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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栏

1、选项

（1）退出:退出、关闭软件。

2、设置

（1）Language:

①中文:切换软件语言为中文。

②英文:切换软件语言为英文。

3、帮助

（1）使用文档:点击使用文档，即可打开软件的使用手册，查看

对应设备的控制方法。

（2）关于:当前软件版本,点击它可以获取软件的版本号以及其

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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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界面

1、三轴-导轨设备

三轴-导轨系列主要包括控制三轴设备 H3-3Rotation，导轨控

制设备 TR-ADOB1-300-C、IS-LCD5T2 等一些列不同类型的设备。

(1)RD-TR40-V设备控制

首先,如图 1所示,点击 MovingDriverV3.1 软件界面左边的“+”,选择选项

卡三轴-导轨设备下面的“ RD-TR40-V”标签进入到设备主控制界面，如图 2 所

示：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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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ontrol区域：

RD-TR40-V是用来控制转盘设备。

设备首次同调，需要进行回零操作，从当前状态可以看出设备当前角度和当

前转速，选择转盘操作设置，设置正转速度和反转速度，点击持续正转或持续反

转即可持续转动，设置摇摆等级之后，点击持续摇摆即可发生摇摆，点击停止即

停止摇摆。选择转盘定位设置，在输入转动速度和目标角度之后，点击转动即开

始转动，点击停止则停止。点击清楚按钮则数据清零。

点击添加，可以设置设备的时序动作，在表格中可以设置转动方向，转动速度和时间

等，如果想删除时序，可以后面的 X 号可以删除时序。点击删除按钮这删除表格中所有的时

序，点击保存按钮这将表格中的时序操作保存到本地文件中，点击导出则将本地文件夹中的

时序文件导出到表格中。点击开始按钮则设备按照设置的时序开始执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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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3-3Rotation设备控制

首先,如图 1所示，点击“H3-3Rotation”标签进入到设备控制界面，如图

3所示：

图 3

Control区域：

H3-3Rotation是三轴转动设备，分别是 Yaw轴，Roll 轴，Pitch轴。

以 Yaw为例，连上设备之后，点击右上角进入 API 模式，就可以控制设备。

在首次通电之后，需要点击回零按钮进行回零操作。可以看到设备的实时角度，

微调档位里面有 0.1、0.3、0.5、2.0、-0.1、-0.3、-0.5、-2.0等微调角度，选择好

微调角度之后，点击微调按钮即可转动相对应的角度。持续按下正转的按钮，Yaw
轴就按照微调的角度持续转动，持续按下反转的按钮，Yaw轴就按照微调的角度

持续转动。设置目标角度后（范围-360 到 360），点击转动按钮，Yaw轴就会转

动到相对应的角度。Roll 和 Pitch 轴操作如上。在同时设置好三个轴的目标角度

之后，点击一键转动可以实现三轴同时转动到对应角度，点击一键停止，三轴就

同时停止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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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R-ADOB1-300-C设备控制

首先,如图 1所示，点击“TR-ADOB1-300-C”标签进入到设备控制界面，如

图 4所示：

图 4

Control区域：

TR-ADOB1-300-C 是导轨移动设备。

该区域分别通过滑块以及显示框来显示导轨实时位置，在设置好导轨的移动

速度以及目标距离之后，点击开始移动按钮，导轨就能够移动到相对应的位置，

点击导轨停止按钮以后，导轨就会立刻停止运动。

Sequence区域:

点击“Sequence”选项卡可以切换到 sequence 控制模块，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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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这个模块可以设置导轨移动的时序。点击添加按钮，在表格内会出现需要

设置的时序数据，设置好导轨的目标距离，移动速度以及导轨的停止运动的时间，

并且可以设置时序运行的次数，如果时序设置有错误，点击后面的 X号可以删除

此时序，点击运行按钮则导轨开始按照设置的时序进行移动，点击停止按钮则停

止运动。

点击清楚按钮则所有的时序消失，点击导出按钮则可以将设置好的时序保存

到本地文件夹中，点击导入按钮则可以选择之后保存好的时序文件到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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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S-LCD5T2设备控制

