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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本公司的机器人系统。 
本手册记载了正确使用 EPSON RC+ 软件所需的事项。 
请阅读本手册及相关手册后正确使用系统。 
阅读之后，请妥善保管，以便随时取阅。 

 

保修 
本机是经过本公司严格测试/检查，并在确认性能满足本公司标准之后出厂交付的。 
 
1. 保修期 自本产品向贵公司交付之日起 1 年以内为保修期。 

 

2. 保修内容 1) 保修对象产品为交付产品。 
2) 在交付产品的保修期内，本公司仅对正常使用时发生的故障进行免

费修理。保修期满之后的故障修理全部为收费修理，敬请谅解。 
3) 保修仅限于日本国内。 

 

3. 免责事项 即使在上述保修期内，如果符合下述事项，均视为收费修理，敬请

谅解。 
1) 因无视说明书内容的错误使用以及使用不当而导致的故障与损伤； 
2) 进行了改造或拆卸时； 
3) 因不适当的调整/修理而导致的故障与损伤； 
4) 因天灾、火灾及其它外部因素而导致的故障与损伤。 

 

4. 注意事项 1) 如果超出本手册记载的使用条件或规格使用机器人或相关设备，本

公司不保证机器人的基本性能，敬请谅解。 
2) 本公司对因未遵守本手册记载的“警告”与“注意”而导致的人身事故

（死亡或重伤）、损害事故及故障等不承担任何责任，敬请谅解。 
3) 本公司不可能预见发生危险与故障的所有情况，这种可预见性是有

限制的。因此，本手册中的“警告”、“注意”以及其它记载事项

仅是本公司可预见范围内的，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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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标识、Visual Basic、Visual C++ 为美国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及其它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Pentium 为美国英特尔公司的商标。 
其它公司名称、商标名称、产品名称均为各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关于标记 
Microsoft® Windows® XP Operating system 日文版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Operating system 日文版 
Microsoft® Windows® 7 Operating system 日文版 
本使用说明书将上述操作系统分别标记为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
另外，有时可能将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 统一标记为 Windows。 
 

注意事项 
禁止擅自复印或转载本使用说明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记载的内容将来可能会发生变更，恕不事先通告。 
如您发现本书的内容有误或需要改进之处，请不吝斧正。 
 

垂询方式 

有关机器人的修理、检查、调整等事项，请与服务中心联系。 
未记载服务中心时，请与当地销售商联系。 

联系时，请事先准备好下述各项。 

- 控制器名称/序列号 
- 机械手名称/序列号 
- 软件名称/版本 
- 系统出现的问题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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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ER 
 

 

   
 Toyoshina Plant 

Industrial Solutions Division 
6925 Toyoshina Tazawa, 
Azumino-shi, Nagano, 399-8285 
JAPAN 

  TEL : +81-(0)263-72-1530 
  FAX : +81-(0)263-72-1495 
 
SUPPLIERS 
 

 

 北美与南美 EPSON AMERICA, INC. 
  Factory Automation/Robotics 

18300 Central Avenue 
Carson, CA  90746 
USA 

  TEL : +1-562-290-5900 
  FAX : +1-562-290-5999 
  E-MAIL : info@robots.epson.com 
 
 欧洲 EPSON DEUTSCHLAND GmbH 
  Factory Automation Division 

Otto-Hahn-Str.4 
D-40670 Meerbusch 
Germany 

  TEL : +49-(0)-2159-538-1391 
  FAX : +49-(0)-2159-538-3170 
  E-MAIL : : robot.infos@epson.de 
 
 China EPSON China Co., Ltd 
  Factory Automation Division 

7F, Jinbao Building No. 89 Jinbao Street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005 

  TEL TEL 
  FAX FAX 
 
 台湾 EPSON Taiwan Technology & Trading Ltd. 
  Factory Automation Division 

14F, No.7, Song Ren Road, Taipei 110 
Taiwan, ROC 

  TEL : +886-(0)-2-8786-6688 
  FAX : +886-(0)-2-8786-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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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 EPSON Singapore Pte Ltd. 
 印度 Factory Automation System 

1 HarbourFrontPlace, #03-02 HarbourFront Tower one, Singapore098633 
  TEL : +65-(0)-6586-5696 
  FAX : +65-(0)-6271-3182 
  
 韩国 EPSON Korea Co, Ltd. 
  Marketing Team (Robot Business) 

11F Milim Tower, 825-22  
Yeoksam-dong, Gangnam-gu, Seoul, 135、-934 
Korea 

  TEL : +82-(0)-2-3420-6692 
  FAX : +82-(0)-2-558-4271 
  
 日本 EPSON SALES JAPAN CORPORATION 
  Factory Automation Systems Department 

Nishi-Shinjuku Mitsui Bldg.6-24-1 
Nishishinjuku. Shinjuku-ku. Tokyo. 160-8324  
JAPAN 

  TEL : +81-(0)3-5321-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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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前 
记载了使用手册之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安全注意事项 

请由取得相关资格的人员进行机器人与相关设备的搬运及设置。另外，请务必遵守各

国的相关法规与法令。 
使用之前，请阅读本手册与相关手册，在此基础上正确使用系统。 
阅读之后，请妥善保管，以便随时取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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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属性和结果参考 

概要 

本参考手册对所有的 Vision Guide 序列、目标、校准属性和结果以及所有的 Vision Guide 
SPEL+ 命令进行说明。有关 Vision Guide 的使用方法，请参阅“参阅方法 Vision Guide 手册。 

