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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本手册所描述的产品（含其硬件、软件、固件等）均“按照

现状”提供，可能存在瑕疵、错误或故障，越疆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明示或默示保证，包括但

不限于适销性、质量满意度、适合特定目的、不侵犯第三方权利等保证；亦不对使用本手册

或使用本公司产品导致的任何特殊、附带、偶然或间接的损害进行赔偿。 

在使用本产品前详细阅读本使用手册及网上发布的相关技术文档并了解相关信息，确保

在充分了解机械臂及其相关知识的前提下使用机械臂。越疆建议您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使用

本手册。该手册所包含的所有安全方面的信息都不得视为Dobot的保证，即便遵循本手册及

相关说明，使用过程中造成的危害或损失依然有可能发生。 

本产品的使用者有责任确保遵循相关国家的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确保在越疆机械臂的

使用中不存在任何重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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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的 

本手册介绍了KWR75B六维力传感器的基本参数，安装及操作步骤，方便用户了解和使

用六维力传感器。 

 

读者对象 

本手册适用于： 

 客户 

 销售工程师 

 安装调测工程师 

 技术支持工程师 

 

修订记录 

时间 修订记录 

2021-8-27 第一次发布 

 

符号约定 

在本手册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危险 

表示有高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会导致人员死亡或严重伤害 

警告 

表示有中度或低度潜在危害，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导致人员轻微伤害、机械臂毁坏

等情况 

注意 

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忽视这些文本，可能导致机械臂损坏、数据丢失或不可预知

的结果 

说明 表示是正文的附加信息，是对正文的强调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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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感器基本介绍 

KWR75系列传感器是一款应变式六轴力/力矩传感器，可同时检测3个力和3个力矩。该

传感器检测由施加力引起的“工具端法兰”和“主体”之间的相对变形，并使用电阻应变片

测量传感器弹性单元的变化。该传感器内含嵌入式系统，可以实时采集并处理电阻应变片的

信号变化，实时输出施加力的大小和方向，具有高精度和高响应能力。 

 

图 1.1  KWR75 传感器 

 

1.1 性能参数 

KWR75B传感器的基本规格如表 1.1所示。 

表 1.1  KWR75B 传感器规格说明 

规格 说明 

Fx, Fy (N) 

Fz (N) 

Mx, My (Nm) 

Mz (Nm) 

200  

200 

8  

8 

直径(mm) 75 

高度(mm) 31.5 

材质 铝合金 

表面处理 阳极化 

过载水平(%） 300 

重复精度(%FS) 0.1 

准度(%FS) 0.5 

采样分辨率(Bit) 24 

重量(kg) 0.28 

防护等级 I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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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温度 5~80 

采样频率(kHz) 1 

供电电压(VDC) 9~24 

通信接口 RS422/RS485/MODBUS/EtherCAT/EtherNET/USB 

 

1.2 外形参数 

KWR75B 传感器尺寸如图 1.2 所示。 

 

图 1.2  KWR75B 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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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说明 

2.1 机械安装 

 检查机械臂末端、转接法兰和传感器表面无损坏或异物。 

 将传感器与转接法兰进行分离，并将转接法兰安装于机械臂末端。 

使用3mm内六角扳手将6颗内埋式内六角螺钉旋松，分离转接法兰与传感器本

体。 

通过Φ6定位销将转接法兰与机械臂末端进行定位，使用4颗M6内六角螺钉，

将转接法兰与机械臂末端固定。 

 将传感器与转接法兰进行紧固连接。 

使用定位销将传感器与转接法兰进行定位配合。 

使用传感器的6颗内埋式螺钉进行紧固。从传感器工具端法兰的安装孔中插入

内六角扳手（宽度3mm），然后沿右旋螺钉方向转动以固定。螺钉拧紧顺序按

照图 2.2顺序进行操作。 

 

图 2.1  传感器安装示意图 

 

图 2.2  螺钉拧紧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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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设备的工具接口与传感器工具端法兰连接。 

传感器工具端法兰提供4个M6螺钉孔以及Φ6销孔形式的通用接口，用于设备

工具的连接。 

 

注意 

传感器工具端法兰定位销是为了获得设备工具安装的一致性，如果不使用定位销，

传感器性能不受影响。 

 

