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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文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

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 

 

 

 

 

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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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充分了解机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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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ot Magician机械臂的功能、技术规格、安装指导、系统调试等，方便

用户了解和使用Dobot Magician机械臂。 

读者对象 

本手册适用于： 

 客户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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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06 增加高级I/O功能 

2020/07/23 删除滑轨章节 

根据V2版本的机器更新手册中的图片 

2018/09/11 更新了滑轨与机械臂的接口连接图 

201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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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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注意事项 

本章介绍了使用本产品时应注意的安全事项，首次使用机械臂时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后再

使用。本产品应在符合要求的环境下使用，未经授权请勿改造产品，否则可能导致产品故障，

甚至人身伤害、触电、火灾等。机械臂的安装、操作、示教、编程以及系统开发等人员，都

必须先仔细阅读该手册，严格按照操作手册规范使用机器人。 

1.1 通用安全 

危险 

机械臂属于带电设备，非专业人士不得随意更改线路，否则容易给设备或者人身

带来伤害。 

 

使用机械臂时应遵循如下安全规则： 

 操作机械臂时，应当严格遵守当地的法规和规范，手册中所描述的安全注意事项仅

作为当地安全规范的补充。 

 手册中描述的“危险”、“警告”和“注意”事项，只作为所有安全注意事项的补充

说明。 

 请在规定的环境范围内使用机械臂，超出机械臂规格及负载条件使用会缩短产品的

使用寿命甚至损坏设备。 

 负责安装、操作、维护Dobot机械臂的人员必须先经过严格培训，了解各种安全注

意事项，掌握正确的操作和维护方法之后，才能操作和维护机器人。 

 高腐蚀性清洁不适用于机械臂的清洁，阳极氧化的部件不适用于浸没清洁。 

 未经专业培训人员不得擅自维修故障产品，不得擅自拆卸机械臂，若产品出现故障，

请及时联系Dobot技术支持工程师。 

 若该产品报废，请遵守相关法律正确处理工业废料，保护环境。 

 机械臂装箱盒内含细小零配件，勿让请勿让儿童玩耍，以防误吞。 

 儿童使用过程中必须有人在旁边监控，运行完成时及时关闭设备。 

 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请勿将手伸入机械臂运动范围，当心碰伤，夹伤。 

 严禁更改或者去除和修改机械臂以及相关设备的铭牌、说明、图标和标记。 

 搬运、安装过程中请务必小心，应按包装箱上的提示注意轻放、按箭头方向正确放

置机器人，否则容易损坏机器。 

 操作机械臂之前，请先参考随箱所附的用户手册。 

 注意事项 

 开机前请将机械臂置于工作空间内且放大小臂夹角约45°（如图 1.1所示）。开机后

如果指示灯为红色，说明机械臂处于限位状态，请确保机械臂在工作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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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大小臂位置示意图 

 

 关机时机械臂会自动缓慢收回大小臂到指定位置。请勿将手伸入机械臂运动范围，

以防夹手！待指示灯完全熄灭后机械臂才能完全断电。 

 如果使用过程中机械臂坐标读数异常，请按底座背面的复位按键或在DobotStudio

界面单击“归零”。 

 复位过程中，机械臂会自动断开连接，底座指示灯变为黄色。约5后，底座指

示灯变为绿色，说明复位成功。 

 回零过程中，机械臂会自动顺时针旋转到极限位置后再回到系统默认的回零

点，此时底座指示灯变为蓝色闪烁。回零成功后，机械臂会发出一声短响，底

座指示灯变为绿色。 

 请在机械臂完全断电的情况下断开或者连接外部设备，如蓝牙、WIFI、手柄、红外

传感器套件、颜色传感器套件等，否则容易造成机器损坏。 

 使用激光雕刻时，请佩戴防护眼镜，严禁照射眼睛及衣物。 

 使用3D打印时，加热棒会产生高达250°的高温，请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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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入门 

本章节简单介绍如何通过DobotStudio控制Dobot Magician，以方便用户快速了解并使用

Dobot Magician，其流程如图 2.1 所示。 

 

图 2.1  机械臂快速入门流程图 

 

 机械臂线缆连接 

 使用 USB 线缆连接机械臂和计算机。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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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连接机械臂和计算机 

 使用电源适配器将机械臂连接到电源。如图 2.2 所示。 

 

 安装 DobotStudio 控制软件 

用户可通过控制软件DobotStudio控制机械臂，以实现示教再现、二次开发、3D打印等

操作。本章以示教再现为例。 

 环境要求 

DobotStudio软件所支持的操作系统如下所示：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本手册基于该操作系统进行描述） 

 macOS 10.10，macOS 10.11，macOS 10.12 

 获取 DobotStudio 软件包 

使用Dobot Magician前，请下载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DobotStudio软件包，其下载路

径为https://cn.dobot.cc/downloadcenter.html。基于macOS系统的软件包也在该路径下获取。 

 安装 DobotStudio 软件 

前提条件 

已获取DobotStudio软件包。 

操作步骤 

 解压已获取的DobotStudio软件包。 

假设DobotStudio软件包解压后存放的路径为“E:\DobotStudio”。用户可根据实

际情况替换。 

https://cn.dobot.cc/downloadcenter.html。基于ma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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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径“E:\DobotStudio”双击“DobotStudioSetup.exe”。 

弹出“Select Setup Lanuage”界面。如图 2.3所示。 

 

图 2.3  Select Setup Lanuage 对话框 

 

 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安装语言，比如选择“Chinese”。如图 2.4所示。 

 

图 2.4  选择 Chinese 

 

 单击“OK”，按照界面提示进行操作。 

安装过程中会弹出安装驱动界面，如图 2.5 所示，需安装两个驱动。 

 

图 2.5  设备驱动程序安装向导界面 

 

 单击“下一步”安装第一个驱动，单击“安装”安装第二个驱动。 

驱动安装成功后会弹出如图 2.6 所示的界面，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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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机械臂驱动安装完成界面 

 

 按照“安装Dobot Studio”界面提示单击“下一步”继续安装DobotStudio

软件。 

安装成功后会弹出如图 2.7 所示的界面，单击“完成”。 

 

图 2.7  DobotStudio 安装完成界面 

 

 安装后验证 

2.2.4.1 验证 DobotStudio 软件 

安装完成后双击桌面上的DobotStudio软件快捷方式，如果能够打开DobotStudio软件，则

说明DobotStudio安装成功。 

2.2.4.2 验证机械臂驱动 

如果机械臂驱动安装成功，则DobotStudio界面左上角会出现Magican串口信息，如图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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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串口信息 

 

如果没有串口信息，则需要检查机械臂驱动是否安装成功。检查步骤如下。 

 将Dobot Magician机械臂通过USB线缆连接计算机。 

 开启机械臂电源开关。 

 打开“设备管理器”窗口。如果在“端口（COM和LPT）”中可以找

到“Silicon Labs CP210x USB to UART Bridge (COM6)”或“USB-SERIAL 

CH340(COM3 )”，则说明驱动安装成功，如图 2.9 所示。 

 

图 2.9  V2 机械臂串口信息 

说明 

 如 果 用 户 卸 载 驱 动 后 需 重 新 安 装 ， 可 以 在 “ 安 装 目 录

\DobotStudio\attachment\Drive\HardwareV1.0.0”目录下安装对应操作系统的驱

动。比如为 Windows 10，64 位操作系统安装驱动，如图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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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安装 Windows 10，64 位的机械臂驱动 

 

 如 果 DobotStudio 硬 件 版 本 号 为 0.0.0 ， 则 需 要 在 “ 安 装 目 录

\DobotStudio\attachment\Drive\HardwareV0.0.0”安装相应操作系统的驱动。可

连接DobotStudio后在DobotStudio界面单击  查看硬件版本号。 

 

 开机和关机 

 开机：用手将Dobot Magician大小臂摆放至成约45°的位置，然后按下电源开关（如

图 2.11 所示），此时所有电机会锁定。等待约7秒后听到一声短响，且机械臂的右

下方的状态指示灯由黄色变为绿色，说明正常开机。 

注意 

如果开机后状态指示灯为红色，说明机械臂处于限位状态，请按住机械臂上的圆

形解锁按钮  不放，同时拖动机械臂至正常的工作范围内。 

 

 

图 2.11  大小臂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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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机：当机械臂的状态指示灯为绿色时，按下电源开关以关闭机械臂电源，此时小

臂会缓慢向大臂靠拢，大小臂之间的夹角变小，移动到机械臂指定位置。 

注意 

关机时，注意安全，以防夹手。 

 

 开始使用机械臂 

本章节通过在MOVJ运动模式下存3个点来实现示教再现功能，从而初步体验如何使用

Dobot Magician机械臂。 

前提条件 

 已安装DobotStudio控制软件。详细操作请参见 2.2 安装DobotStudio控制软件。 

 已开启机械臂电源。详细操作请参见 2.3 开机和关机。 

操作步骤 

 在Windows桌面上双击DobotStudio。 

弹出DobotStudio界面，并显示操作提示框。如图 2.12所示。 

 

图 2.12  DobotStudio 界面和操作提示框 

说明 

在操作提示框中阅读完DobotStudio的基本操作指导后，单击  关闭提示框。 

 

 在DobotStudio界面的左上角单击“连接”。如图 2.13 所示。 

弹出“疑问”对话框。如图 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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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单击连接 

 

 

图 2.14  疑问对话框 

 

 单击“立刻连接”。 

由于该章节仅做演示，对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单击“立刻连接”即可。 

当“连接”变成“断开连接”时，表示连接成功。 

 

说明 

如果要使机械臂以高精度运行，则单击“等待连接”。需等待一段时间后机械臂自

动连接。 

 

 使用DobotStudio实现示教再现功能。 

 单击“示教 & 再现”。如图 2.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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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单击示教 & 再现 

 

说明 

在“示教再现”对话框中阅读完示教再现的操作指导后，单击  关闭对话框。

如图 2.16 所示 

 

 

图 2.16  示教再现对话框 

 

 在DobotStudio界面右侧的“存点”区域选择“点到点 > MOVJ”运行模式。

如图 2.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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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选择 MOVJ 运行模式 

 

 用手按住机械臂上的圆形解锁按钮  不放，同时拖动机械臂移动到某

个位置，假设为A，然后松开该圆形解锁按钮。 

此时DobotStudio软件自动保存A点位置的坐标。如图 2.18所示。 

 

图 2.18  A 点位置坐标 

 

说明 

除了手持示教，还可以通过点动坐标系来实现示教功能。如图 2.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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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点动坐标系实现示教再现 

 

 参照 2 ~ 3，将机械臂移动到另外两个位置，假设为B点和C点，机械臂会

记录这两点的坐标。如图 2.20 所示。 

 

图 2.20  B 和 C 点位置坐标 

 

 在“循环”框中输入“3”。 

即A到C点重复运动3次。如 图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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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设置循环次数为 3 

 

 单击“开始”进行示教再现。如图 2.22 所示。 

机械臂执行完三次循环操作后自动停止运行。 

 

图 2.22  单击开始 

 

 在DobotStudio界面单击  退出示教再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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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简介 

 概述 

Dobot Magician机械臂是一款桌面级智能机械臂，支持示教再现、脚本控制、Blockly图

形化编程、写字画画、激光雕刻、3D打印、视觉识别等功能，还具有丰富的I/O扩展接口，

供用户二次开发时使用。 

 产品外观及构成 

Dobot Magician由底座、大臂、小臂、末端工具等组成，外观如图 3.1所示。 

 

图 3.1  Dobot Magician 外观示意图 

 

 工作原理及规格 

本章主要描述Dobot Magician的工作空间、工作原理、尺寸大小以及技术规格参数。 

 工作空间 

Dobot Magician的工作空间如图 3.2和图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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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Dobot Magician 工作空间（1） 

 

 

图 3.3  Dobot Magician 工作空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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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标系 

Dobot Magician的坐标系可分为关节坐标系和笛卡尔坐标系，分别如图 3.4和图 3.5所

示。 

 

图 3.4  关节坐标系 

 

 

图 3.5  笛卡尔坐标系 

 

 关节坐标系：以各运动关节为参照确定的坐标系。 

 若Dobot Magician未安装末端套件，则包含三个关节：J1、J2、J3，且均为旋转

关节，逆时针为正。 

 若Dobot Magician安装带舵机的末端套件，如吸盘和夹爪套件，则包含四个关

节：J1、J2、J3和J4，均为旋转关节，逆时针为正。 

 笛卡尔坐标系：以机械臂底座为参照确定的坐标系。 

 坐标系原点为大臂、小臂以及底座三个电机三轴的交点。 

 X轴方向垂直于固定底座向前。 

 Y轴方向垂直于固定底座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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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轴符合右手定则，垂直向上为正方向。 