视觉属性和结果形式的说明 

本参考手册列出了所有的视觉属性和结果。如下所示为各参考页的说明项目。 

 
适用 表示在视觉目标中使用属性或结果时，各属性所适用的视觉目标。

（例.Blob、Correlation、Polar...） 
在视觉序列中使用属性或结果时，在该项目中记载“视觉序列”。 
在视觉校准中使用属性或结果时，在该项目中记载“视觉校准”。 

说明 记载了有关各属性或结果的简单说明。 

用法 记载了利用 SPEL+ 语言访问属性或结果的方法。 

值 记载了可在属性中设置的值的范围或结果的返回值范围。 

详细说明 对说明的内容进行更详细的说明。由于记载了各属性特有的注意事项或

特殊事项，因此，使用该属性之前，请务必阅读本项目。 

参阅 列举了相关的属性、结果、视觉目标和其它事项。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属性或结果仅在程序执行期间适用时，将其记载于属性名或结果名的下

面。不能通过 Vision Guide GUI 访问仅在程序执行期间的属性和结果。

仅可通过 SPEL+ 语言或 VB Guide 进行访问。 
 



视觉常数 
 

2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视觉常数 
Vision Guide 7.0 准备了以下常数。 
常数可根据需要在创建程序时使用。 
 
提示 
虽然可代替常数名直接指定数值，但是推荐在程序中使用常数名。 
 

常数名 值 适用 

VISION_ACQUIRE_NONE 
VISION_ACQUIRE_STATIONARY 
VISION_ACQUIRE_STROBED 

0 
1 
2 

RuntimeAcquire 属性 

VISION_CAMORIENT_FIXEDDOWN  
VISION_CAMORIENT_FIXEDUP  
VISION_CAMORIENT_MOBILEJ2  
VISION_CAMORIENT_MOBILEJ4  
VISION_CAMORIENT_MOBILEJ5  
VISION_CAMORIENT_MOBILEJ6 
VISION_CAMORIENT_STANDALONE 

2 
3 
4 
5 
6 
7 
1 

CameraOrientation 属性 

VISION_CODETYPE_AUTO 
VISION_CODETYPE_CODABAR 
VISION_CODETYPE_CODE39 
VISION_CODETYPE_CODE128 
VISION_CODETYPE_EAN8 
VISION_CODETYPE_EAN13 
VISION_CODETYPE_INTERLEAVED25 
VISION_CODETYPE_PDF417 
VISION_CODETYPE_QR 
VISION_CODETYPE_UPC 
VISION_CODETYPE_UPCA 
VISION_CODETYPE_UPCE 

0 
6 
3 
5 
13 
2 
4 
8 
10 
20 
18 
19 

CodeType 属性 

VISION_DETAILLEVEL_HIGH 
VISION_DETAILLEVEL_MEDIUM 
VISION_DETAILLEVEL_VERYHIGH 

2 
1 
3 

DetailLevel 属性 

VISION_EDGETYPE_SINGLE 
VISION_EDGETYPE_PAIR 

1 
2 EdgeType 属性 

VISION_GRAPHICS_ALL  
VISION_GRAPHICS_NONE  
VISION_GRAPHICS_POSONLY 

1 
3 
2 

Graphics 属性 

VISION_IMAGECOLOR_ALL 
VISION_IMAGECOLOR_BLUE 
VISION_IMAGECOLOR_GRAYSCALE 
VISION_IMAGECOLOR_GREEN 
VISION_IMAGECOLOR_RED 

1 
4 
5 
3 
2 

ImageColor 属性 

VISION_IMAGESIZE_320X240 
VISION_IMAGESIZE_640X480 
VISION_IMAGESIZE_800X600 
VISION_IMAGESIZE_1024X768 
VISION_IMAGESIZE_1280X1024 
VISION_IMAGESIZE_1600X1200 
VISION_IMAGESIZE_2048X1536 
VISION_IMAGESIZE_2560X1920 

1 
2 
3 
4 
5 
6 
7 
8 

ImageSize 属性 

VISION_IMAGESOURCE_CAMERA 
VISION_IMAGESOURCE_FILE 

1 
2 ImageSource 属性 



 视觉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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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名 值 适用 

VISION_OPERATION_BINARIZE 
VISION_OPERATION_CLOSE 
VISION_OPERATION_COLORFILTER 
VISION_OPERATION_OPEN 
VISION_OPERATION_DILATE 
VISION_OPERATION_EDGEDETECT1 
VISION_OPERATION_EDGEDETECT2 
VISION_OPERATION_ERODE 
VISION_OPERATION_FLIPBOTH 
VISION_OPERATION_FLIPHORIZ 
VISION_OPERATION_FLIPVERT 
VISION_OPERATION_HORIZEDGE 
VISION_OPERATION_LAPLACE1 
VISION_OPERATION_LAPLACE2 
VISION_OPERATION_ROTATE 
VISION_OPERATION_SHARPEN1 
VISION_OPERATION_SHARPEN2 
VISION_OPERATION_SMOOTH 
VISION_OPERATION_SUBTRACTABS 
VISION_OPERATION_THICKEN 
VISION_OPERATION_THIN 
VISION_OPERATION_VERTEDGE 
VISION_OPERATION_ZOOM 

16 
2 
21 
1 
4 
10 
11 
3 
20 
18 
19 
8 
12 
13 
17 
6 
7 
5 
22 
15 
14 
9 
23 

Operation 属性 

VISION_ORIENT_BOTH 
VISION_ORIENT_HORIZ 
VISION_ORIENT_VERT 

1 
2 
3 

Orientation 属性 

VISION_PASSTYPE_SOMEFOUND 
VISION_PASSTYPE_ALLFOUND 
VISION_PASSTYPE_SOMENOTFOUND 
VISION_PASSTYPE_ALLNOTFOUND 

1 
2 
3 
4 

PassType 属性 

VISION_POINTTYPE_ENDPOINT 
VISION_POINTTYPE_MIDPOINT 
VISION_POINTTYPE_PERPTOENDPOINT 
VISION_POINTTYPE_PERPTOLINE 
VISION_POINTTYPE_PERPTOMIDPOINT 
VISION_POINTTYPE_PERPTOSTARTPOINT 
VISION_POINTTYPE_POINT 
VISION_POINTTYPE_STARTPOINT 