2.2 电气连接 

将传感器出线线缆接口按照正确的线序方向插入 CR 机械臂末端 I/O 接口。接线示意

图如下图所示。 

 

图 2.3  电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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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感器插件安装 

传感器插件安装需通过操作CR机械臂配套软件实现。Windows端请使用DobotSCStudio 

V2.0.6Beta 及以上版本；Andriod 端请使用 Android CRStudioV4.0.0.6 及以上版本；iOS 端请

使用 iOS CRStudio V2.1.0 及以上版本。 

 

3.1 Windows端操作 

本节主要介绍使用 Windows 端 DobotSCStudio 软件安装传感器插件的步骤。 

 打开上位机软件选择末端插件，在“末端插件”界面单击“安装”进入插件选

择界面。 

 

图 3.1  末端插件界面 

 双击安装ForceTorqueSensor插件，插件格式为压缩包形式。安装成功后进入插

件界面，如图 3.2所示。界面参数说明如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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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安装 ForceTorqueSensor 插件 

 

图 3.3  Panel 界面 

表 3.1  Panel 参数说明 

编号 说明 

1 六维力传感器开关 

2 力值 

3 扭矩值 

4 传感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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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感器处于在线状态时，该图标变为绿色 

 

 开启Open Six Force，如图 3.4所示，界面出现“示教”和“设置”页签。进入

“控制”页签可对传感器进行回零和标定，“示教”可调节拖动模式及速度，

具体操作见4传感器标定及功能设置。 

 

图 3.4  传感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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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卓端&iOS端操作 

前提条件： 

连接机械臂对应的 WiFi。CR 系列机械臂对应的名称默认为 Dobot_WIFI_xxxx, 默认密

码 1234567890。连接 WiFi 之后可能会弹出网络不可用，请点击继续使用！ 

 

操作步骤： 

 点击“监控”或 ，进入监控界面，在页面左侧菜单选择Dobot+，如图 3.5

所示。 

 

图 3.5  安装 ForceTorqueSensor 插件 

 双击选择ForceTorqueSensor插件进行安装。安装成功后进入插件“仪表盘”界

面，如图 3.6所示，界面说明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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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仪表盘”界面 

表 3.2  参数说明 

编号 说明 

1 六维力传感器开关 

2 力值 

3 扭矩值 

4 传感器状态 

当传感器处于在线状态时，该图标变为绿色 

 

 开启Open Six Force，如图 3.7所示，界面出现“示教”和“设置”页签。进入

“设置”页签可对传感器进行回零和标定，“示教”可调节拖动模式及速度，

具体操作见4传感器标定及功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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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传感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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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传感器标定及功能设置 

4.1 传感器标定 

 通过点动或者使用拖拽模式将机器人拖到合适的位置，将六维力传感器上所显

示的X+指向下。 

 

图 4.1  X+位置 

 

图 4.2  X+向下 

 进入“设置”界面，点击六维力传感器设置界面上的“继续”，标定传感器的

X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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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标定 X 轴 

 同X轴标定方式，将传感器上标识的Y+指向下，在Y轴标定界面上点击“继续”。 

 

图 4.4  Y+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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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标定 Y 轴 

 将六维力传感器的工具侧竖直指向地面，在Z轴标定界面上点击“继续”。 

 

图 4.6  传感器竖直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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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标定 Z 轴 

 X、Y、Z轴全部标定后界面显示“完成标定”，如图 4.8所示。 

 

图 4.8  传感器标定完成 

  

4.2 传感器回零 

在进行机器人标定前，用户需点击“设置”界面的“传感器回零”对传感器进行回零操

作，如图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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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回零操作 

 

4.3 传感器拖动模式 

进入“示教”界面，可选择拖动模式，并调节拖动速度。 

 

图 4.10  拖动模式 

：空间全拖动。根据末端受力情况，同时改变末端工具的姿态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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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平移拖动。机器人通过读取传感器的值，跟随传感器的值的变换而进行位置变

化，运动过程中机器人的末端工具的姿态不会发生变化。 

：空间纯姿态拖动。机器人的末端工具的位置不会发生变化，只有末端工具的姿态会

发生变化。 

 

注意 

拖动时最好是末端带一个工具，抓着工具端进行拖动，如果不带工具拖动时需要

抓住传感器底部, 抓传感器侧面是不起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