 R轴为末端舵机中心相对于原点的姿态，逆时针为正。当安装了带舵机的末端

套件时，才存在R轴。R轴坐标为J1轴和J4轴坐标之和。 

 运动功能 

机械臂运动模式包括点动模式、点位模式（PTP）、圆弧运动模式（ARC）。PTP和ARC

可总称为存点再现运动模式。 

3.3.3.1 点动模式 

点动模式即示教时移动机械臂的坐标系，使机械臂移动至某一点。Dobot Magician的坐

标系可分为笛卡尔坐标系和关节坐标系，用户可单击笛卡尔坐标系按钮或关节坐标系按钮移

动机械臂。 

说明 

本节以DobotStudio的界面操作来说明Dobot Magician的点动模式。 

 

 笛卡尔坐标系模式： 

 单击“X+”、“X-”，机械臂会沿X轴正负方向移动。 

 单击“Y+”、“Y-”，机械臂会沿Y轴正负方向移动。 

 单击“Z+”、“Z-”，机械臂会沿Z轴正负方向移动。 

 单击“R+”、“R-”，机械臂末端姿态会沿R轴正负方向旋转。 

注意 

如果Dobot Magician安装了带舵机的末端套件，则R轴在运动过程中会和Y轴一起

同动，以保证末端相对于坐标原点的姿态不变。 

 

 关节坐标系模式： 

 单击“J1+”、“J1-”，可控制底座电机正负方向旋转。 

 单击“J2+”、“J2-”，可控制大臂电机正负方向旋转。 

 单击“J3+”、“J3-”，可控制小臂电机正负方向移动。 

 单击“J4+”、“J4-”，可控制末端舵机正负方向旋转。 

3.3.3.2 点位模式（PTP） 

点位模式即实现点到点运动，Dobot Magician的点位模式包括MOVJ、MOVL以及JUMP

三种运动模式。不同的运动模式，示教后存点回放的运动轨迹不同。 

 MOVJ：关节运动，由A点运动到B点，各个关节从A点对应的关节角运行至B点对

应的关节角。关节运动过程中，各个关节轴的运行时间需一致，且同时到达终点，

如图 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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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MOVL 和 MOVJ 运动模式 

 

 MOVL：直线运动，A点到B点的路径为直线，如图 3.6所示。 

 JUMP：门型轨迹，A点到B点以MOVJ运动模式移动，如图 3.7所示。 

 以MOVJ运动模式上升到一定高度（Height）。 

 以MOVJ运动模式平移到B点上方的高度处。 

 以MOVJ运动模式下降到B点所在位置。 

 

图 3.7  JUMP 运动模式 

 

3.3.3.3 圆弧模式（ARC） 

圆弧模式即示教后存点回放的运动轨迹为圆弧。圆弧轨迹是空间的圆弧，由当前点、圆

弧上任一点和圆弧结束点三点共同确定。圆弧总是从起点经过圆弧上任一点再到结束点，如

图 3.8所示。 

注意 

使用圆弧运动模式时，需结合其他运动模式确认圆弧上的三点，且三点不能在同

一条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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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圆弧运动模式 

 

3.3.3.4 应用场景 

机械臂存点回放时，采用不同的运动模式，机械臂运动轨迹不同，其应用场景也不同，

如表 3.1所示。 

表 3.1  应用场景 

运动模式 应用场景 

MOVL 当应用场景中要求存点回放的运动轨迹为直线时，

可采用MOVL运动模式 

MOVJ 当应用场景中不要求存点回放的运动轨迹，但要求

运动速度快的情况下，可采用MOVJ运动模式 

JUMP 当应用场景中两点运动时需抬升一定的高度，如抓

取、吸取等场景，可采用JUMP运动模式 

ARC 当应用场景中要求存点回放的运动轨迹为圆弧时，

如点胶等场景，可采用ARC运动模式 

 

 技术规格 

 技术参数 

表 3.2  技术参数 

名称 Dobot Magician 

最大负载 500g 

最大伸展距离 320mm 

运动范围 底座 ﹣90°~﹢90° 

大臂 0°~﹢85° 

小臂 ﹣10°~﹢90° 



                     Dobot Magician 机器人用户手册 3 产品简介 

文档版本 V2.0（2020-08-06） 用户手册 版权所有 © 深圳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21  

末端旋转 ﹣90°~﹢90° 

最大运动速度 

（250g 负载） 

大小臂、底座

旋转速度 

320°/s 

末端旋转速度 480°/s 

重复定位精度 0.2mm 

电源电压 100V~240V AC，50/60Hz 

电源输入 12V/7A DC 

通信方式 USB、WIFI、Bluetooth 

I/O接口 20个I/O复用接口 

控制软件 DobotStudio 

工作环境 -10°C~+60°C 

 

 尺寸参数 

Dobot Magician的尺寸参数如图 3.9，其末端安装孔尺寸参如图 3.10所示。 

 

图 3.9  Dobot Magician 尺寸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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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末端安装孔尺寸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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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说明 

 接口板 

Dobot Magician接口位于底座背部和小臂上，底座接口示意图如图 4.1所示，其功能说

明如表 4.1所示。 

 

图 4.1  底座背部接口 

 

表 4.1  底座背部接口说明 

序号 说明 

1 复位按键，复位MCU程序 

此时底座指示灯变为黄色。约5秒后，复位成功，底座指示灯变为绿色 

2 功能按键。 

 短按一下：执行脱机程序，详细说明请参见5.3 脱机功能 

 长按2s以上：启动回零操作，详细说明请参见5.10.3 回零 

3 UART接口/通信接口，可连接蓝牙、WIFI模块。采用Dobot协议 

4 USB接口，连接PC进行通信 

5 电源，连接电源适配器 

6 外设接口，可连接气泵、挤出机、传感器等外部设备。详细说明请参见

表 4.2 

 

底部外设接口说明如表 4.2所示。 

表 4.2  底座外设接口说明 

接口 说明 

SW1 气泵盒电源接口/自定义12V可控电源输出 

SW2 自定义12V可控电源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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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说明 

Stepper1 自定义步进电机接口/3D打印挤出机接口（3D打印模式）/传送带电机接

口/滑轨电机接口 

Stepper2 自定义步进电机接口 

GP1 气泵盒控制信号接口/光电传感器接口/颜色传感器接口/自定义通用接口 

GP2 自定义通用接口/颜色传感器接口/滑轨回零开关接口 

 

小臂外设接口示意图如图 4.2所示，其功能说明如表 4.3所示。 

 

图 4.2  小臂外设接口 

 

表 4.3  小臂外设接口说明 

序号 说明 

1 GP3，R轴舵机接口/自定义通用接口 

2 GP4，自动调平接口/光电传感器接口/颜色传感器接口/自定义通用接口 

3 GP5，激光雕刻信号接口/光电传感器接口/颜色传感器接口/自定义通用

接口 

4 SW3，3D打印加热端子接口（3D打印模式）/自定义12V可控电源输出 

5 SW4，3D打印加热风扇（3D打印模式）/激光雕刻电源接口/自定义12V可

控电源输出 

6 ANALOG，3D打印热敏电阻接口（3D打印模式） 

 

 指示灯 

Dobot Magician的指示灯位于底座，状态说明如表 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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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指示灯说明 

状态 说明 

绿色常亮 机械臂正常工作 

黄色常亮 机械臂处于启动状态 

蓝色常亮 机械臂处于脱机状态 

蓝色闪烁 机械臂正在执行回零操作或正在进行自动调平 

红色常亮 机械臂处于限位状态、报警未清除或3D打印套件连接错误 

 

 I/O 接口复用说明 

Dobot Magician的I/O接口采用统一编址的方式，且大部分引脚具有复用功能。用户可通

过I/O接口实现高低电平输出、电平输入读取等功能，以控制机械臂的外围设备。 

 底座 I/O 接口复用说明 

4.3.1.1 UART 接口 I/O 复用说明 

UART接口如图 4.3所示，其I/O复用说明如表 4.5所示。 

 

图 4.3  UART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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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UART 接口 I/O 复用说明 

引脚 描述 电平输出 PWM 电平输入 ADC 是否上下拉 

5V - 5V/1A输出 - - - - 

GND 接地 - - - - - 

E2 (EIO18) - 3.3V_20mA 输

出 

- - - 无上下拉 

E1 (EIO19) - - - 3.3V/5V_20m

A输入 

- 上拉1M到3.3V 

nRST 硬件复位 - - 3.3V_20mA 

输入 

- 上拉1M到3.3V 

STOP KEY 

(EIO20) 

- - - 3.3V/5V_20m

A输入 

 

- 上 拉 10K 到

3.3V 

RX UART接收 - - 3.3V/5V_20m

A输入 

 

- 上拉1M到3.3V 

TX UART发送 3.3V/5V_20m

A输出 

-  - 无上下拉 

5V - 5V/1A输出 - - - - 

GND 接地 - - - - - 

 

4.3.1.2 外设接口 I/O 复用说明 

底座外设接口如图 4.4所示，其I/O复用说明如表 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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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底座外设接口 

 

表 4.6  外设接口 I/O 复用说明 

接口 引脚 描述 电平输出 PWM 电平输入 ADC 是否上下拉 

SW1 

VALVE 

(EIO16) 

- 
12V/1A输出 - - - - 

GND 接地 - - - - - 

SW2 

PUMP 

(EIO17) 

- 
12V/1A输出 - - - - 

GND 接地 - - - - - 

Stepper1 

5_1A - 

默认相电压电

流12V/0.9A 

- - - - 

5_1B - - - - - 

5_2A - - - - - 

5_2B - - - - - 

Stepper2 

4_1A - - - - - 

4_1B - - - - - 

4_2A - - - - - 

4_2B - - - - - 

GP1 
ADC(EI

O12) 

- 

- - 

3.3V/5V_

20mA 输

入 

- 
上 拉 1M 到

3.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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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引脚 描述 电平输出 PWM 电平输入 ADC 是否上下拉 

PWM(EI

O11) 

- 3.3V_20mA 

输出 
√ - - 无上下拉 

REV(EIO

10) 

- 
5V/1A输出 - - - - 

GND 接地 - - - - - 

GP2 

ADC(EI

O15) 

- 

3.3V_20mA 

输出 

 

- 

3.3V/5V_

20mA 输

入 

√ 

注：ADC

模式下最

大输入电

压5V 

下 拉 1M 到

GND 

PWM(EI

O14) 

- 
3.3V_20mA 

输出 
√ 

3.3V/5V_

10mA 输

入 

- 
上 拉 1M 到

3.3V 

REV(EIO

13) 

- 
5V/1A输出 - - - - 

GND 接地 - - - - - 

 

 小臂 I/O 接口复用说明 

小臂外设接口如图 4.5所示，其I/O复用说明如表 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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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小臂外设接口 

 

表 4.7  外设接口 I/O 复用说明 

接口 引脚 描述 电平输出 PW

M 

电平输入 ADC 是否上下拉 

ANAL

OG 

Temp 

(EIO1) 

- - - - - 上 拉 4.7K 到

3.3V 

GND 接地 - - - - - 

SW4 FAN_12V 

(EIO2) 

风扇电源 12V/1A输出 - - - - 

GND 接地 - - - - - 

SW3 HEAT_12V 

(EIO3) 

加热丝电源 12V/3A输出 - - - - 

GND 接地 - - - - - 

GND 接地 - - - - - 

GP5 ADC (EIO5) - - - 3.3V/5V_

20mA 输

入 

- 上 拉 1M 到

3.3V 

PWM - 3.3V_20mA √ - - 无上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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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引脚 描述 电平输出 PW

M 

电平输入 ADC 是否上下拉 

(EIO4) 输出 

5V - 5V/1A输出 - - - - 

GND 接地 - - - - - 

GP4 ADC (EIO7) - - - 3.3V/5V_

20mA 输

入 

- 上 拉 1M 到

3.3V 

PWM 

(EIO6) 

- 3.3V_20mA

输出 

√ - - 无上下拉 

5V - 5V/1A输出 - - - - 

GND 接地 - - - - - 

GP3 ADC (EIO9) - - - 3.3V/5V_

20mA 输

入 

√ 

注：ADC

模式下最

大输入电

压5V 

下 拉 1M 到

GND 

PWM 

(EIO8) 

- 3.3V_20mA

输出 

√ - - 无上下拉 

5V - 5V/1A输出 - - - - 

GND 接地 - - - - - 

 