1 
2 
7 
3 
6 
5 
0 
4 

PointType 属性 

VISION_POLARITY_DARK 
VISION_POLARITY_LIGHT 

1 
2 Polarity 属性 

VISION_REFTYPE_TAUGHTPOINTS 
VISION_REFTYPE_UPWARDCAMERA 

1 
2 ReferenceType 属性 

VISION_SIZETOFIND_ANY 
VISION_SIZETOFIND_SMALLEST 
VISION_SIZETOFIND_LARGEST 

0 
2 
1 

SizeToFind 属性 

VISION_SORT_CAMERAX 
VISION_SORT_CAMERAY 
VISION_SORT_CAMERAXY 
VISION_SORT_NONE 
VISION_SORT_PIXELX 
VISION_SORT_PIXELY 
VISION_SORT_PIXELXY 
VISION_SORT_ROBOTX 
VISION_SORT_ROBOTY 
VISION_SORT_ROBOTXY 

4 
5 
6 
0 
1 
2 
3 
7 
8 
9 

Sort 属性 

VISION_TRIGGERMODE_LEADINGEDGE 
VISION_TRIGGERMODE_TRAILINGEDGE 

1 
2 

TriggerMode 属性 
 

VISION_THRESHCOLOR_BLACK 
VISION_THRESHCOLOR_WHITE 

1 
2 ThresholdColor 属性 



视觉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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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名 值 适用 

VISION_WINTYPE_RECTANGLE 
VISION_WINTYPE_ROTATEDRECT 
VISION_WINTYPE_CIRCLE 

1 
2 
3 

ModelWinType 属性 
SearchWinType 属性 

 



 AbortSeqOnFail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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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rtSeqOnFail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所有的视觉目标 
 
说明 

目标执行失败时（不能检测时），可指定立即中断全体序列，并且不处理此后的目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bortSeqOnFail, var 

VSet  Sequence.Object.AbortSeqOnFail,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Boolean 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False 即使检测不到目标，也不中断序列。 

True 不能检测到目标时，中断序列。 

默认值： 0 – False 
 
详细说明 

检测不到目标而无需继续执行序列时，使用 AbortSeqOnFail 
 
参阅 

Blob 目标、ColorMatch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Edge 目标、Frame 目标、Geometric 目标、

Line 目标、Point 目标、CodeReader 目标、OCR 目标、Polar 目标、LineFinder 目标、ArcFinder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目标标签 
 



Accep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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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lorMatch、Correlation、Edge、Geometric、Polar 
 
说明 

指定用于判断为检测到对象物的形状评分值。视为已检测到对象物的条件是，必须超出评分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ccep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Accep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999 的整数 

默认值： 700 – ColorMatch、Correlation、Polar、Geomatric 
100 – Edge 

 
详细说明 

Accept 属性影响在指定搜索区域内检索的速度。将 Accept 属性设为较高的值时，表明检索对象与注

册模型非常相似。故此，通过大致检索排除了大部分区域，不再继续进行检索。但是，如果将 Accept
属性设为较低的值，即使与注册模型仅有一点点相似的检索对象，也会超出 Accept 属性值，因此，

需要在许多区域进行细致的搜索。因此，可通过提高 Accept 属性值缩短搜索时间。 
如果将设定值设得较低，则可能会导致误检测。 

 
参阅 

ColorMatch 目标、Confusion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Edge 目标、Geometric 目标、Polar 目标、

Score 结果、目标标签 

 



 AcquireState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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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reState 结果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AcquireState 结果用于外部触发输入激活后（频闪观测器发光之后），判断是否将图像读取到视觉序

列中。 
因此，要使用外部触发（频闪观测器）时，请将序列的 RuntimeAcquire 属性设为 “Strobed”。 
 

 
用法 

VGet  Sequence.AcquireState,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整数变量 
 
值 

0 还未读取图像。 

3 已在触发输入（频闪观测器发光）的状态下读取图像。 
 

详细说明 

执行使用外部触发（频闪观测器）的序列 VRun 时，SPEL+ 程序等待外部触发输入激活（频闪观测

器发光），AcquireState 显示 “3” 后继续进行图像处理。 
 
参阅 

RunTimeAcquire 属性、目标标签 



AllFound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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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Found 结果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返回在指定的序列中是否检测到所有目标。 
 
用法 

VGet  Sequence.AllFound,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值 

0 – False 存在无法从序列中检测的目标。 

1 – True 已从序列中检测到所有目标。 
 
详细说明 

AllFound 结果在判断可否从指定序列中检测到所有目标时使用。该结果仅适用于序列。 
 

 
参阅 

Found 结果、Time 结果、序列标签、视觉序列  
 



 AllPassed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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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Passed 结果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返回指定序列的所有目标是否通过。 
 
用法 

VGet  Sequence.AllPassed,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值 

0 – False 存在无法从序列中检测的目标。 

1 – True 已从序列中检测到所有目标。 
 
详细说明 

AllPassed 结果在判断指定序列的所有目标是否通过时使用。该结果仅适用于序列。 
 
参阅 

Passed 结果、Found 结果、Time 结果、序列标签、视觉序列  



Angle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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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Frame、Geometric、Line、Polar 
 
说明 

用于返回已检测目标的角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ngle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以实数度返回已检测目标的角度。 
Blob : −90 度–90 度 
除此之外 : 0 度–360 度 