首先,如图 1 所示，点击“IS-LCD5T2”标签进入到设备控制界面，如图 6

所示：

图 6

Control区域：

IS-LCD5T2是导轨和转盘移动设备。

该设备分为两种模式，CS2000 和 I29 位，在 CS2000 的模式下，导轨和转盘

都能够进行移动，但前后的导轨轴存在限位，设备首次通电的情况下，需要进行

回零操作，在设置好移动速度和目标角度以及距离之后，点击移动按钮，相应的

导轨或者转盘就能够进行移动，同时可以看到设置的实时位置和角度，点击停止

按钮则设备停止移动。在 I29 的模式下，转盘的移动不了的，只能有导轨进行

移动，此时导轨没有限位，可以移动到最大范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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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S-FOV3-M设备控制

首先,如图 1 所示，点击“HS-FOV3-M”标签进入到设备控制界面，如图 7

所示：

图 7

Control区域：

HS-FOV3-M 是一台两轴导轨移动设备。

该区域可以控制导轨移动，在设备首次通电之后，首先点击进入连接进入

API 操作，导轨需要进行回零后再操作，在设置设备的目标角度之后，点击转动，

设备就能够往相应的角度转去，再次点击转动按钮，设备停止转动。选择不同的

微调档位，点击微调，则设备转动相应的角度。此设备也可用于 FOV 计算，Yaw

轴转动到左侧之后，点击读取角度，获取左侧当前角度，Yaw 轴转动到右侧之后，

点击读取角度，获取右侧当前角度，点击计算，即可计算出 FOV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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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S-LTS02设备控制

首先,如图 1所示，点击“HS-LTS02”标签进入到设备控制界面，如图 8所

示：

图 8

Control区域：

HS-LTS02 是一台四轴导轨移动设备。

该区域可以控制导轨移动，在设备首次通电之后，首先点击进入 API 模式，

设备需要回零之后才可以进行操作，点击一键回零即可进行回零。设置好对应轴

的目标角度之后，点击转动，对应轴即可向目标角度转动，点击停止则设备停止

转动。选择好微调角度之后，点击微调，则对应轴转动相应的角度，持续点击正

转，则对应轴一直正转，持续点击反转，则对应轴一直反转。也可设置好四个轴

的目标角度之后，点击一键转动，则四个轴同时转动，点击停止，则四个轴停止

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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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S-T60AM2/AM4设备控制

首先,如图 1所示，点击“HS-T60AM2/AM4”标签进入到设备控制界面，如图

9所示：

图 9

Control区域：

HS-T60AM2/AM4 是一台单轴设备控制设备。

该区域可以控制导轨移动，在设备首次通电之后，首先点击进入 API 模式，

设备需要回零之后才可以进行操作，点击一键回零即可进行回零。设置好对应轴

的目标角度之后，点击转动，对应轴即可向目标角度转动，点击停止则设备停止

转动。选择好微调角度之后，点击微调，则对应轴转动相应的角度，持续点击正

转，则对应轴一直正转，持续点击反转，则对应轴一直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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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卡切换支架系列

图卡切换支架系列主要包括控制 5 位图卡 CH-AVDM-5XS、10 位图

卡 CH-AVDM-10X、13 位图卡 CH-AVDO-13X，CH-AVDO-15X。

(1)CH-AVDM-5XS设备控制

首先,如图 1所示，点击选项卡图卡切换支架下面的“CH-AVDM-5XS”，选择

标签进入到设备主控制界面，如图 10 所示：

图 10

Control区域：

CH-AVDM-5XS 可以用来控制 5张图卡的切换，连接上设备之后，点击进入 API

模式，即可进行控制，相应点击退出 API 模式，则上位机无法对设备进行控制。

点击图卡标签后面的切换按钮，就可实现对应图卡的切换，在图卡移动测试的过

程中，可以通过测试位图卡编号、图卡仓图卡编号以及切换按钮前面的测试中的

标签来观察正在测试中的图卡，并且在白色输入框内可以对测试的图卡进行标记

取名。点击回仓按钮，则测试位图卡回到最初位置，点击复位则实现报警复位操

作，点击保存图卡名按钮则能够对 5张图卡的标记信息进行保存操作，点击导入

图卡名则可以选择之前保存的图卡名文件进行提取图卡标记信息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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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AVDM-10X设备控制