 高级 I/O 功能说明 

Dobot Magician支持高级I/O功能，仅在脱机运行时使用。Dobot Magician将以下I/O接口

作为高级I/O，如表 4.8所示。高级I/O功能需开启后才能使用，若不开启，仅作为普通的I/O

复用接口。请勿随意开启高级I/O功能，可能会导致机器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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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高级 I/O 功能说明 

I/O编址 输入/输出 功能 

14 输入 退出脱机运行 

15 输出 报警信号 

低电平：报警 

高电平：正常 

18 输出 表示机械臂脱机运行状态 

低电平：正在脱机运行 

高电平：脱机运行结束 

19 输入 启动脱机运行 

20 输入 暂停脱机运行 

 

高级I/O接口位置如图 4.6所示。 

 

图 4.6  高级 I/O 接口 

 

所有输入信号仅支持低电平和低电平断开两个状态，需通过继电器通断来产生，不能直

接输入高电平，否则会导致机器主控板损坏。 

如需开启高级I/O功能，请在“DobotStudio > 设置 > 通用”界面勾选高级I/O功能，如

图 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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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开启高级 I/O 功能 

 

注意 

请勿随意开启高级I/O功能，可能会导致机器损坏。 

 内置 I/O 电路 

 上拉1M到3.3V 

 

图 4.8  上拉 1M 到 3.3V 

 

 上拉10K到3.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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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上拉 10K 到 3.3V 

 

 下拉1M接地 

 

图 4.10  下拉 1M 接地 

 

 无上下拉 

 

图 4.11  无上下拉 

 

 外设接线示例 

本节以外接气泵为例进行说明，红框中的电路为外接驱动电路。 

 12V（I/O）为Dobot Magician I/O接口上的输出电压。OUTx为I/O接口上的数字输出

引脚（假设OUT0和OUT1），GND为Dobot Magician I/O接口上的接地端，用户在实

际使用时请选择正确的引脚。 

 12V（外部）为外部电压，GND（外部）为外部电压对应的接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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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外设接线示意图 



                     Dobot Magician 机器人用户手册 5 操作指南 

文档版本 V2.0（2020-08-06） 用户手册 版权所有 © 深圳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35  

 操作指南 

 DobotStudio 软件使用说明 

 DobotStudio 功能模块说明 

Dobot Magician机械臂具有示教再现、写字画画、Blockly图形化编程和脚本控制等功能，

用户可通过DobotStudio软件来实现这些功能。DobotStudio支持的功能如图 5.1所示。详细描

述如表 5.1所示。 

 

图 5.1  DobotStudio 软件首页上的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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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DobotStudio 软件首页上的功能模块说明 

模块 功能 

示教& 再现 利用示教的方式记录机械臂一系列动作后，让机械臂重复操作记录的动

作 

写字 & 画画 控制机械臂写字画画或者激光雕刻 

Blockly 利用图形化编程的方式控制机械臂。用户可通过拼图的方式进行编程，

直观易懂 

脚本控制 利用脚本语言控制机械臂 

手势控制 通过手势控制机械臂 

鼠标 通过鼠标控制机械臂 

激光雕刻 控制机械臂雕刻灰度位图 

3D Printer 使用机械臂进行 3D 打印 

添加更多 根据范例对机械臂进行二次开发 

 

用户还可以在“DobotStudio界面 > 设置”界面进行参数设置、基座校准、手动调平、

自动调平等操作。如图 5.2所示。详细说明如 

表 5.2所示。 

 

图 5.2  一般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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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一般设置页面的功能描述 

功能 描述 

通用 设置向导、控制台、设备名、勾选滑轨功等功能 

固件 切换固件 

例如当固件为 Dobot 固件时，可在此将 Dobot 固件切换至 3D 打印固件进

行 3D 打印操作 

传感器和基座 设置大小臂角度传感器和基座 

基座校准 对底座编码器进行校准 

手动调平 对大小臂角度传感器进行手动校准 

自动调平 对大小臂角度传感器进行自动校准 

初始化姿态 设置初始化姿态 

点动 设置关节、滑轨和笛卡尔坐标系的速度和加速度 

再现 设置关节参数、坐标系参数、Jump 参数、手持示教和 LostStepParam 

写字画画 设置写字画画的参数。比如速度、拐角速度、线性加速度、加速度、抬笔

高度和下降位置 

手势控制 设置手势控制的参数。比如速度、缩放和性能模式 

鼠标控制 设置鼠标控制的参数。比如速度、缩放和性能模式 

激光雕刻 设置激光雕刻的参数。比如拐角速度、线性加速度、加速度、下降位置和
DPI 

 

 DobotStudio 界面公共区域说明 

DobotStudio 提供的如下公共区域用于所有的模块，以实现对机械臂的操作。 

 在DobotStudio界面可以选择滑轨和末端套件。如图 5.3所示。 

 

图 5.3  滑轨和末端套件下拉列表 

 

表 5.3  滑轨和末端套件下拉列表 

功能 说明 

滑轨 当机械臂连接滑轨时，单击启用滑轨功能 

末端套件下拉列表 当末端连接吸盘、手爪、激光或笔套件时，选择对应的套件 

 

 在DobotStudio页面可以对机械臂进行设置、归零、紧急停止、查看版本和语言切换

等操作。如图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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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对机械臂进行设置、归零、紧急停止、查看版本和语言切换等操作 

 

表 5.4  设置、归零、紧急停止相关说明 

功能 说明 

设置 
对机械臂进行设置，比如更新固件，设置传感器和基座等。详细请参见 

表 5.2 

归零 
回零机械臂 

当机械臂运行过程中受到碰撞或者电机丢步时，可进行回零操作 

紧急停止 停止运行机械臂 

 查看 DobotStudio 版本号、机械臂固件版本号和硬件版本号等信息 

 
切换系统语言 

 

示教时可在“操作面板”界面点动机械臂、控制手爪、吸盘、激光，如图 5.5所示，其

详细说明如表 5.5所示。 

 

图 5.5  设置操作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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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设置操作面板 

功能 说明 

坐标系点动控制 
在笛卡尔坐标系下点动 X（X+/-）、Y（Y+/-）、Z（Z+/-）、R（R+/-）来移动机

械臂 

关节点动控制 
在关节坐标系下点动关节 1（J1+/-）、关节 2（J2+/-）、关节 3（J3+/-）、关节 4

（J4+/-）来移动机械臂 

滑轨控制 
当启用“滑轨”时，可以单击 L+/- 移动滑轨上机械臂的距离。 

取值范围：0 mm ~ 1000 mm 

手爪控制 当末端选择“手爪”时，可以在“手爪”下拉列表选择禁止、张开或闭合手爪 

吸盘控制 
当末端选择“吸盘”时，勾选“吸盘”开启气泵吸气功能。如果取消勾选，则关闭

气泵 

激光控制 
当末端选择“激光”时，勾选“激光”开启“激光”功能。如果取消勾选，则关闭

激光 

点动速度控制 

设置点动速度百分比 

默认值：50% 

取值范围：1% ~ 100% 

 

 示教再现教程 

本章节介绍如何通过示教再现模块吸取和抓取物体。由于需要使用吸盘套件或者手爪套

件，所以先来简介一下这两个套件。 

 安装吸盘套件 

Dobot Magician 末端默认安装为吸盘。同时需安装气泵盒配套使用。吸盘套件如图 5.6

所示。 

 

图 5.6  吸盘套件 

 

操作步骤 

请如图 5.7所示连接吸盘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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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连接吸盘套件 

 

 

 安装手爪套件 

使用手爪套件时，还需安装气泵盒配套使用，以控制手爪张开和闭合。手爪套件如图 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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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手爪套件 

操作步骤 

 拆吸盘：用1.5mm内六角扳手拧松吸盘上端的固定顶丝，如图 5.9所示。 

 

图 5.9  拆下吸盘 

 

 用2.5mm内六角扳手将手爪套件安装在舵机上，如图 5.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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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安装手爪 

 

 连接手爪和气泵，与吸盘套件连接方法一致，详细请参见5.2.1 安装

吸盘套件。手爪安装效果如图 5.11所示。 

 

图 5.11  手爪安装·效果 

 

 示教再现界面说明 

“示教 & 再现”界面如图 5.12所示。在DobotStudio主页上单击“示教 & 再现”弹出

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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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示教再现界面 

 

 Easy和Pro模式下可以切换Easy/Pro，设置循环次数、速度和加速度百分比等。 

 

图 5.13  切换 Easy/Pro，设置循环次数、速度和加速度百分比 

 

表 5.6  切换 Easy/Pro，设置循环次数、速度和加速度百分比 

功能 说明 

Easy/Pro 
单击该滑块在 Easy（普通）和 Pro（高级模式）之间切换。默认是 Easy 模式。Pro 模

式除了具备 Easy 模式下的功能还包含脱机功能和 I/O 复用等功能 

循环 

设置存点回放的循环次数。 

默认值：1 

取值范围：1 ~ 999999 

速度 

设置存点回放的速度百分比。 

默认值：50% 

取值范围：0% ~ 100% 

加速度 

设置存点回放的加速度百分比。 

默认值：50% 

取值范围：0% ~ 100% 

退出 退出当前的示教再现功能模块，返回 DobotStudio 软件首页。 

 

 Easy和Pro模式下可以对示教点进行存点，设置回放的运动模式，并设置每条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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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后的暂停时间。如图 5.14所示。 

 

图 5.14  设置存点、运行模式和暂停时间 

 

表 5.7  设置存点、运行模式和暂停时间 

功能 说明 

存点 单击“存点”在存点列表区域创建一条新的存点 

运行模式 

选择点到点（点位）模式和 ARC Point（圆弧）模式。其中点到点模式下可以选择

MOVJ、MOVL 和 JUMP 运行模式，而 ARC Point 模式下需存中间点 cirPoint 和结

束点 toPoint 

暂停时间 设置执行完某个存点后的暂停时间 

 

 Easy和Pro模式下可以对选中的存点进行设置，比如复制、粘贴、剪切、切换运行模

式，修改名称和坐标值等。如图 5.15所示。 

 

图 5.15  存点列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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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存点列表区域 

功能 说明 

右键快捷菜单 
右键单击某一个存点弹出快捷菜单，可以对该存点进行复制、粘贴、剪切、插入和

删除等操作。如图 5.15 所示 

双击操作 
双击某个存点列表中“运行模式”对应项目将该存点切换为其它运行模式。双击其

它项目可以更改对应的值，比如双击“命名”项为该存点更改名称 

 

 Pro模式：通过单击“Easy/Pro”按钮从当前的示教再现Easy（普通）模式切换至Pro

（高级）模式，如图 5.16所示。在高级模式下除了可以实现默认Easy模式下的功

能，还可以执行单步运行、检查机械臂是否丢步、脱机运行和I/O复用功能。详细功

能如表 5.9所示。 

 

图 5.16  示教再现高级模式界面 

 

表 5.9  示教再现高级模式功能 

编号 说明 

1 单步运行：单步运行存点列表中的存点。单击“单步运行”前，需先选中某一个存点 

2 下载：将存点列表下载到机械臂中实现脱机运行功能。详细请参见 5.3 脱机功能  

3 

Check Lost Step：丢步检测。默认阈值是 5°。最小阈值至少为 0.5°。可以在“设置 > 

再现 > LostStepParam”页面设置阈值 

当用户勾选了“Check Lost Step”,则在机械臂运行过程中会检测电机是否丢步。如果不

勾选，则不检测 

当检测到有丢步后，机械臂会停止运行，同时指示灯变成红色。此时需在 DobotStudio 界

面单击“归零”，回零机械臂 

4 I/O 复用：通过 I/O 接口控制机械臂。比如控制气泵开启或关闭 

 

 ARC 存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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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ARC是圆弧运动轨迹，需要存3个点。使用ARC运动模式时，只存中间点和结束点，而

起始点需结合其他运动模式确认，才能完成圆弧运动。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 机械臂已上电，且与 PC 机正常连接。 

操作步骤 

注意 

 存点时请注意以下情况，以免机械臂产生限位。 

 圆弧三点两两不能重合。 

 圆弧三点不能在同一条直线。 

 圆弧不能超出机械臂的工作空间。 

 

假设圆弧上的三点为 A、B、C。A 为起始点，B 为中间点，C 为结束点，如图 5.17 所

示。 

 

图 5.17  圆弧运动轨迹 

 