 
详细说明 

Angle 结果用于返回在图像坐标系中检索到的目标的角度。要更快、更准确地获取角度时，可使用

Polar 目标。 
 
统计 

Angle 结果可以通过“统计工具”获取以下结果。 
AngleMax、AngleMean、AngleMin、AngleRange、AngleStdDev  
有关统计工具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阅 “Vision Guide” 的“Vision Guide 统计的使用方法”。 

 
参阅 

AngleEnable 属性、AngleMaxIncrement 属性、AngleOffset 属性、AngleTolerance 属性、Blob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Frame 目标、Geometric 目标、Line 目标、NumberFound 结果、

NumberToFind 属性、Polar 目标、RobotU 结果、LineFinder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目标

标签 

 



 Angle1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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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1 结果 
 
适用 

ArcFinder 目标 
 
说明 

返回通过 ArcFinder 目标检测的圆弧起点的角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ngle1 , var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以实数度返回已检测圆弧起点的角度。 
 
详细说明 

Angle1 结果用于返回在图像坐标系中检索到的圆弧起点的角度。 
 

 
参阅 

ArcFinder 目标、Angle2 结果 



Angle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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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2 结果 
适用 

ArcFinder 目标 
 
说明 

返回通过 ArcFinder 目标检测的圆弧终点的角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ngle1 , var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以实数值返回已检测圆弧终点的角度。 
 
详细说明 

Angle1 结果用于返回在图像坐标系中检索到的圆弧终点的角度。 
 
参阅 

ArcFinder 目标、Angle1 结果 



 AngleAccuracy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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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Accuracy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 
 
说明 

用于指定以某一角度进行 Correlation 搜索的精度。（以度数指定角度搜索精度。） 

指定 Correlation 搜索的角度检测精度。（以度数指定角度检测精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ngleAccuracy, var 

VSet  Sequence.Object.AngleAccuracy,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或表达式 
 
值 

0.1–10（度）的实数值 

默认值：1 
 
详细说明 

AngleAccuracy 属性用于注册模型，实际执行程序时不使用。利用该值设置角度搜索精度。 
要利用新的角度精度值进行 Correlation 搜索时，请按下述步骤进行。首先，将 AngleEnable 属性设为

“1–True”，然后重新设置 AngleAccuracy 属性值。接下来，请再次注册 Correlation 模型。 
 
参阅 

AngleMaxIncrement 属性、AngleRange 属性、Angle 结果、Correlation 目标、目标标签 



AngleEnabl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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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Enabl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 
 
说明 

用于指定 Correlation（相关）搜索或 Geometric（几何）搜索是否执行带有角度检测（旋转）的搜索。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ngleEnabl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AngleEnabl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Boolean 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0 – False 不执行带有角度检测的搜索。 
1 – True 执行带有角度检测的搜索。 

默认值：Correlation（相关）搜索：0 – False、Geometric（几何）搜索：1–True 
 
详细说明 

将 AngleEnable 设为 [0 – False] 时，不能在 Correlation（相关搜索）目标中使用 AngleRange 和

AngleMaxIncrement 属性。 

带有角度检测的 Correlation 搜索可进行旋转部件的检测，但检测时间相当长。因此，带有角度检测

的 Correlation 搜索适用于旋转角度很小的部件检测。另一方面，Geometric（几何）搜索适用于包括

大角度旋转检测在内的图案搜索。可预测旋转角度大时，请考虑使用 Geometric（几何）搜索。 
另一方面，由于 Polar 目标的检测时间非常短，因此，可通过与 Correlation 目标组合，进行正确且短

时间的搜索。(详情请参阅 Correlation 搜索或 Polar 搜索项目。) 
要通过 Correlation（相关）搜索正确地进行带有角度的搜索时，请按下述步骤进行。 
首先，将 AngleEnable 属性设为 “1 – True”。然后，请确认 AngleMaxIncrement 和 AngleRange 等各

属性正确，并再次注册 Correlation 模型。如果在注册 Correlation 模型之后将 AngleEnable 属性设为 
“1 – True”，即使要检测 Correlation 目标，也不能进行带有角度的搜索。 
要通过 Geometric 搜索进行带有角度的搜索时，请按下述步骤进行。 
首先，将 AngleEnable 属性设为 “1 – True”。然后，请确认 AngleStart 和 AngleRange 等各属性正确，

并再次注册 Geometric 模型。 
参阅 

AngleMaxIncrement 属性、AngleRange 属性、Angle 结果、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目

标标签 



 AngleEnd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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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End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ArcFinder 
 
说明 

通过 ArcFinder 设置检测圆弧的范围的最终角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ngleEnd , var 
VSet  Sequence.Object.AngleEnd ,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AngleStart + 10 –360(度) 

默认值：10 
 
详细说明 

通过 ArcFinder 设置检测圆弧的范围。圆弧检测范围为 AngleStart–AngleEnd 内。 
 
参阅 

ArcFinder 目标、目标标签 



AngleMaxIncremen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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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MaxIncremen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 
 
说明 

AngleMaxIncrement 属性用于设置角度最大增加量，以注册执行带有角度检测的搜索的 Correlation
（相关）模型。注册模型时，系统自动选择角度增加量。但是，设置 AngleMaxIncrement 属性后，

将比较自动选择的角度增加量和设定值，使用较小一方的角度增加量。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ngleMaxIncremen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AngleMaxIncremen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或表达式 
 
值 

1–45（度）的实数 

默认值： 5 
 
详细说明 

要通过 Correlation（相关）搜索正确地进行带有角度检测的搜索时，请按下述步骤进行。 
首先，将 AngleEnable 属性设为 “1 – True”。然后，请确认 AngleMaxIncrement 和 AngleRange 等各属