首先,如图 1所示，点击选项卡图卡切换支架下面的“CH-AVDM-10X”，选择

标签进入到设备主控制界面，如图 11 所示：

图 11

Control区域：

CH-AVDM-10X 可以用来控制 10 张图卡的切换，连接上设备之后，点击进入

API 模式，即可进行控制，相应点击退出 API 模式，则上位机无法对设备进行控

制。点击图卡标签后面的切换按钮，就可实现对应图卡的切换，在图卡移动测试

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测试位图卡编号、图卡仓图卡编号以及切换按钮前面的测试

中的标签来观察正在测试中的图卡，并且在白色输入框内可以对测试的图卡进行

标记取名。点击回仓按钮，则测试位图卡回到最初位置，点击复位则实现报警复

位操作。点击保存图卡名按钮则能够对 5张图卡的标记信息进行保存操作，点击

导入图卡名则可以选择之前保存的图卡名文件进行提取图卡标记信息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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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H-AVDO-13X设备控制

首先,如图 1所示，点击选项卡图卡切换支架下面的“CH-AVDO-13X”，选择

标签进入到设备主控制界面，如图 12 所示：

图 12

Control区域

CH-AVDO-13X 可以用来控制 13 张图卡的切换，连接上设备之后，点击进入

API 模式，即可进行控制，相应点击退出 API 模式，则上位机无法对设备进行控

制。点击图卡标签后面的切换按钮，就可实现对应图卡的切换，在图卡移动测试

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测试位图卡编号、图卡仓图卡编号以及切换按钮前面的测试

中的标签来观察正在测试中的图卡，并且在白色输入框内可以对测试的图卡进行

标记取名。点击回仓按钮，则测试位图卡回到最初位置，点击复位则实现报警复

位操作。点击保存图卡名按钮则能够对 5张图卡的标记信息进行保存操作，点击

导入图卡名则可以选择之前保存的图卡名文件进行提取图卡标记信息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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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AVDO-15X设备控制

首先,如图 1所示，点击选项卡图卡切换支架下面的“CH-AVDO-15X”，选择

标签进入到设备主控制界面，如图 13所示：

图 13

Control区域：

CH-AVDM-15X 可以用来控制 15 张图卡的切换，连接上设备之后，点击进入

API 模式，即可进行控制，相应点击退出 API 模式，则上位机无法对设备进行控

制。点击图卡标签后面的切换按钮，就可实现对应图卡的切换，在图卡移动测试

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测试位图卡编号、图卡仓图卡编号以及切换按钮前面的测试

中的标签来观察正在测试中的图卡，并且在白色输入框内可以对测试的图卡进行

标记取名。点击回仓按钮，则测试位图卡回到最初位置，点击复位则实现报警复

位操作。点击保存图卡名按钮则能够对 5张图卡的标记信息进行保存操作，点击

导入图卡名则可以选择之前保存的图卡名文件进行提取图卡标记信息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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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使用方法

1、VS2015 调用库文件

使用 VS2015 创建一个简单的控制台应用程序，创建好一个工程以后，点击

资源管理器里面工程，右键选择“属性”，在属性页里面点击“C/C++选项卡”，

然后在“附加包含目录”里面输入库中的.h 头文件路径，如图 12 所示：

图 12

然后点击“链接器”，选择“附加库目录”，导入库文件中的.lib 静态库文件，

如图 13 所示：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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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PI 接口方法

（1）const char* GetCodeMessage(int code)

接口描述: 根据状态码值获取具体的状态信息。

传入参数: code(状态码)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具体的状态信息。

（2）int StartPLCControl(const char *ip = "192.168.1.5")

接口描述: 上位机连接三轴云台 PLC 函数

传入参数: ip（连接的 ip 地址）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返回状态码。

（3）int StopPLCControl();