 单击“示教&再现”。 

进入“示教&再现”界面。 

 存起始点A。 

 在“存点”区域设置运行模式为“MOVJ”。 

 在“操作面板”界面设置点动速度百分比为50。 

 点动笛卡尔或关节坐标系，将机械臂移动到想要的位置A。 

 单击“存点”，保存A点对应的机械臂坐标信息。如图 5.18所示。 

 

图 5.18  存起始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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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中间点B和结束点C。 

 在“存点”区域选择“cirPoint”存中间点。 

 点动笛卡尔或关节坐标系，将机械臂移动到想要的中间位置B。 

 单击“存点”，保存B点对应的机械臂坐标信息。此时DobotStudio自动选择

“toPoint”开始存结束点。 

 点动笛卡尔或关节坐标系，将机械臂移动到想要的结束位置C。 

 单击“存点”，保存中间点B和结束点C对应的机械臂坐标信息。如图 5.19

所示。 

 

图 5.19  存中间点 B 和结束点 C 

 

 设置机械臂再现的“速度”和“加速度”百分比，比如都是 50。 

 设置循环次数为 2。 

 单击“开始”，机械臂按照示教指令执行ARC圆弧轨迹，即从A点移动

到B点，最终运动到C点。 

 示教再现示例 

应用场景 

当用户需要对实物进行搬运或智能分拣时，可采用示教再现功能完成。本章节以JUMP

运行模式为例将小物体从A点搬运到B点。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机械臂已上电，且与PC机正常连接。 

 已安装吸盘套件。具体请参见5.2.1 安装吸盘套件。 

操作步骤 

 在DobotStudio软件界面选择末端套件为“吸盘”。如图 5.20所示。 

 

图 5.20  选择末端为吸盘 

 

 单击“示教&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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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示教&再现”界面。 

说明 

在操作提示框中阅读完示教再现的操作指导后，单击  关闭提示框。 

 

 存起始点A。 

 将一个小物体放在机械臂末端吸盘附近。 

 在“存点”区域设置运行模式为“MOVJ”。 

 在“操作面板”界面设置点动速度百分比为50。 

说明 

如果要改变点动速度，可以在“设置 > 点动”界面设置关节或笛卡尔坐标系的速

度和加速度。如图 5.21所示。 

 

图 5.21  调整点动的速度 

 

注意 

关于坐标系速度。在有负载情况下，建议500mm/s以内；无负载情况下，建议

800mm/s内。 

 

 点动笛卡尔或关节坐标系，将吸盘移动到小物体上方，直至挨着物体，此

时吸盘的位置为A。 

 勾选“吸盘”打开气泵，吸盘会吸住小物体。 

 在“存点”区域设置“暂停时间”为 1 秒。 

 单击“存点”，保存A点对应的机械臂坐标信息。如图 5.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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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存起始点 A 

 存结束点B。 

 在“存点”区域选择“JUMP”运行模式。 

说明 

如果要改变点动速度百分比，拖动速度滑动条。 

 

 设置抬升高度（Jump高度）和最大抬升高度（Z最大值）。在“设置 > 再

现 > Jump参数”页面进行设置。如图 5.23 所示。 

 

图 5.23  Jump 参数 

 点动笛卡尔或关节坐标系，将小物体移动到想要的结束位置B。 

 取消勾选“吸盘”关闭气泵，吸盘放开小物体。 

 单击“存点”，保存结束点B对应的机械臂坐标信息。如图 5.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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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存结束点 B 

 

 设置机械臂再现的“速度”和“加速度”百分比，比如都是 50。 

说明 

如果要改变再现速度和加速度，可以在“设置 > 再现 > 关节参数/坐标系参数”

界面调整关节或笛卡尔坐标轴的速度和加速度。如图 5.25所示。详细说明如表 

5.10所示。 

 

图 5.25  调整再现的速度和加速度 

 

表 5.10  设置再现参数 

功能 说明 

关节参数 设置关节的速度和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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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坐标系参数 设置笛卡尔坐标系的速度和加速度 

Jump 参数 设置 Jump 高度和 Z 最大值。在 Jump 运行模式下需要设置这些参数 

手持示教 启用/禁用手持示教功能，选择“松开解锁键”或“按住解锁键”时自动保存一个点 

LostStepParam 设置丢步检测阈值 

 

 设置循环次数为 2。 

 将小物体放回 A 点，单击“开始”，机械臂按照示教指令将小物块执行 JUMP

轨迹，即从 A 点移动到 B 点。 

 脱机功能 

Dobot Magician支持脱机功能，即将存点列表下载至机械臂中，无需连接USB，实现 

Dobot Magician 脱机运行。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 已上电。 

 Dobot Magician 已和DobotStudio正常连接。 

 已进行存点。 

操作步骤 

 在“示教 & 再现”界面单击“Easy/Pro”按钮进入高级模式。 

 单击“下载”。 

弹出“疑问”对话框，提示用户机械臂执行脱机后的存点列表前是否要先自动

回零。如图 5.26所示。 

 

图 5.26  单击下载 

 单击“确认”，下载存点列表。 

当DobotStudio界面下方的进度条变成100%并消失时，表示下载完成。 

 断开DobotStudio连接或机械臂与计算机之间的USB线缆。 

 机械臂底座背面短按“Key”键。如图 5.27所示。 

 机械臂开始自动回零，然后执行下载的存点列表。如果要在运动过程

中要停止机械臂，则短按“Key”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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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进行脱机执行之前需要归零机械臂，以确保机械臂的精度较高。具体步骤

请参阅附录A 机械臂存点脱机归零。 

 如果长按“Key”键，则机械臂直接进行回零操作。 

 

 

图 5.27  机械臂后面板上的 Key 键 

 

 写字教程 

 写字流程 

写字流程如图 5.28所示。 

 

图 5.28  写字流程 

 安装写字套件 

写字套件包含笔和夹笔器。具体安装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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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将笔安装在夹笔器中。 

 用夹具锁紧螺丝将写字套件的夹具锁紧在机械臂末端，如图 5.29所

示。 

 

图 5.29  安装写字套件 

 

说明 

如果要更换笔，则用 1.5mm 内六角扳手拧松夹笔器上的四颗M3*5基米螺丝进行

更换，如图 5.30所示。 

 

图 5.30  更换笔 

 

 在机械臂的工作范围内放置一张纸，以便进行写字操作。 

 

 连接 DobotStudio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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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打开DobotStudio软件，选择对应串口，并单击“连接”。 

如果Dobot Magician的固件不是Dobot固件，比如当前是3D打印固件，还需执行

以下操作： 

 在连接DobotStudio时会弹出“工具选择”对话框，我们需在下拉框中选择

“DobotStudio”重新烧录固件，如图 5.30所示，并单击“确认”。 

 

图 5.31  固件选择 

 

 单击“确认”。 

弹出固件烧录的窗口，如图 5.32所示。 

 

图 5.32  固件烧录确认 

 

 单击“确认”开始烧录固件，如图 5.33所示。 

当烧录进度显示为100%时，此时可听到Dobot Magician发出一声短响，说

明烧录成功。机械臂底座右下方的灯由红色变成绿色，单击“完成”退出

烧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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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  固件烧录 

 

 在DobotStudio界面重新单击“连接”将DobotStudio软件连接到机械

臂。 

 单击“写字 & 画画”模块。如图 5.34所示。 

 

图 5.34  单击写字 & 画画 

 

 在DobotStudio界面选择“笔”。如图 5.35所示。 

 

图 5.35  选择笔 

 

 导入图案和设置参数 

写字画画时需使用系统自带或自行制作的图形文件，仅支持PLT和SVG格式。系统自带

的图形文件路径为“安装目录\DobotStudio\config\prefab\system\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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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已制作PLT或SVG格式的文件。 

操作步骤 

 在DobotStudio界面单击“写字 & 画画”模块。如图 5.36所示。 

 

图 5.36  单击写字 & 画画 

 导入图案，用户可通过如下几种方式获取图案。 

注意 

导入的图案需要放在主界面的环形区域内，超出范围会导致机械臂限位而无法正

常写字。如图 5.37所示。超出范围时导入的图案会以红色高亮进行显示。如图 5.38

所示。 

 

图 5.37  文件 PLT 或 SVG 在环形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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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8  文件 PLT 或 SVG 在环形区域外 

 在“写字&画画”页面单击“打开”，在系统自带的文件路径“安装目录

\DobotStudio\config\prefab\system\source”导入PLT或SVG文件。您也可以自行制作

PLT或SVG文件来导入DobotStudio软件。 

 在“写字 & 画画”页面右下方的“插入图形”单击选择系统自带的图形文件。如

图 5.39所示。 

 

图 5.39  插入系统自带的图形文件 

 

 在“写字 & 画画”页面右下方的“输入文本”区域手动输入文字，并设置文字样

式，然后单击“OK”。如图 5.4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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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0  输入文本 

 

 单击“打开”导入图片，比如BMP、JPEG和PNG，将其转换成DobotStudio可识别

的SVG文件。如图 5.41所示。打开图片后，设置好合适的灰度比例，单击“将位图

转换成SVG”，自动生成SVG文件，然后单击“置入主界面”可将生成的文件载入

写字画画主界面。如图 5.42所示。 

 

图 5.41  导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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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2  转换位图 

注意 

图片转换为SVG后，若图片颜色较单一，线条较少，需重新调整灰度比例。否则无

法载入主界面。 

 

图 5.43  错误提示 

 

 设置写字参数。 

 在“写字画画”界面单击“设置”。如图 5.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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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4  单击设置 

 

 单击“写字画画”，然后设置机械臂的速度（mm/s）、拐角速度（mm/s）、

线性加速度（mm/s2）、加速度（mm/s2）、抬笔高度（mm）和下降位置（mm）。

如图 5.45所示。 

 

说明 

速度建议设定范围为0mm/s~500mm/s。加速度的范围建议为0mm/s2~500mm/s2。 

 

图 5.45  设置“写字画画”相关参数 

 

 调整位置和写字 



                     Dobot Magician 机器人用户手册 5 操作指南 

文档版本 V2.0（2020-08-06） 用户手册 版权所有 © 深圳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61  

操作步骤 

 调整笔尖位置。 

按住小臂上的圆形解锁按钮  不放，同时拖动小臂，调整笔尖高度直至轻

微压住纸张。也可以点动坐标系控制Z轴慢慢下移至纸平面合适的位置，如图 

5.46所示。 

 

图 5.46  调整笔尖位置 

说明 

图 5.47红框中点为机械臂所在的位置。移动机械臂时，该点的位置也随之变化，

且确保在环形区域内移动。 

 

 

图 5.47  机械臂末端笔对应写字画画界面上的点 

 

 在“写字 & 画画”页面单击“AutoZ”，获取并保存当前的Z轴值。 

执行此步骤后，再次写字时无需手动调整笔尖位置，直接导入PLT或SVG文件，

然后单击“位置同步”，最后单击“开始”即可写字。如图 5.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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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8  锁定写字高度 

 

说明 

保存的Z轴值，即“下降位置”参数，可在“设置 > 写字画画 > 下降位置”中查

看，如图 5.49所示。如果写字效果不理想，笔尖高度需要微调，也可以直接修改

“下降位置”的值。 

 

图 5.49  下降位置参数 

 

 单击“位置同步”，机械臂将自动移动至写字起点的正上方（抬笔高

度）的位置。 

 单击“开始”开始写字。 

写字过程中可单击“暂停”暂停写字，也可以单击“停止”停止写字。 

 激光雕刻教程 

 激光雕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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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雕刻流程如图 5.50所示。 

 

图 5.50  激光雕刻流程 

 

注意 

激光雕刻和灰度雕刻是不同的功能。前者和写字画画使用的固件和DobotStudio都

是相同的，只能雕刻单线条图案。而后者可以实现位图雕刻，如雕刻人物头像等。

如果想使用灰度雕刻功能，请参见5.6 灰度雕刻教程。 

 

 安装激光雕刻套件 

操作步骤 

激光套件包含激光头，安装步骤如下： 

 用夹具锁紧螺丝锁紧激光头。如图 5.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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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1  用夹具锁紧螺丝激光头 

 

 将12V的电源线接入小臂的“SW4”接口，TTL控制线接入小臂的

“GP5”接口。 

 连接 DobotStudio 

 打开DobotStudio软件，选择对应 COM 口，并单击“连接”。 

如果Dobot Magician的固件不是Dobot的固件，比如当前是3D打印的固件，还需

执行以下操作： 

 在连接DobotStudio时会弹出“工具选择”对话框，我们需在下拉框中选择

“DobotStudio”重新烧录固件，如图 5.52所示，并单击“确认”。 

 

图 5.52  固件选择 

 