性设置正确，并再次注册 Correlation 模型。 
注册 Correlation 模型后，即使要更改 AngleMaxIncrement 属性值，检测 Correlation 目标，也不会通

过新角度增加量进行检测。更改 AngleMaxIncrement 属性值后，需要再次注册模型。 
要正确计量角度时，必须在 AngleMaxIncrement 属性中设置相对于所需角度精度的增加量。如果将角

度增加量设得较小，模型所需的容量则会相应增加，从而导致检索速度变慢，敬请注意。 
带有角度检测的 Correlation 搜索可进行旋转部件的检测，但检测时间相当长。因此，带有角度检测

的 Correlation 搜索适用于旋转角度很小的部件检测。另一方面，Geometric（几何）搜索适用于包括

大角度旋转检测在内的图案搜索。可预测旋转角度大时，请考虑使用 Geometric（几何）搜索。 
另一方面，由于 Polar 目标的检测时间非常短，因此，可通过与 Correlation 目标组合，进行正确且短

时间的搜索。（详情请参阅 Correlation 搜索或 Polar 搜索项目。） 
 
参阅 

Angle 结果、AngleEnable 属性、AngleRange 属性、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目标标签 



 AngleObjec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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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Objec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ImageOp 
 
说明 

定义基于哪个目标旋转目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ngleObjec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AngleObjec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是 “Screen” 或返回 Angle 角度的 ImageOp 目标前的目标名称称。 

默认值：  Screen（生成目标时的初始状态） 
 
详细说明 

使用 Operation 属性的 Rotate 设置，并根据设置为 AngleObject 的目标 Angle 结果自动旋转图像。 

AngleObject 可指定以下目标。 

Blob、Correlation、Polar、Frame、Geometric 

 
参阅 

ImageOp 目标、Operation 属性、AngleObject 属性、RotationAngle 属性 



AngleOffse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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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Offse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Polar 
 
说明 

用于在 Polar 目标注册完成之后，调整检索对象物的指示器图形（图像上的图形线条），并定义适用

于 Polar 目标的偏移角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ngleOffse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AngleOffse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或表达式 
 
值 

0–360（度）的实数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AngleOffset 用于调整 Polar 目标的旋转位置时使用。Polar 目标的检测角度通常被设为 Polar 目标的默

认位置（0 度、时钟的 3 点位置）。AngleOffset 属性用于设置从检测角度逆时针旋转的偏移旋转角

度。 
 
参阅 

Polar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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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Rang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Correlation、Geometric 
 
说明 

指定旋转检测范围。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ngleRang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AngleRang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Correlation PC 视觉时，为 0–180（度）的整数 
紧凑型视觉时，为 0–45（度）的整数 

默认值：10 
Geometric：0–180（度）的整数 

默认值：180 
 
详细说明 

要通过 Correlation（相关）搜索正确地进行带有角度检测的搜索时，请按下述步骤进行。 
首先，将 AngleEnable 属性设为 “1 – True”。然后，请确认 AngleMaxIncrement 和 AngleRange 等各属

性正确，并再次注册 Correlation 模型。如果在注册 Correlation 模型之后设置新的 AngleRange 属性值，

即使要执行 Correlation 目标，也不在新的注册范围内进行搜索。 
要通过 Geometric 搜索正确地进行带有角度的搜索时，请按下述步骤进行。 
首先，将 AngleEnable 属性设为 “1 – True”。然后，请确认 AngleStart 和 AngleRange 等各属性正确，

并再次注册 Geometric 模型。 
必须在注册模型前设置 AngleRange 属性。该值用于指定一系列旋转模型的注册范围。比如，如果将

AngleRange 属性设为 “5”，则会在模型注册时，以从当前位置 +/–5 度的角度注册一系列模型。这些

模型在注册之后用于带有角度检测的 Correlation 搜索。 
带有角度检测的 Correlation 搜索可进行旋转部件的检测，但检测时间相当长。因此，带有角度检测

的 Correlation 搜索适用于旋转角度很小的部件检测。另一方面，Geometric（几何）搜索适用于包括

大角度旋转检测在内的图案搜索。可预测旋转角度大时，请考虑使用 Geometric（几何）搜索。 
另一方面，由于 Polar 目标的检测时间非常短，因此，可通过与 Correlation 目标组合，进行正确且短

时间的搜索。（详情请参阅 Vision Guide 的 Correlation 搜索或 Polar 搜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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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尽可能设置较低的设定值。如果设置较大的值，则不仅延长检测时间，也可能会导致误检测。 
 
参阅 

Angle 结果、AngleEnable 属性、AngleMaxIncrement 属性、CodeReader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

Geometric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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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Star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Correlation、Geometric、ArcFinder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角度搜索的中心。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ngleStar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AngleStar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360（度）的整数 

默认值：  0 
 

AngleStart 用于指定角度搜索的中心。该属性仅在将 AngleEnable 设为“1–True”时有效。Vision Guide 
使用 AngleRange 属性，从 AngleStart 指定的角度中心搜索 AngleRange 范围。比如，如果将 AngleStart
设为 45 度、将 AngleRange 设为 10 度，则对 35–55 度之间进行搜索。 
Correlation 时，如果设置更改 AngleStart，则会在下次执行时自动旋转处理模型，因此，最初执行时

循环时间会延迟。之后执行时不进行旋转处理，循环时间恢复正常。 
ArcFinder 时，AngleStart 设置圆弧的检测范围。圆弧检测范围为 AngleStart–AngleEnd 内。 
 

参阅 

Angle 结果、AngleEnable 属性、AngleMaxIncrement 属性、AngleRange 属性、CodeReader 目标、

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ArcFinder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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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用于以像素返回 Blob 的面积。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Area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CurrentResult 则变为结果编号。 
 
