开发软体平台
Real-time运动控制核心
无缝整合运动控制、机器视觉、I/O

可编程运动控制器解决方案特点

运动控制器架构图

MAS控制器产品介绍

订购资讯

PC-base运动控制器
强大性能、扩充弹性

快速易开发
基于Motion Studio快速二次软件平
台开发

Real-time运动核心

研华SoftMotion技术，满足各项运
动控制解决方案

易整合

集运动控制、机器视觉、I/O、通
讯于一体

Real
Time

I/O控制: 指示灯、传感器 电机控制: 伺服、步进 通讯控制: 相机、PLC

• 单轴运动、多轴插补

• 连续轨迹规划、同步轨迹追随

• 电子齿轮、电子凸轮

• 多轴比较触发、高速位置锁存

强大SoftMotion技术
Real-
time

运
动
核
心

• 完整融入网络讯息系统

• 丰富的软硬件开发资源

• 高运算能力、大数据存储

PC-base运动控制器
开
放
高
性
能

• BASIC精简指令，简易编程

• 强大除错工具，快速诊断

• C++动态函示库接口，弹性扩展

• 虚拟控制器仿真，脱机开发

• 单一平台整合运动控制与视觉

Motion Studio二次开发软件平台

高
效
快
捷

自动化设备最佳软硬体开发平台，
满足PC-base与PLC系统整合商的需求

研华MAS控制器专门针对非标自动化设备而设计，保持PC-base的强大性能与扩充弹性，提供了自动化设备专用的Motion Studio开发

环境，以精简Motion BASIC取代了原本复杂的高级语言编程，同时结合开发环境中丰富的调试工具和大量设备开发的工艺指令，可协

助用户大幅缩短开发时间，轻易整合专案。

一体型运动控制器

• 紧凑型无风扇设计

• Motion Studio软件开发平台

• 4轴/8轴运动控制

• 集成多达32DI、32DO，可通过通讯扩展I/O数量

扩展型运动控制器

• 高性能带PCI/PCIE插槽扩展设计

• Motion Studio软件开发平台

• 最多可扩展至16轴运动控制

• 集成多达32DI、32DO，通过插槽或通讯可扩展I/O数量

• 根据不同CPU性能，接入相机整合方案

MAS-3245-LG10001 MAS-3285-LGB0001 MAS-5283-LG33003
4轴MAS一体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8轴MAS一体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8轴MAS扩展型点位运动控制器

MAS-5242-LG30003 MAS-5242-EG40003 MAS-5282-EG50003
4轴MAS扩展型点位运动控制器 4轴MAS扩展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8轴MAS扩展型轨迹运动控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