 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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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固件烧录的窗口，如图 5.53所示。 

 

图 5.53  固件烧录确认 

 

 单击“确认”开始烧录固件，如图 5.54所示。 

 

图 5.54  固件烧录 

当烧录进度显示为100%时，此时可听到Dobot Magician发出一声短响，说明烧

录成功。机械臂底座右下方的灯由红色变成绿色，单击“完成”退出烧录界面，

在DobotStudio界面重新单击“连接”连接DobotStudio。 

 单击“写字 & 画画”模块。如图 5.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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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5  单击写字 & 画画模块 

 

 选择末端为“激光”，如图 5.56所示。 

 

图 5.56  选择末端为激光 

 

 导入图案和设置参数 

激光雕刻时需使用系统自带或自行制作的图形文件，仅支持PLT或SVG格式。系统自带

的文件路径为“安装目录\DobotStudio\config\prefab\system\source”。 

前提条件 

已制作PLT或SVG格式的文件。 

操作步骤 

 导入图案，用户可通过如下几种方式获取图案。 

注意 

导入的图案需要放在主界面的环形区域内，超出范围会导致机械臂限位而无法正

常雕刻。如图 5.57所示。超出范围时导入的图案会以红色高亮进行显示。如图 5.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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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7  文件 PLT 或 SVG 在环形区域内 

 

 

图 5.58  文件 PLT 或 SVG 在环形区域外 

 在“写字&画画”页面单击“打开”，在系统自带的文件路径“安装目录

\DobotStudio\config\prefab\system\source”导入PLT或SVG文件。您也可以自行制作

PLT或SVG文件来导入DobotStudio软件。 

 在“写字 & 画画”页面右下方的“插入图形”单击选择系统自带的图形文件。如

图 5.5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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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9  插入系统自带的图形文件 

 

 在“写字 & 画画”页面右下方的“输入文本”区域手动输入文字，并设置文字样

式，然后单击“OK”。如图 5.60所示。 

 

图 5.60  输入文本 

 

 单击“打开”导入图片，比如BMP、JPEG和PNG，将其转换成DobotStudio可识别

的SVG文件。如图 5.61所示。打开图片后，设置好合适的灰度比例，单击“将位图

转换成SVG”，自动生成SVG文件，然后单击“置入主界面”可将生成的文件载入

写字画画主界面。如图 5.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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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1  导入图片 

 

 

图 5.62  转换位图 

 

 设置激光雕刻参数。 

 在“写字画画”界面 单击“设置”。如图 5.63所示。 



                     Dobot Magician 机器人用户手册 5 操作指南 

文档版本 V2.0（2020-08-06） 用户手册 版权所有 © 深圳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70  

 

图 5.63  单击设置 

 

 单击“写字画画”，然后设置机械臂的速度（mm/s）、拐角速度（mm/s）、

线性加速度（mm/s2）、加速度（mm/s2）、抬笔高度（mm）和下降位置（mm）。

如图 5.64所示。 

说明 

速度建议设定范围为0mm/s~500mm/s。加速度的范围建议为0mm/s2~500mm/s2。 

 

图 5.64  设置写字画画相关参数 

 

 调整焦距和开始雕刻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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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DobotStudio界面选择末端为“激光”。 

 在操作面板界面右下角勾选“激光”打开激光，如图 5.65所示。此时

激光套件会发射激光。 

 

图 5.65  打开激光 

危险 

 使用激光雕刻时，请佩戴防护眼镜，严禁照射眼睛及衣物。 

 激光在聚焦状态下会产生高温，可以灼烧纸张、木板等。 

 切勿向身体、衣物等进行聚焦。 

 切勿让小孩玩耍机械臂。机械臂运行过程中必须有旁人监控，运行完成后请

及时关闭。 

 

 调整激光焦距。 

按住机械臂上的圆形解锁按钮  不放，同时拖动机械臂小臂来调节激光套

件到纸张表面的高度，直至激光的光斑最小且最明亮。激光功率足够时，可以

看到纸张表面有灼烧的痕迹。调整完激光焦距后可在“操作面板”界面右下角

取消勾选“激光”关闭激光。如图 5.66所示。 

 

图 5.66  关闭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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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激光始终无法聚焦，可能是激光头的焦距过长，可以旋转激光头底部的

金属旋钮进行聚焦（如图 5.67右图所示的旋钮）。 

 

图 5.67  调整激光焦距 

 

 图 5.68红框中的点为机械臂所在的位置。移动机械臂时，该点的位置也随之变化，且

确保在环形区域内移动。 

 

图 5.68  机械臂末端激光套件对应写字画画界面上的点 

 

 在“写字 & 画画”页面单击“AutoZ”获取并保存当前的Z轴值。 

执行此步骤后，再次雕刻时无需手动调整激光套件位置，直接导入PLT或SVG

文件，然后单击“位置同步”，最后单击“开始”即可雕刻。如图 5.69所示。 



                     Dobot Magician 机器人用户手册 5 操作指南 

文档版本 V2.0（2020-08-06） 用户手册 版权所有 © 深圳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73  

 

图 5.69  锁定雕刻高度 

 

说明 

保存的Z轴值，即“下降位置”参数，可在“设置 > 写字画画 > 下降位置”中查

看，如图 5.70所示。如果雕刻效果不理想，激光套件高度需要微调，也可以直接

修改“下降位置”的值。 

 

 

图 5.70  设置下降位置参数 

 

 单击“位置同步”，机械臂将自动移动至激光雕刻起点正上方（抬笔

高度）的位置。 

 单击“开始”开始雕刻。 

雕刻过程中可单击“暂停”暂停雕刻，也可以单击“停止”停止雕刻。 

 灰度雕刻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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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度雕刻流程 

灰度雕刻流程如图 5.71所示。 

 

图 5.71  灰度雕刻流程 

 

 安装灰度雕刻套件 

灰度雕刻使用的末端套件与激光雕刻的相同，都是激光套件，安装方法请参见5.5.2 安

装激光雕刻套件。 

 连接 DobotStudio 

 打开DobotStudio软件，选择对应端口，并单击“连接”。 

如果Magician的固件不是Dobot的固件，比如当前是3D打印的固件，还需执行

以下操作： 

 在连接DobotStudio时会弹出“工具选择”对话框，我们需在下拉框中选择

“DobotStudio”重新烧录固件，如图 5.72所示，并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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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2  固件选择 

 

 单击“确认”。 

弹出固件烧录的窗口，如图 5.73所示。 

 

图 5.73  固件烧录确认 

 

 单击“确认”开始烧录固件，如图 5.74所示。 

 

图 5.74  固件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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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烧录进度显示为100%时，此时可听到Dobot Magician发出一声短响，说明烧

录成功。机械臂底座右下方的灯由红色变成绿色，单击“完成”退出烧录界面，

在DobotStudio界面重新单击“连接”连接DobotStudio。 

 单击“激光雕刻”模块。如图 5.75所示。 

 

图 5.75  单击激光雕刻 

 

 导入图案和设置参数 

前提条件 

已准备好制作的图片，也可以使用软件系统自带图片。 

图片导入路径为：“安装目录\DobotStudio\attachment\grbrMode\source”。 

操作步骤 

注意 

导入的图片需要放在主界面的环形区域内，超出范围会导致机械臂限位而无法正

常雕刻。如图 5.76所示。超出范围时导入的图片会以红色高亮进行显示。如图 5.7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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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6  图片文件在环形区域内 

 

 

图 5.77  图片文件在环形区域外 

 

 在“激光雕刻”界面选择末端为“激光”，如图 5.78所示。 

 

图 5.78  选择末端为激光 

 

 在“激光雕刻”界面单击“打开”，导入图片，比如BMP、JPG和PNG。如图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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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5.79  导入图片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灰度调整范围、激光功率范围和边框。如图 5.80和 

表 5.11所示。 

 

图 5.80  设置灰度调整范围、激光功率范围和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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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激光雕刻参数 

参数 说明 

灰度调整范围 设置灰度范围 

范围：0~255 

默认值：20 ~ 240 

激光功率范围 设置激光功率范围 

范围：2~100 

默认值：20 ~ 90 

边框宽度 设置图案边框宽度 

单位：像素 

范围：0~50 

默认值：4 

 

 设置激光雕刻参数。 

 在“激光雕刻”界面单击“设置”。 

 设置雕刻拐角加速度、线性加速度和加速度，比如都设置为5，如图 5.81

所示。 

 

图 5.81  设置激光雕刻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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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焦距和开始雕刻 

操作步骤 

 单击  打开“操作面板”界面，然后在界面右下角勾选“激光”打开激光，

如图 5.82所示。此时激光套件会发射激光。 

危险 

 使用激光雕刻时，请佩戴防护眼镜，严禁照射眼睛及衣物。 

 激光在聚焦状态下会产生高温，可以灼烧纸张、木板等。 

 切勿向身体、衣物等进行聚焦。 

 切勿让小孩玩耍机械臂。机械臂运行过程中必须有旁人监控，运行完成后请

及时关闭。 

 

 

图 5.82  勾选“激光” 

 

 调整激光焦距。 

按住机械臂上的圆形解锁按钮  不放，同时拖动机械臂小臂来调节激光套

件到纸张表面的高度，直至激光的光斑最小且最明亮。激光功率足够时，可以

看到纸张表面有灼烧的痕迹。调整完激光焦距后可在“激光雕刻”界面右下角

取消勾选“激光”关闭激光。如图 5.8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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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3  关闭激光 

 

注意 

 如果激光始终无法聚焦，可能是激光头的焦距过长，可以旋转激光头底部的

金属旋钮进行聚焦（如图 5.84 右图所示的旋钮）。 

 

 

图 5.84  调整焦距 

 

 图 5.85红框中的点为机械臂所在的位置。移动机械臂时，该点的位置也随之

变化，且确保在环形区域内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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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5  机械臂末端激光套件对应激光雕刻界面上的点 

 

 在“激光雕刻”页面单击“AutoZ”获取并保存当前的Z轴值。 

执行此步骤后，再次雕刻时无需手动调整激光套件位置，直接导入图片文件，

然后单击“位置同步”，最后单击“开始”即可雕刻。 

 

图 5.86  锁定雕刻高度 

 

说明 

保存的Z轴值，即“下降位置”参数，可在“设置 > 激光雕刻 > 下降位置”中查

看，如图 5.87所示。如果雕刻效果不理想，激光套件高度需要微调，也可以直接

修改“下降位置”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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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7  设置下降位置参数 

 

 单击“同步”，机械臂将自动移动至激光雕刻起点正上方（抬笔高度）

的位置。 

 单击“开始”开始雕刻。 

雕刻过程中可单击“暂停”暂停雕刻，也可以单击“停止”停止雕刻。 

雕刻示例效果如图 5.88所示。 

 

图 5.88  雕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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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势控制 

通过 DobotStudio 可以手势控制 Dobot Magician 机械臂执行抓取、吸取物体等操作。 

 安装手势控制套件 

前提条件 

 已获取 Leap Motion 体感控制器（手势控制套件） 

 已获取 Leap Motion 驱动。访问 https://www.leapmotion.com/setup/desktop/windows 下

载Windows 版本的Leap Motion 驱动。如图 5.89所示。 

 

图 5.89  下载 Windows 版本的 Leap Motion 驱动 

 

操作步骤 

 将手势控制套件通过USB线连接计算机，并正面向上放置。如图 5.90所示。 

 

图 5.90  将手势控制套件连接到计算机 

https://www.leapmotion.com/setup/desktop/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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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界面提示安装Leap Motion驱动。如图 5.91所示。 

 

图 5.91  Leap Motion 安装界面 

 

 手势控制示例 

当用户需要对实物进行搬运或智能分拣时，可采用手势控制功能来完成。本章节介绍如

何使用手势控制功能来搬运小物体。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机械臂已上电，且与PC机正常连接。 

 已安装吸盘套件。具体请参见5.2.1 安装吸盘套件。 

操作步骤 

 打开DobotStudio软件，并单击“连接”连接到机械臂。 

 单击“手势控制”模块。如图 5.9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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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2  单击“手势控制” 

 单击“设置 > 手势控制”。如图 5.93所示。设置如表 5.12 所示的手

势控制参数，然后单击“保存”。 

 

 

图 5.93  设置手势控制参数 

表 5.12  设置手势控制参数 

参数 说明 

速度 机械臂的运动速度比例 

单位为：% 

取值范围：1 ~ 100 

默认值：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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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缩放 机械臂的缩放范围 

单位为：% 

取值范围：1 ~ 100 

默认值：100 

高性能/低性能 选择性能模式：配置较低的计算机请选择“低性能”模式，防止

卡顿。默认为“低性能” 