值 

1–(SearchWinWidth × SearchWinHeight) 的值的整数（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Area 结果用于以像素表示 Blob 的面积。 

 
统计 

Area 结果可将下述结果用作“统计工具”。 

AreaMax、AreaMean、AreaMin、AreaStdDev  
有关统计工具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阅 “Vision Guide” 的“Vision Guide 统计的使用方法”。 
 
参阅 

Blob 目标、MaxArea 属性、MinArea 属性、MinMaxArea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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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ncMode 属性 
仅运行时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定义是否在读取图像之后在序列处理之前从 Vrun 命令执行状态返回。  
 
用法 

VGet  Sequence.AsyncMode, var 

VSet  Sequence.AsyncMod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Boolean 型表达式 
 
值 

0 – False  读取图像并序列处理完成之后返回 VRun。 

1 – True  读取图像之后，开始序列处理之前，返回 VRun。 

默认值： 1 – True  
 
详细说明 

AsyncMode 属性可用于选择是否在读取图像之后在序列处理之前返回 VRun。AsyncMode 为 True 时，

在读取图像之后 VRun 返回到 SPEL+ 。此时在视觉系统内部进行序列处理。处理视觉序列时，机器

人可动，可以改善机器人系统的循环时间。对序列处理中同一序列，调用 VRun、VGet、VSet 或其

它视觉命令时，等待前一序列处理完成之后开始执行。 
 
参阅 

V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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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所有的视觉目标 
 
说明 

本属性之后将被删除。请使用 LabelBackColor 属性。 
用于设置目标标签的背景颜色。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BackColor,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BackColor,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 – None (VISION_BACKCOLOR_NONE) 

1 – Black (VISION_BACKCOLOR_BLACK) 

2 – White (VISION_BACKCOLOR_WHITE) 

默认值：0 – None 
 
详细说明 

根据输入图像不同，可能目标标签变得难以看清。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BackColor，可易于阅读标签。 
参阅 

FoundColor 属性、PassColor 属性、FailColor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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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omplete 结果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返回校准是否完成。 

 
用法 

VGet  Calibration.CalComplete, var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值 

0 – False 校准未完成。 

1 – True 校准完成。 
 
详细说明 

用于确认校准是否完成。 

 
参阅 

PointsTaugh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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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bration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视觉序列使用的摄像机校准名。 

 
用法 

VGet  Sequence.Calibration, var 

VSet  Sequence.Calibration,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名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表示校准名的 16 个字符以内的字符串 

默认值：None 
 
详细说明 

在视觉应用中，由于使用机器人坐标系或摄像机坐标系，因此需要进行适当的校准，以计算结果。

Calibration 属性用于指定视觉序列使用的摄像机校准。序列标签的 Calibration 属性中会显示已注册的

所有校准，因此可从中选择当前序列使用的校准。 
一般情况下，各视觉序列使用 1 个校准数据。但要在 1 个序列中进行几个不同的校准时，可在执行

视觉序列之前，利用 SPEL+ 语言设置该序列的 Calibration 属性。比如，利用 Calib1 启动 Test 的序

列之后，要利用 Calib2 再次执行 Test 序列时，请按如下所述进行。 
VSet test.Calibration, calib1 
VRUN test 
VSet test.Calibration, calib2 
VRUN test 

 
参阅 

校准、序列标签、视觉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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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视觉校准 

 
说明 

指定视觉序列、视觉校准中使用的摄像机。 

 
用法 

VGet  { Sequence | Calibration }.Camera, var 

VSet  { Sequence | Calibration }.Camera,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Calibration 表示校准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 以上的整数值 

默认值：1 
 
详细说明 

分配给视觉序列/校准的摄像机只有 1 台。 

使用序列时，必须在执行 VRun 之前选择摄像机编号。 

使用校准时，摄像机编号必须与校准目标序列的摄像机编号一致。 

 

Note 

Vset 中可更改的摄像机编号有如下限制。 

使用 CV1 摄像机的序列和校准：  
仅限使用同一 CV1 的不同摄像机通道的摄像机编号可更改设置。 
使用 PC 视觉摄像机的序列和校准：  
仅限使用 PC 视觉不同的摄像机通道的摄像机编号可更改设置。 

 
使用示例 

下例所示为在 1 个视觉序列中使用多台摄像机的情况。设置 Camera 属性并执行名为 “FINDMARK”
的视觉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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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test 
    #define CAMERA1 1     
    #define CAMERA2 2  
    VSet findmark.Camera, CAMERA1 
    VRun findmark 
    'Get any info req'd from 1st sequence here   (i.e. VGet findmark.xxx.xxx) 
    VSet findmark.Camera, CAMERA2 
    VRun findmark 
    'Get any info req'd from 2nd sequence here   (i.e. VGet findmark.xxx.xxx) 
Fend 

 
参阅 

CameraBrightness 属性、CameraContrast 属性、序列标签、视觉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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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29 

CameraBrightness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设置当前序列使用的摄像机的亮度。 

 
用法 

VGet  Sequence.CameraBrightness, var 

VSet  Sequence.CameraBrightness,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255 的整数值 

默认值：128 
 
详细说明 

通常将该属性值设为 128。 

要变更拍摄时的亮度时，调节该值。可设置 0–255 的值，值越大，拍摄的图像越明亮。 
 
参阅 

Camera 属性、CameraContrast 属性、序列标签、视觉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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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Contrast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设置当前序列使用的摄像机的对比度。 

 
用法 

VGet  Sequence.CameraContrast, var 

VSet  Sequence.CameraContras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255 的整数值 