接口描述: 断开上位机与三轴云台 PLC 之间的连接。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状态码

（4）int SetButtonStart()

接口描述: 一键启动。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返回状态码。

（5）int StartAPIConnection(bool enable = true)

接口描述: 进入 API 连接控制。

传入参数: enable(true,开始;false,不开始)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返回状态码。

（6）int SetYawFindHome()

接口描述: Yaw 方向转盘回到零点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返回状态码

（7）int SetRollFindHome();

接口描述: Roll 方向转盘回到零点。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返回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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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nt SetPitchFindHome()

接口描述: Pitch 方向转盘回到零点。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返回状态码

（9）bool GetYawIsMoving()

接口描述: 判断 Yaw 方向转盘是否正在运动。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bool ：返回运动状态。true 为运动状态；false 为停止状态。

（10）bool GetRollIsMoving()

接口描述: 判断 Roll 方向转盘是否正在运动。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bool ：返回运动状态。true 为运动状态；false 为停止状态。

（11）bool GetPitchIsMoving()

接口描述: 判断 Pitch 方向转盘是否正在运动。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bool ：返回运动状态。true 为运动状态；false 为停止状态。

（12）bool GetProgramStartStatus()

接口描述:获取程序启动状态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bool:启动状态。true 为启动成功，false 为启动失败。

（13）bool GetAPIConnectionStatus()

接口描述: 获取 API 连接控制状态。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bool:连接控制状态。true 为成功，false 为失败。

（14）bool GetYawFindHomeIsMoving()

接口描述: 获取 Yaw 方向转盘的回零状态。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bool:回零状态。false,正在回零状态；true,回零状态

（15）bool GetRollFindHomeIsMoving()

接口描述: 获取 Roll 方向转盘的回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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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bool:回零状态。false,正在回零状态；true,回零状态

（16）bool GetRollFindHomeIsMoving()

接口描述: 获取 Pitch 方向转盘的回零状态。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bool:回零状态。false,正在回零状态；true,回零状态

（17）bool GetYawForewardStatus()

接口描述: 获取 Yaw 方向转盘正转状态。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bool:false,停止 true,转动

（18）bool GetRollForewardStatus()

接口描述: 获取 Roll 方向转盘正转状态。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bool:false,停止 true,转动

（19）bool GetPitchForewardStatus()

接口描述: 获取 Pitch 方向转盘正转状态。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bool:false,停止 true,转动

（20）bool GetYawBackwardStatus()

接口描述: 获取 Yaw 方向转盘反转状态。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bool:false,停止 true,转动

（21）bool GetRollBackwardStatus()

接口描述: 获取 Roll 方向转盘反转状态。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bool:false,停止 true,转动

（22）bool GetPitchBackwardStatus()

接口描述: 获取 Pitch 方向转盘反转状态。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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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bool:false,停止 true,转动

（23）float GetYawCurrentDegree()

接口描述: 获取 Yaw 方向转盘当前角度值。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当前角度值

（24）float GetRollCurrentDegree()

接口描述: 获取 Roll 方向转盘当前角度值。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当前角度值

（25）float GetPitchCurrentDegree()

接口描述: 获取 Pitch 方向转盘当前角度值。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当前角度值

（26）float GetYawTargetDegree()

接口描述: 获取 Yaw 方向转盘目标角度值。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目标角度值

（27）float GetRollTargetDegree()

接口描述: 获取 Roll 方向转盘目标角度值。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目标角度值

（28）float GetPitchTargetDegree()

接口描述: 获取 Pitch 方向转盘目标角度值。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目标角度值

（29）int GetYawForewardBackwardTargetVelocity()

接口描述: 获取 Yaw 方向正反转设置速度。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速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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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int GetRollForewardBackwardTargetVelocity()

接口描述: 获取 Roll 方向正反转设置速度。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速度值

（31）int GetPitchForewardBackwardTargetVelocity()

接口描述: 获取 Pitch 方向正反转设置速度。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速度值

（32）int GetYawRotateTargetVelocity()

接口描述: 获取 Yaw 方向目标角度转动设定速度。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速度值