 

 在DobotStudio界面选择末端“吸盘”，并点击“开始”使用手势控制

机械臂。为了保持机械臂的稳定，可以手掌向上移入手势感应区域。然后手掌

向下，并在手势感应区域上方移动手，机械臂会向相应的方向移动。 

 

说明 

在手势感应区域移动手掌来控制机械臂作相应的运动。如表 5.13所示。 

 

表 5.13  机械臂随手势运动 

手势移动方向 机械臂执行的操作 

上、下、前、后、左、右 机械臂随手势作相应的运动 

握紧拳头 控制气泵吸气 

松开拳头 关闭气泵 

 

 在机械臂的工作范围内，比如A点，放一个小物块，通过手势移动机

械臂到小物块上方，直至紧贴着小物块。 

 握紧拳头，控制气泵吸气吸取小物块，同时移动拳头使得机械臂拖动

小物块至其它位置，比如B点，然后松开拳头关闭气泵放下小物块。 

 手掌向上并单击“停止”退出手势控制模式。 

 鼠标控制 

通过 DobotStudio 可以鼠标控制 Dobot Magician 机械臂执行抓取、吸取物体等操作。 

应用场景 

当用户需要对实物进行搬运或智能分拣时，可采用鼠标控制功能来完成。本章节介绍如

何使用鼠标控制功能来搬运小物体。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机械臂已上电，且与PC机正常连接。 

 已安装吸盘套件。具体请参见 5.2.1 安装吸盘套件。 

操作步骤 

 单击“鼠标”模块。如图 5.9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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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4  单击鼠标模块 

 

 在DobotStudio界面选择“吸盘”末端。如图 5.95所示。 

 

图 5.95  选择吸盘末端 

 

 在DobotStudio界面单击“设置 > 鼠标控制”。如图 5.96所示。 

设置如表 5.14所示的鼠标控制参数，然后单击“保存”。 

 

图 5.96  设置鼠标控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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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设置鼠标控制参数 

参数 说明 

速度 机械臂的运动速度比例： 

单位为：% 

取值范围：1 ~ 100 

默认值：50 

缩放 机械臂的缩放范围： 

单位为：% 

取值范围：1 ~ 100 

默认值：100 

高性能/低性能 选择性能模式：配置较低的计算机请选择“低性能”模式，防止卡顿。 

默认为“低性能” 

 

 在机械臂的工作范围内，比如A点，放一个小物块。 

 按一下键盘上的“V”键开启鼠标控制功能，然后拖动鼠标可在如图 

5.97所示的范围内移动机械臂。 

注意 

请勿将鼠标移出圆环范围，否则机械臂会限位。如果限位，则将鼠标移动到圆环范

围内。 

 

图 5.97  在红色圆环范围内移动机械臂 

 

 通过鼠标使机械臂移动到小物块上方，直至紧贴着小物块。 



                     Dobot Magician 机器人用户手册 5 操作指南 

文档版本 V2.0（2020-08-06） 用户手册 版权所有 © 深圳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90  

说明 

在鼠标控制区域移动鼠标来控制机械臂作相应的运动。详细如表 5.15所示。 

 

表 5.15  机械臂随鼠标运动 

鼠标执行的操作 机械臂随鼠标执行的操作 

前、后、左、右移动 机械臂前后左右运动 

滚轮向上、下滚动 机械臂上、下运动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 吸盘：气泵吸气 

手爪：闭合夹爪 

松开鼠标左键 吸盘：关闭气泵 

手爪：张开夹爪 

单击鼠标右键 手爪：关闭夹爪 

 

 按住鼠标左键控制气泵吸气吸取小物块，同时移动鼠标使机械臂将小

物块移动到其它位置，比如B点，然后松开鼠标左键关闭气泵放下小物块。 

 按“V”或“ESC”键关闭鼠标控制功能。 

 

 3D 打印教程 

在Dobot Magigician 末端安装了3D打印套件后可在3D打印软件导入3D模型进行3D打

印。3D打印流程如图 5.9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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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8  3D 打印流程 

 

3D打印时需使用3D打印控制软件，当前可通过Repetier Host或Cura控制软件来完成3D

打印。 

 Repetier Host可以进行切片、查看修改G-Code、手动控制3D打印机等特点。但

Repetier Host不提供切片引擎，而是调用其他的切片软件进行切片，比如

CuraEngine、Slic3r等切片软件。参数设置较多，灵活性更高。 

 Cura软件切片速度快，切片稳定，对3D模型结构包容性强，设置参数少等诸多优点，

拥有越来越多的用户群。 

注意 

本节操作以Windows操作系统为例介绍如何通过Repetier Host 和Cura控制软件来

完成3D打印操作。如果用户的操作系统为Mac OS，则不能使用Repetier Host控制

软件。 

 

 安装 3D 打印套件 

3D打印套件包含挤出机、热端、电机线、耗材和耗材支架，如图 5.9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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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9  3D打印套件 

 

操作步骤 

 用手按压挤出机上面的压杆，将耗材通过滑轮直插至底部通孔，如图 5.100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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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0  插入耗材 

 

 将进料管一端插入热端底部，另一端插入挤出机，如图 5.101所示。 

 

图 5.101  连接热端和挤出机 

 

 按压挤出机上的压杆，将耗材通过进料管插到热端底部。 

注意 

请确保已将进料管插入热端底部，否则会导致出料异常。 

 

 在机械臂末端安装热端工具，并用夹具锁紧螺丝拧紧，如图 5.10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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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图 5.102  安装热端工具 

 

 将加热棒电源插入小臂界面“SW3”，风扇电源线插入小臂界面

“SW4”，热敏电阻线插入小臂界面“ANALOG”，如图 5.10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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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3  小臂接线示意图 

 

 将挤出机电机线插入机械臂底座背面外设接口“Stepper1”，如图 

5.104所示。 

 

图 5.104  挤出机接线示意图 

 将耗材和挤出机放置于耗材支架，如图 5.10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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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5  将耗材和挤出机放置于耗材支架 

 

 Repetier Host 软件教程 

Repetier Host软件已内置在DobotStudio中，烧录3D 打印固件后会自动弹出Repetier Host

软件。 

前提条件 

 已准备3D打印模型。 

 已准备玻璃打印床，请放置在Dobot Magician工作范围内。 

 Dobot Magician已上电，且与DobotStudio正常连接（只能通过USB线连接）。 

 已安装3D打印套件。 

5.9.2.1 烧录固件 

操作步骤 

 在DobotStudio界面单击“3DPrinter”。 

弹出“3D Printing FM”窗口，如图 5.10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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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6  烧录固件 

 

 单击“确定”，开始烧录3D打印固件。 

烧录完成后会自动切换Repetier Host软件，如图 5.107所示。 

如果烧录完成后机械臂底座指示灯变为红色，则说明未连接热端或者3D打印

套件连接错误。 

警告 

 烧录固件时请勿操作机械臂或关闭机械臂电源，以免损坏机器。 

 烧录固件后如果出现机械臂坐标值异常的情况，请重新启动机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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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7  Repetier Host 界面 

 

注意 

若当前固件已经为3D打印固件，再次使用3D打印功能时，可直接在DobotStudio页

面单击“连接”，在弹出的“工具选择”窗口中单击“确定”，即可直接切换至Repetier 

Host软件，如图 5.108所示。 

 

 

图 5.108  自动切换 3D 打印功能 

 

5.9.2.2 3D 打印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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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打印机参数。 

首次使用时需设置打印机参数，后续使用时可不需重复设置。 

 在Repetier Host界面单击“打印机设置”。 

弹出“打印机设置”页面。 

 在“连接”页签按图 5.109红框所示设置参数，其余保持默认值即可。 

 

图 5.109  连接设置 

 

 单击“应用”。 

 在“打印机”页签取消图 5.110红框对应的选项，其余保持默认值即可。

并单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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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0  打印机设置 

 

 在“挤出头”页签按图 5.111红框所示设置参数，其余保持默认值即可，

并单击“应用”。 

 

图 5.111  挤出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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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印机形状”页签按图 5.112红框所示设置参数，其余保持默认值即

可，并单击“应用”。 

 

图 5.112  打印机形状设置 

 

 单击“确定”。 

 在Repetier Host主界面单击“连接”，连接机械臂。 

连接成功后，Repetier Host页面下方会显示挤出头温度，如图 5.113所示。 

 

图 5.113  连接机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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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挤出头。 

打印前需确保打印头可以正常挤出耗材，检查进出料是否畅通，进出料方向是

否正确，所以需测试挤出头。 

挤出头温度在170℃以上时，耗材处于融化状态才能正常工作，所以需先加热

挤出头。 

 在Repetier Host主界面右侧的“手动控制”页签将挤出头加热温度设置为

200℃，并单击 ，如图 5.114所示。 

危险 

加热棒会产生高达250℃的高温，请注意安全。切勿让小孩玩耍，以免发生意外。

机器运行过程中必须有人监控，运行完成时请及时关闭设备。 

 

 

图 5.114  加热挤出头 

 

 加热到200℃后，单击挤出机的进料按钮，使进料长度在10mm~30mm之

间，如图 5.1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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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5  挤出耗材 

 

如果可以看到喷嘴有融化的耗材流出，则说明挤出机正常工作。 

 

注意 

如果单击进料按钮时发现未出料，说明进出料方向相反，需将耗材从挤出机拔出

后将挤出机旋转180°安装，然后重新插入耗材。 

 

 调整打印间距，获取打印坐标。 

说明 

打印过程中，喷嘴与玻璃打印床之间的距离过小或过大，会出现首层不粘或者喷

头堵塞的现象。为了增加首层的粘性，可在玻璃打印床上贴一层美纹纸。 

 

 按住小臂上的圆形按钮，拖动机械臂使打印头恰好接触美纹纸表面（打印

头与美纹纸之间的距离为一张A4纸张的厚度），并松开圆形按钮。 

 在Repetier Host页面右侧“G-Code”栏输入M415并回车，保存Z轴坐标，

如图 5.116所示。 

也可以按压底座背面的“Key”键保存Z轴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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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6  获取机械臂坐标 

 

说明 

如果Repetier Host界面右侧无“G-Code”栏，请单击“EASY”将Easy Mode关闭，

如图 5.117所示。EASY按钮从绿色变为红色，则说明成功关闭。 

 

 

图 5.117  Easy 模式 

 

 单击“载入”，导入已准备的3D模型，如图 5.118所示。 

当前3D打印使用的是通用的stl格式，用户可以自己设计3D模型并转化为stl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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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8  导入 3D 模型 

 

导入后可在Repetier Host页面右侧的“物体放置”页签对导入的模型进行居中、

缩放和旋转等操作，如图 5.119所示。 

 

图 5.119  模型变换 

 

 设置切片参数并切片。 

首次打印前，需配置切片参数。 

 在Repetier Host页面右侧的“切片软件”页签选择切片软件为“Slic3r”，

并单击“配置”，如图 5.1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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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0  选择切片软件 

 

弹出Slic3r配置页面，如图 5.121所示。 

 

图 5.121  切片参数设置 

 

 在Slic3r配置页面配置切片参数。 

3D打印效果与切片参数有关，本手册提供一个样例，用户可在Slic3r配置



                     Dobot Magician 机器人用户手册 5 操作指南 

文档版本 V2.0（2020-08-06） 用户手册 版权所有 © 深圳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107  

页面选择“File > Load Config”，直接导入切片参数样例。。 

配置样例路径为“安装目录\DobotStudio\attachment\”，如图 5.122所示。 

 

图 5.122  配置样例 

 

其中，“Dobot-2.0-Vase.ini”用于薄壁花瓶的打印，“Dobot-2.0-ini”用于填

充实体的打印，填充率为20%。 

 导入后需要分别针对“Print Settings”、“Filament Settings”以及“Printer 

Settings”三个页签进行保存，也可以重命名为其他名字，此示例中设置为

默认值，如图 5.123所示。 

 

图 5.123  保存配置参数 

 

 在Repetier Host页面右侧的“切片软件”页签单击“开始切片”，即可完成

切片，如图 5.1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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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4  开始切片 

 

 在Repetier Host页面的左上方单击 ，开始打印。 

 

图 5.125  开始打印 

 

本节采用花瓶模式，打印完成后的效果如图 5.1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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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6  打印效果 

 