默认值：128 
 
详细说明 

通常将该属性值设为 128。 

要变更拍摄时的对比度时，调节该值。可设置 0–255 的值，值越大，拍摄图像的对比度越大。 
 

参阅 

Camera 属性、CameraBrightness 属性、序列标签、视觉序列 

 



 CameraOrientation 属性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31 

CameraOrientation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指定校准的 CameraOrientation 类型。 

 
用法 

VGet  Calibration.CameraOrientation, var 

VSet  Calibration.CameraOrientation,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 – Standalone 固定摄像机 (VISION_CAMORIENT_STANDALONE) 

2 – Fixed downward 固定向下摄像机 (VISION_CAMORIENT_FIXEDDOWN) 

3 – Fixed upward 固定向上摄像机 (VISION_CAMORIENT_FIXEDUP) 

4 – Mobile J2 第 2 轴安装摄像机 (VISION_CAMORIENT_MOBILEJ2) 

5 – Mobile J4 第 4 轴安装摄像机 (VISION_CAMORIENT_MOBILEJ4) 

6 – Mobile J5 第 5 轴安装摄像机 (VISION_CAMORIENT_MOBILEJ5) 

7 – Mobile J6 第 6 轴安装摄像机 (VISION_CAMORIENT_MOBILEJ6) 

默认值：1 – Standalone 
 
详细说明 

必须在校准点示教之前设置 CameraOrientation 属性。 

 
参阅 

Camera 属性、CameraBrightness 属性、CameraContrast 属性、Sequence 标签、视觉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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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X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Point、Polar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系上的检测部件的 X 坐标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ameraX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时

非常便利。 
 
值 

以实值（单位： mm）进行返回。 
 
详细说明 

CameraX 结果是摄像机坐标系，单位是 mm。 

仅在有限校准数据设置为视觉序列 Calibration 属性时计算 CameraX 结果。校准未完成，或未设置为

Calibration 属性时，CameraX 结果出错。 
 
统计 

CameraX 结果可将下述结果用作“统计工具”。 

CameraXMax、CameraXMean、CameraXMin、CameraXStdDev 

有关统计工具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阅 “Vision Guide” 的“Vision Guide 统计的使用方法”。 

 
参阅 

Angle结果、ArcFinder目标、Blob目标、CameraY结果、CameraXYU结果、Correlation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Edge 目标、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Point 目标、Polar 目标、RobotX 目标、目标标签 



 CameraX1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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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X1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系中的直线（Line 目标）起点的 X 坐标位置 (X1)。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ameraX1,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作为 CameraX1 结果返回的值因摄像机使用的校准而异。返回值的单位为 mm。 
 
详细说明 

直线有起点和终点。CameraX1 结果和 CameraX2 结果表示所指定 Line 目标的 X 坐标位置的起点(X1, 
Y1)和终点(X2, Y2)。由于 Line 目标的起点和终点也可分配给其它视觉目标，因此，(CameraX1, 
CameraY1) 与 (CameraX2, CameraY2) 的坐标组合可能会与其它视觉目标的CameraX和CameraY结

果的摄像机坐标位置一致。比如，由 Correlation 目标定义 Line 目标的起点时，该 Correlation 目标的 
(CameraX, CameraY) 结果与定义起点的 Line 目标的 (CameraX1, CameraY1) 结果一致。 
仅在有限校准数据设置为视觉序列 Calibration 属性时计算 CameraX1 结果。校准未完成，或未设置为

Calibration 属性时，CameraX1 结果出错。 
 
参阅 

Angle 结果、CameraX2 结果、CameraY1 结果、CameraY2 结果、Line 目标、PixelX 结果、PixelX1
结果、RobotX 结果、RobotXYU 结果、X1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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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X2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系中的直线（Line 目标）终点的 X 坐标位置 (X2)。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ameraX2,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作为 CameraX2 结果返回的值因摄像机使用的校准而异。返回值的单位为 mm。 
 
详细说明 

直线有起点和终点。CameraX1 结果和 CameraX2 结果表示所指定 Line 目标的 X 坐标位置的起点(X1, 
Y1)和终点(X2, Y2)。由于 Line 目标的起点和终点可能已分配给其它视觉目标，因此，(CameraX1, 
CameraY1) 与 (CameraX2, CameraY2) 的坐标组合可能会与其它视觉目标的CameraX和CameraY结

果的摄像机坐标位置一致。比如，由 Correlation 目标定义 Line 目标的起点时，该 Correlation 目标的

(CameraX, CameraY) 结果与定义起点的 Line 目标的 (CameraX1, CameraY1) 结果一致。 
仅在有限校准数据设置为视觉序列 Calibration 属性时计算 CameraX2 结果。校准未完成，或未设置为

Calibration 属性时，CameraX2 结果出错。 
 
参阅 

Angle 结果、CameraX1 结果、CameraY1 结果、CameraY2 结果、Line 目标、PixelX 结果、PixelX2
结果、RobotX 结果、RobotXYU 结果、X1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目标标签 



 CameraXYU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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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XYU 结果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Point、Polar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帧中的检测部件位置的 CameraX 坐标、CameraY 坐标和 CameraU 坐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ameraXYU [ (result) ], found, xVar, yVar, u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found 表示是否检测到部件的 Boolean 型变量 

xVar 表示部件 X 坐标位置的实数变量 

yVar 表示部件 Y 坐标位置的实数变量 

uVar 表示部件相对于摄像机坐标系的角度（旋转）位置的实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时