（33）int GetRollRotateTargetVelocity()

接口描述: 获取 Roll 方向目标角度转动设定速度。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速度值

（34）int GetPitchRotateTargetVelocity()

接口描述: 获取 Pitch 方向目标角度转动设定速度。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速度值

（35）unsigned int GetYawFineTuningGear()

接口描述: 获取 Yaw 方向转盘微调档位。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当前挡位

（36）unsigned int GetRollFineTuningGear()

接口描述: 获取 Roll 方向转盘微调档位。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当前挡位

（37）unsigned int GetPitchFineTuningGear()

接口描述: 获取 Pitch 方向转盘微调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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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当前挡位

（38）bool GetYawOriginMissingAlarmFlag()

接口描述: 获取 Yaw 方向转盘原点丢失提示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false,没有错误 true,有错误

（39）bool GetYawNoFindHomeAlarmFlag()

接口描述: 获取 Yaw 方向转盘没有回零提示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false,没有错误 true,有错误

（40）bool GetYawExceedLimitAlarmFlag()

接口描述: 获取 Yaw 方向转盘超过限位提示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false,没有错误 true,有错误

（41）bool GetRollOriginMissingAlarmFlag()

接口描述: 获取 Roll 方向转盘原点丢失提示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false,没有错误 true,有错误

（42）bool GetRollNoFindHomeAlarmFlag()

接口描述: 获取 Roll 方向转盘没有回零提示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false,没有错误 true,有错误

（43）bool GetRollExceedLimitAlarmFlag()

接口描述: 获取 Roll 方向转盘超过限位提示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false,没有错误 true,有错误

（44）bool GetPitchOriginMissingAlarmFlag()

接口描述: 获取 Pitch 方向转盘原点丢失提示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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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说明: false,没有错误 true,有错误

（45）bool GetPitchNoFindHomeAlarmFlag()

接口描述: 获取 Pitch 方向转盘没有回零提示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返回说明: false,没有错误 true,有错误

（46）bool GetPitchExceedLimitAlarmFlag()

接口描述: 获取 Pitch 方向转盘超过限位提示

传入参数: 无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false,没有错误 true,有错误

（47）int SetYawForewardMoving(bool enable = true)

接口描述: Yaw 方向转盘持续正转

传入参数: true,开始 false,不开始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状态码

（48）int SetRollForewardMoving(bool enable = true)

接口描述: Roll 方向转盘持续正转

传入参数: true,开始 false,不开始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状态码

（49）int SetPitchForewardMoving(bool enable = true)

接口描述: Pitch 方向转盘持续正转

传入参数: true,开始 false,不开始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状态码

（50）int SetYawBackwardMoving(bool enable = true)

接口描述: Yaw 方向转盘持续反转

传入参数: true,开始 false,不开始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状态码

（51）int SetRollBackwardMoving(bool enable = true)

接口描述: Roll 方向转盘持续反转

传入参数: true,开始 false,不开始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状态码

（52）int SetPitchBackwardMoving(bool enable = true)

接口描述: Pitch 方向转盘持续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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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参数: true,开始 false,不开始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状态码

（53）int SetYawDegree(float degree)

接口描述: 设置 Yaw 方向转盘的角度

传入参数: degree,旋转角度(单位：度)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状态码

（54）int StartYawMove(bool enable = true)

接口描述: Yaw 方向转盘开始移动

传入参数: true,使能 false,去使能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状态码

（55）int SetRollDegree(float degree)

接口描述: 设置 Roll 方向转盘的角度

传入参数: degree,旋转角度(单位：度)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状态码

（56）int StartRollMove(bool enable = true)

接口描述: Roll 方向转盘开始移动

传入参数: true,使能 false,去使能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状态码

（57）int SetPitchDegree(float degree)

接口描述: 设置 Pitch 方向转盘的角度

传入参数: degree,旋转角度(单位：度)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状态码

（58）int StartPitchMove(bool enable = true)

接口描述: Pitch 方向转盘开始移动

传入参数: true,使能 false,去使能

传出参数: 无

返回说明: 状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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