 Cura 软件教程 

如果用户需用Cura软件来进行3D打印，在烧录固件后需自行打开Cura软件来完成3D打

印操作。 

前提条件 

 已安装3D打印切片软件Cura。 

下载地址：https://ultimaker.com/en/products/cura-software/list。 

建议下载V14.07版本的Cura软件，本节不对Cura安装方法以及使用方法做详细说

明。 

 已准备好3D打印模型。 

 已准备玻璃打印床，请放置在机械臂工作范围内。 

 Dobot Magician已上电，且与DobotStudio正常连接（只能通过USB线连接）。 

 已安装3D打印套件。 

5.9.3.1 烧录固件 

操作步骤 

 在DobotStudio界面单击“3DPrinter”。 

弹出“3D Printing FM”窗口，如图 5.127所示。 

https://ultimaker.com/en/products/cura-software/list


                     Dobot Magician 机器人用户手册 5 操作指南 

文档版本 V2.0（2020-08-06） 用户手册 版权所有 © 深圳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110  

 

图 5.127  烧录固件 

 

 单击“确定”，开始烧录3D打印固件。 

如果烧录完成后机械臂底座指示灯变为红色，则说明未连接热端或者3D打印

套件连接错误。 

警告 

 烧录固件时请勿操作机械臂或关闭机械臂电源，以免损坏机器。 

 烧录固件后如果出现机械臂坐标值异常的情况，请重新启动机械臂。 

 

5.9.3.2 3D 打印 

操作步骤 

 打开Cura软件。 

 3D打印软件设置。 

 在Cura界面选择“机器 > 机器设置”。 

弹出“机器设置”界面。 

 在“机器设置”界面设置相关参数并单击“确认”，如图 5.128所示。相关

参数待设置的值请参见表 5.16。其余参数请保持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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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8  3D 打印界面参数设置 

表 5.16  3D 打印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最大宽度 请配置为80mm 

最大深度 请配置为80mm 

最大高度 请配置为150mm 

机器中心 0,0 请勾选该项 

GCode风格 请选择“RepRap Marlin/Sprinter” 

构建平台形状 请选择“Circular” 

端口 请选择机械臂对应的串口 

波特率 请配置为115200 

 

 设置切片参数，选择“文件 > 打开配置”导入切片参数，如图 5.129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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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9  导入切片参数 

 

3D打印效果与切片参数有关，本手册提供一个样例，用户可直接导入后进

行打印。 

配置样例路径为“安装目录\DobotStudio \attachment\”，如图 5.122所示。 

 

图 5.130  配置样例 

 

其中，“Dobot-2.0-Vase-Cura.ini”用于薄壁花瓶的打印，“Dobot-2.0-Cura.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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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填充实体的打印，填充率为20%。 

 单击 ，弹出“打开3D模型”窗口，选中已准备好的3D打印模型。 

当前3D打印使用的是通用的STL格式，用户可自行设计3D模型并转化为

STL格式。 

导入模型后，单击模型本身，可对模型进行缩放和旋转等操作，如图 5.131

所示。 

 

图 5.131  缩放和旋转 

 

 单击 ，连接机械臂。 

连接成功后，会弹出打印窗口，并显示当前打印头温度，如图 5.1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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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2  打印窗口 

 

 将“Temperature”设置为200并按下“Enter”，加热挤出机。 

挤出机温度需在170℃以上，耗材处于融化状态时3D打印才会工作。所以

需先加热挤出机。 

 

危险 

加热棒会产生高达250℃的高温，请注意安全。切勿让小孩玩耍，以免发生意外。

机器运行过程中必须有人监控，运行完成时请及时关闭设备。 

 

 测试挤出机。 

打印前需测试挤出机，如进出料是否顺畅，进出料方向是否相反，确保打印头

可以正常挤出耗材。 

在“Operational”界面单击进料按钮，如图 5.133所示。也可单击给定的步进，

如“10”、“1”、“0.1”，建议单击“10”，使进料长度为10mm~30mm来测试挤出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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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3  单击进料 

 

如果可以看到喷嘴有融化的耗材流出，说明挤出机正常工作。 

 

注意 

如果单击进料按钮时发现未出料，说明进出料方向相反，需将耗材从挤出机拔出

后将挤出机旋转180°安装，然后重新插入耗材。 

 

 调整打印间距，获取打印坐标。 

说明 

打印过程中，喷嘴与玻璃打印床之间的距离过小或过大，会出现首层不粘或者喷

头堵塞的现象。为了增加首层的粘性，可在玻璃打印床上贴一层美纹纸。 

 

 按住小臂上的圆形按钮拖动机械臂使打印头恰好接触美纹纸表面（打印头

与美纹纸之间的距离为一张A4纸张的厚度），并松开圆形按钮。 

 在“Operational”界面右下方输入“M415”命令，保存打印坐标，如图 5.134

所示。 

也可以按压底座背面的“Key”键保存Z轴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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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4  输入 M415 命令 

 

 单击“打印”，机械臂会移动至设置的打印零点（系统已设置）开始

打印。 

 

 校准教程 

 底座校准 

机械臂在出厂时已对底座编码器进行了校准。默认情况下，机械臂以系统默认零点回零

后J1轴坐标为0°，即小臂位于底座正前方的中间位置。 

如果机械臂以系统默认零点回零后小臂不在底座正前方的中间位置，即J1轴坐标不为

0°（误差可在1°~3°范围内）或者机械臂运动过程中小臂位于底座正前方的中间位置时，

J1轴坐标不为0°，此时我们需重新进行底座校准。 

前提条件 

 已安装写字套件，详细请参见5.4.2 安装写字套件。 

 Dobot Magician已上电，且与DobotStudio正常连接。 

 已准备传感器校准卡。 

操作步骤 

 将机械臂放置在传感器校准卡上对应的标识位置，如图 5.1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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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5  机械臂放置位置 

 

 （可选）设置回零位置，使笔尖紧贴传感器校准卡。 

该步骤是为了在步骤 5进行J1轴调整时，方便观察笔尖的位置，以提高校准精

度。 

 在DobotStudio页面单击“示教&再现”。 

进入“示教&再现”页面。 

 按住小臂上的圆形按钮并拖动小臂，使笔尖位置紧贴传感器校准卡后松开

圆形按钮。 

此时，“示教&再现”页面会显示该点坐标信息。 

 选中该存点，右键单击“设置为回零位置”，如图 5.136所示。 

 

图 5.136  设置回零位置 

 

 在DobotStudio界面单击“设置 > 基座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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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底座校准”页面。 

 在“底座校准”页面单击“下一步”。 

机械臂会进行回零操作。请确保在回零过程中机械臂运动范围内无障碍物。 

 待回零完成后单击“+J1”或“-J1”，如图 5.137所示，将笔尖位置对

准在传感器校准卡上“B3”和“A3”的连接线上某点，如图 5.144所示。 

如果移动J1轴速度过快，可拖动“速度”滑动条来调节移动速度。 

 

图 5.137  调整 J1 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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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8  笔尖位置 

 

 单击“校准”，对底座进行校准。 

用户可在DobotStudio页面的“操作面板”查看J1轴坐标来检查校准是否成功，

如图 5.1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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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9  J1 坐标 

 

 传感器校准 

机械臂在出厂时已对大小臂角度传感器进行了校准。默认情况下，机械臂在同一水平面

移动时Z轴位置会保持不变。若发生改变，用户需通过手动调平或自动调平重新校准大小臂

角度传感器，以提高定位精度。 

 手动调平：使用传感器校准卡，结合写字套件和DobotStudio，手动完成校准，校准

更精确，适用于对绝对定位精度有高要求的高精度使用场景。 

 自动调平：使用自动调平工具，结合DobotStudio全自动完成校准，快速简单，适用

于对绝对定位精度无较高要求的使用场景，如写字画画、3D打印。 

5.10.2.1 手动调平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已上电，且与DobotStudio正常连接。 

 已准备传感器校准卡。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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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机械臂放置在传感器校准卡上对应的标识位置，如图 5.140所示。 

 

图 5.140  机械臂放置位置 

 

 在DobotStudio界面单击“设置 > 角度校准”。 

弹出“传感器校准”页面。 

 在“传感器校准”页面单击“下一步”。 

此时机械臂会按预设的动作运动，完成大小臂传感器系数的自动补偿，结果如

图 5.141所示。 

注意 

校准前请先移除机械臂上的末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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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1  获取大小臂角度传感器系数 

 

 单击“下一步”，设置“角度精度”、“距离精度”以及“角度补偿范

围”，该步骤保持默认值即可，如图 5.1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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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2  设置精度以及角度补偿范围 

 

 单击“下一步”，按界面提示将机械臂移动至第一个校准点，假设校

准点为校准卡上的“A3”位置。 

 安装写字套件，详细请参见5.4.2 安装写字套件。 

 按住小臂上的圆形按钮并拖动小臂，使笔尖在传感器校准卡上“A3”校准

点附近后松开圆形按钮。 

 在如图 5.143所示的界面单击坐标按钮进行微调，使笔尖对准传感器校准

卡上“A3”圆心位置，如图 5.144所示。 

如果单击坐标按钮速度过快，可拖动“速度”滑动条来调节移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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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3  微调界面 

 

 

图 5.144  笔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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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下一步”，按如图 5.145界面提示将机械臂移动至第二个校准点

的圆心位置，假设校准点为校准卡上的“B3”位置，如图 5.146所示。 

注意 

在移动机械臂至第二个校准点时请勿用手移动机械臂，请使用坐标按钮移动。以

防止手动调平失败。如果单击坐标按钮速度过快，可拖动“速度”滑动条来调节移

动速度。 

 

 

图 5.145  微调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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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6  第二个校准点笔尖位置 

 

 单击“下一步”，设置两个校准点之间的距离，如图 5.147所示。 

校准卡上两个校准点的距离为80mm，所以该参数保持默认即可。 

 

图 5.147  设置两个校准点之间的距离 

 

 单击“下一步”进行校准。 

校准结果如图 5.1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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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8  校准结果 

 

5.10.2.2 自动调平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已通过USB连接PC。 

 Dobot Magician已连接电源。 

 已获取自动调平工具，如图 5.149所示。 

 

图 5.149  自动调平工具 

 

操作步骤 

 将机械臂放置于平整的桌面。 



                     Dobot Magician 机器人用户手册 5 操作指南 

文档版本 V2.0（2020-08-06） 用户手册 版权所有 © 深圳越疆科技有限公司 

 128  

注意 

请确保桌面平整，否则导致调平失败。 

 

 将自动调平工具安装在机械臂末端，并用夹具锁紧螺丝拧紧，调平工

具安装方向如图 5.150所示。 

 

图 5.150  调平工具安装方向 

 将自动调平工具连接线插入小臂界面“GP4”，如图 5.1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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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1  接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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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Dobot Magician电源并连接DobotStudio。 

 在DobotStudio界面单击“设置 > 自动调平”。 

弹出“自动调平”页面，如图 5.152所示。 

注意 

调平过程中请确保机械臂工作空间内无障碍物。 

 

 

图 5.152  自动调平页面 

 

 在“自动调平”页面单击“开始”。 

Dobot Magician开始进行自动调平，整个调平过程约2分钟。调平结果如图 

5.153所示。 

说明 

如果调平失败，请检查桌面是否平整并重新进行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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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3  调平结果 

 

 回零 

机械臂在出厂时已进行过校准，如果机械臂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碰撞或丢步，导致数据异

常，此时需对机械臂进行回零操作，提高定位精度。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已上电，且与DobotStuido正常连接。 

操作步骤 

在DobotStudio界面单击“归零”，如图 5.154所示。 

注意 

 回零前请先拆下机械臂上的末端工具。 

 在回零过程中机械臂运动范围内无障碍物。 

 

 

图 5.154  回零操作 

 

此时机械臂会自动顺时针旋转到极限位置后再回到系统默认的回零点，且底座指示灯变

为蓝色闪烁。回零成功后，机械臂会发出一声短响，底座指示灯变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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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在“示教&再现”页面选中某一存点，鼠标右键选择“设置为回零位置”，将该

存点设置为回零点，如图 5.155所示。 

 

图 5.155  设置回零位置 

 

 连接 WIFI 套件 

除USB连接线外，Dobot Magician还可通过WIFI套件与PC连接，使Dobot Magician和PC

在同一无线局域网内。WIFI套件如图 5.156所示。 

 

图 5.156  WIFI 套件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已通过USB连接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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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bot Magician已连接电源。 

 已获取Dobot Magician使用的WIFI名称、密码，需与PC机使用的WIFI相同。 

操作步骤 

 将WIFI套件接入Dobot Magician底座的UART接口，如图 5.157所示。 

 

图 5.157  连接 WIFI 套件 

注意 

请在机械臂完全断电的情况下连接外部设备，否则容易造成机械臂损坏。 

 

 开启Dobot Magician电源。 

上电后会发出两声短响，且WIFI模块的蓝色指示灯常亮。 

 在DobotStudio界面的串口下拉菜单选择Dobot Magician对应串口，单

击“连接”。 

 单击“设置 > Wi-Fi”。 

弹出“设置Dobot Wi-Fi”页面。 

 在“设置Dobot Wi-Fi”页面设置WIFI相关参数。本示例勾选“动态主

机配置协议”来获取机械臂IP地址，只需设置“SSID”、“密码”即可。如图 5.158

所示。 

如果不勾选“动态主机配置协议”，需设置IP地址、子网掩码以及网关，详细

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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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8  WIFI 设置 

 

表 5.17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SID WIFI名称 

密码 WIFI密码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是否勾选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是：只需设置“SSID”和“密码” 

否：只需设置“IP地址”、“Netmast”、“路径” 

IP地址 设置机械臂IP地址，需与PC机在同一无线局域网内，且不冲突 

Netmask 设置子网掩码 

路径 设置网关 

DNS 设置DNS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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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5秒后WIFI模块绿色指示灯常亮，说明Dobot Magician已接入局域网。 

 

 在DobotStudio界面左上方单击“断开连接”。 

 待2秒左右后，在DobotStudio界面的左上方的串口下拉菜单会显示IP

地址，选中此IP地址，并单击“连接”，如图 5.159所示。 

 

图 5.159  机械臂 IP 地址 

 

连接成功后即可通过WIFI控制机械臂，无需使用USB。 

 连接蓝牙套件 

Dobot Magician可通过蓝牙套件与手机连接。蓝牙套件如图  5.160所示。请在

https://cn.dobot.cc/downloadcenter.html?sub_cat=69#sub-download下载配套版本的DobotStudio 

APP。 

 

图 5.160  蓝牙套件 

 

前提条件 

https://cn.dobot.cc/downloadcenter.html?sub_cat=69#sub-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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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bot Magician已连接电源。 

 已在手机下载DobotStudio APP。 

操作步骤 

 将蓝牙套件接入Dobot Magician底座的UART接口，如图 5.161所示。 

 

图 5.161  连接蓝牙套件 

 

注意 

请在机械臂完全断电的情况下连接外部设备，否则容易造成机械臂损坏。 

 

 开启Dobot Magician电源。 

上电后会发出三声短响，且蓝牙模块的蓝色指示灯常亮，绿色指示灯闪烁。 

 打开手机蓝牙和DobotStudio APP，单击“Connect”即可连接Dobot 

Magician。 

本节仅描述如何连接蓝牙套件，不对DobotStudio APP操作做详细说明。详细教

程请参见： 

http://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28545299&ascending=1&page=1 

 Blockly 教程 

Blockly 是Dobot Magician开发的一套图形化编程平台，基于谷歌的开源平台 Google 

Blockly。通过该平台，用户可通过拼图的方式进行编程来控制Dobot Magician的运行，直观

易懂。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已上电，且与DobotStudio正常连接。 

操作步骤 

 在DobotStudio界面单击“Blockly”。 

进入“Blockly”界面。 

 在“Blockly”界面左侧拖动图形化模块进行编程，如图 5.162所示。 

http://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28545299&ascending=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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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2  Blockly 图形化编程 

 

图 5.162各模块说明如表 5.18所示。 

表 5.18  Blockly 模块说明 

编号 说明 

1 图形化模块选择区，包括逻辑、循环、数学以及

Dobot API等，直接拖动到Blockly编程窗口即可编

程 

2 Blockly编程窗口 

3 机械臂运行的日志信息 

4 编程窗口中的图形化模块对应的程序代码 

 

图 5.162中Blockly示例说明： 

 设置末端夹爪为手爪。 

 设置循环次数为3，使机械臂在Z轴方向上下移动3次。 

 每移动一次延时1秒。 

 在“Blockly”界面单击“保存”。 

弹出保存的对话框。 

 输入图形化编程文件的名称和保存路径。图形化编程文件的默认保存

路径为“安装目录/DobotStudio/config/bystore”，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替换。 

 在“Blockly”界面单击“开始”，机械臂会根据编写的程序运动。 

 

 脚本控制教程 

用户可通过脚本控制机械臂的运行，Dobot Magician提供丰富的API接口，如速度/加速

度设置、运动模式设置以及I/O配置等，采用Python脚本语言开发，可供用户二次开发时调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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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ot Magician支持的API接口以及详细的功能描述请参见配套版本的《Dobot Magician 

API接口文档》，下载路径为： 

https://cn.dobot.cc/downloadcenter.html?sub_cat=72#sub-download。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已上电，且与DobotStudio正常连接。 

操作步骤 

 在DobotStudio界面单击“脚本控制”。 

进入“脚本控制”界面。 

 编写控制脚本。 

用户可在“脚本控制”左侧界面双击需调用的接口，此时会在脚本文件窗口显

示相应的接口，如图 5.163所示。其接口的参数设置方法可单击“脚本控制”

左侧界面对应接口的 查看。脚本编程示例（点动、PTP运动、托盘）可参考

“安装目录/DobotStudio/config/ststore”目录下的文件。 

 

 

图 5.163  脚本控制示意图 

 

 在“脚本控制”界面单击“保存”。 

弹出保存的对话框。 

 输入脚本的名称和保存路径。脚本的默认保存路径为“安装目录

/DobotStudio/config/ststore”，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替换。 

 在“脚本控制”界面单击“开始”，机械臂会根据编写的脚本运动。 

在“脚本控制”界面下方会实时打印运行日志，可供用户查看。 

 

 手柄控制教程 

Dobot Magician还可通过手柄套件来控制。手柄套件如图 5.164所示，从左至右依次为

https://cn.dobot.cc/downloadcenter.html?sub_cat=72#sub-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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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柄、USB Host模块、充电线（用于手柄充电）和无线接收器。 

 

图 5.164  手柄套件 

注意 

 使用手柄时，请勿将机械臂与DobotStudio连接。 

 请在机械臂完全断电的情况下连接外部设备，否则容易造成机械臂损坏。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已连接电源。 

操作步骤 

 将无线接收器插入USB模块，以连接手柄。 

 将USB Host模块接入Dobot Magician底座的UART接口，如图 5.165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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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5  连接 USB Host 模块 

 

 开启Dobot Magician电源。 

此时USB Host模块的蓝色指示灯常亮。上电后会发出四声短响，且USB Host模

块的绿色指示灯常亮。 

 

 开启手柄，如图 5.166所示。 

手柄遥感中间的红色指示灯常亮，此时可通过手柄控制机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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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6  手柄开关 

 

手柄按键说明如表 5.19所示。 

表 5.19  手柄按键说明 

按键 功能 

开关按键 开启手柄 

LT 控制外部电机开 

RT 控制外部电机关 

RB 切换为笛卡尔坐标系模式 

LB 切换为关节坐标系模式 

X 控制气泵吹气 

Y 控制气泵吸气 

B 关闭气泵 

左遥感前/后移动  笛卡尔坐标系模式： 机械臂沿X轴+/-移动 

 关节坐标系模式：机械臂沿J1+/-转动 

左遥感左/右移动  笛卡尔坐标系模式： 机械臂沿Y轴+/-移动 

 关节坐标系模式：机械臂沿J2+/-转动 

右遥感前/后移动  笛卡尔坐标系模式：机械臂沿Z轴+/-移动 

 关节坐标系模式：机械臂沿J3+/-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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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 功能 

右遥感左/右移动  笛卡尔坐标系模式：机械臂沿R轴+/-转动 

 关节坐标系模式：机械臂沿J4+/-转动 

 

 I/O 复用示例 

Dobot Magician的I/O接口采用统一编址的方式，且大部分引脚具有复用功能，I/O接口位

置以及详细说明请参见4.3 I/O接口复用说明。 

用户可在“示教&再现”页面的高级功能界面设置I/O控制外部设备，如图 5.167所示。 

 

图 5.167  I/O 设置页面 

 

下面对电平输出、电平输入以及PWM输出进行举例说明。 

 电平输出 

本节以气泵为例来描述电平输出。正常情况下，气泵盒可用I/O接口来控制，通过I/O 11

控制吸气和吹气，通过I/O 16控制启停。其中，I/O 11高电平输出控制吸气，低电平控制吹

气。I/O 11和I/O 16复用说明如表 5.20所示。 

表 5.20  EIO 复用说明 

I/O编址 电压 电平输出 PWM 电平输入 ADC 

11 3.3V √ √ - - 

16 12V √ - - - 

 

I/O 11和I/O 16位置位于底座外设接口，如图 5.16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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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8  底座外设接口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已连接气泵，详细请参见5.2.1 安装吸盘套件。 

 Dobot Magician已上电，且与DobotStudio正常连接。 

操作步骤 

 在DobotStudio界面选择末端为“笔”，如图 5.169所示。 

 

图 5.169  选择末端 

 

注意 

正常情况下，安装了气泵后，如果末端选择 “吸盘”或“夹爪”，系统会自行控制

气泵。本节通过I/O来控制气泵，所以末端不能选择“吸盘”或“夹爪”，以免冲突。 

 

 在“示教&再现”页面单击 图标，切换至高级功能页面，如

图 5.17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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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0  高级功能切换 

 

 在“示教&再现”页面右下方的输出区域勾选“IO_11”和“IO_16”，

并勾选对应的“值”，单击“存点”。 

“示教&再现”左侧页面显示存点信息，如图 5.171所示。 

说明 

如果气泵吸气不明显，可修改该存点的“暂停时间”。 

 

 

图 5.171  存点信息 

 

 选中该存点，在“示教&再现”页面单击“单步执行”。 

气泵会发出嗡嗡声音，并吸气。 

 在“示教&再现”页面右下方的输出区域勾选“IO_11”和“IO_16”，

并勾选“IO_16”对应的“值”，单击“存点”。 

“示教&再现”左侧页面显示存点信息，如图 5.1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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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2  存点信息 

 

 选中该存点，在“示教&再现”页面单击“单步执行”。 

气泵会发出嗡嗡声音，并吹气。 

 

 电平输入 

本节仍以I/O 12引脚为例进行说明。 

表 5.21  EIO 复用说明 

I/O编址 电压 电平输出 PWM 电平输入 ADC 

12 3.3V - - √ -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已上电，且与DobotStudio正常连接。 

 “示教&再现”页面已有存点列表。 

操作步骤 

 在“示教&再现”页面单击 ，切换至高级功能页面，如图 5.173所示。 

 

图 5.173  高级功能切换 

 

 在“示教&再现”页面选中需要触发的存点。 

 在“示教&再现”页面右下方的“触发”区域选择输入引脚

“EIO12_Input”，设置“条件”和“值”。 

其中，“值”只能设置为“0”或“1”。“1”表示高电平，“0”表示低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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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ADD”，如图 5.174。 

 

图 5.174  存点信息 

 

 PWM 输出 

本节仍以I/O 11引脚为例进行说明。 

表 5.22  EIO 复用说明 

I/O编址 电压 电平输出 PWM 电平输入 ADC 

11 3.3V √ √ - - 

前提条件 

Dobot Magician已上电，且与DobotStudio正常连接。 

操作步骤 

 在“示教&再现”页面单击 图标，切换至高级功能页面，如图 5.176

所示。 

 

图 5.175  高级功能切换 

 

 在“示教&再现”页面右下方的输出区域勾选“IO_11”，单击“存点”

新增存点，如图 5.17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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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6  存点信息 

 

 双击该存点的“EIO11”，并在下拉框选择“…”选项。 

弹出“EIO设置”对话框，如图 5.177所示。 

 

图 5.177  EIO 设置 

 

 在“EIO设置”页面设置“频率”（单位：KHZ，取值范围：10HZ~1MHZ）和

“负载比”（0%~100%）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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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臂存点脱机归零 

操作步骤： 

 开启机械臂，绿灯亮后等待约20秒，待传感器稳定后 单击“归零”按钮进行

归零。 

 归零过程中，机械臂蓝灯闪烁，同时机械臂会进行微调，待机械臂绿

灯亮起后才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归零完成后进行存点和下载，在弹出对话框中单击“确认”等待下载

完成。 

 

图 5.178 、脱机回零 

 

 拔掉USB线，按下Key键进行脱机操作。 

脱机复现存点轨迹： 

若机械臂中已有存点，可以直接开机启动机械臂，绿灯亮后等待约 20 秒，长按 key 键

进行归零操作后，再次短按 key 键，机械臂将进行脱机复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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