非常便利。 
 
值 

found 取 True (1) 或 False (0) 值的字节变量 

xVar 表示 X 坐标位置（单位：mm）的实数变量 

yVar 表示 Y 坐标位置（单位：mm）的实数变量 

uVar 表示角度（单位：度）的实数变量 
 
详细说明 

由于以 mm 为单位校准摄像机坐标，因此，CameraXYU 结果 xVar 和 yVar 始终以 mm 单位的值进行

返回。 

CameraXYU 结果时摄像机坐标系，单位是 mm。 

仅在有限校准数据设置为视觉序列 Calibration 属性时计算 CameraXYU 结果。校准未完成，或未设置

为 Calibration 属性时，CameraXYU 结果出错。 
CameraXYU 结果仅在程序执行期间有效。 

 
参阅 

Angle 结果、Blob 目标、CameraX 结果、CameraY 结果、Correlation 目标、Edge 目标、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Point 目标、Polar 目标、RobotXYU 结果 



CameraY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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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Y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Point、Polar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系上的检测部件的 Y 坐标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ameraY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时

非常便利。 
 
值 

以实值（单位：mm）进行返回。 
 
详细说明 

CameraY 结果时摄像机坐标系，单位是 mm。 

仅在有限校准数据设置为视觉序列 Calibration 属性时计算 CameraY 结果。校准未完成，或未设置为

Calibration 属性时，CameraY 结果出错。 
 
统计 

CameraY 结果可将下述结果用作“统计工具”。 

CameraYMax、CameraYMean、CameraYMin、CameraYStdDev 

有关统计工具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阅 “Vision Guide” 的“Vision Guide 统计的使用方法”。 

 
参阅 

Angle 结果、Blob 目标、CameraX 结果、CameraXYU 结果、Correlation 目标、Edge 目标、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Point 目标、Polar 目标、RobotXYU 结果、RobotY 结果、目标标签 



 CameraY1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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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Y1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系中的直线（Line 目标）起点的 Y 坐标位置 (Y1)。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ameraY1,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以实值（单位：mm）进行返回。 
 
详细说明 

直线有起点和终点。CameraY1结果和CameraY2结果表示所指定Line目标的Y坐标位置的起点 (X1, 
Y1) 和终点 (X2, Y2)。由于 Line 目标的起点和终点也可分配给其它视觉目标，因此，(CameraX1, 
CameraY1) 与 (CameraX2, CameraY2) 的坐标组合可能会与其它视觉目标的CameraX和CameraY结

果的摄像机坐标位置一致。比如，由 Correlation 目标定义 Line 目标的起点时，该 Correlation 目标的

(CameraX, CameraY) 结果与定义起点的 Line 目标的 (CameraX1, CameraY1) 结果一致。 
仅按事先校准的视觉序列计算 CameraY1 结果。视觉序列未进行校准时，CameraY1 结果会发生错误。 
仅在有限校准数据设置为视觉序列 Calibration 属性时计算 CameraY1 结果。校准未完成，或未设置为

Calibration 属性时，CameraY1 结果出错。 
 
参阅 

Angle 结果、CameraX1 结果、CameraX2 结果、CameraY2 结果、Line 目标、PixelX 结果、PixelY2
结果、RobotY 结果、RobotXYU 结果、X1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目标标签 



CameraY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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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Y2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系中的直线（Line 目标）终点的 Y 坐标位置 (Y2)。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ameraY2,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作为 CameraY2 结果返回的值因摄像机使用的校准而异。返回值的单位为 mm。 
 
详细说明 

直线有起点和终点。CameraY1结果和CameraY2结果表示所指定Line目标的Y坐标位置的起点 (X1, 
Y1) 和终点 (X2, Y2)。由于 Line 目标的起点和终点也可分配给其它视觉目标，因此，(CameraX1, 
CameraY1) 与 (CameraX2, CameraY2) 的坐标组合可能会与其它视觉目标的CameraX和CameraY结

果的摄像机坐标位置一致。比如，由 Correlation 目标定义 Line 目标的起点时，该 Correlation 目标的

(CameraX, CameraY) 结果与定义起点的 Line 目标的 (CameraX1, CameraY1) 结果一致。 
仅在有限校准数据设置为视觉序列 Calibration 属性时计算 CameraY2 结果。校准未完成，或未设置为

Calibration 属性时，CameraY2 结果出错。 
 
参阅 

Angle 结果、CameraX1 结果、CameraX2 结果、CameraY1 结果、Line 目标、PixelX 结果、PixelY2
结果、RobotY 结果、RobotXYU 结果、X1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目标标签 



 Caption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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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ion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所有的视觉目标 
 
说明 

分配、返回画面显示的目标显示字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aption,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aption,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16 个字符以内的字符串。可使用字母数字或下述字符。 
‘ _ ( ) * & $ # @ . : \ / < > “ 

默认值：不显示。 
 
详细说明 

Caption 属性中，可以给视觉目标任意命名。Caption 属性默认未设定。此时，使用画面中的目标名称。 
 
参阅 

Blob 目标、CodeReader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Edge 目标、Frame 目标、Geometric 目标、ImageOp
目标、Line 目标、OCR 目标、Point 目标、Polar 目标、目标标签 



CenterPntObjResul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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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PntObjResul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deReader、Correlation、Geometric、OCR、Polar 
 
说明 

指定 CenterPointObject 属性使用的结果。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enterPntObjResul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enterPntObjResul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CenterPntObjResult 中可指定 “All”、或使用的结果。如果设为 “All”，则相对于 CenterPointObject 的
各结果生成结果。 

默认值：1 
 

详细说明 

CenterPntObjResult可将多个目标与 1个CenterPointObject的结果关联起来。比如，生成NumberToFind
的值为 “4” 的 Blob 目标。并且通过 Polar 目标的 CenterPointObject 中设置 Blob 目标，Blob 目标的

CenterPntObjResult 中设置 “All”，可以在各个结果中执行 Polar 目标。 
 
参阅 

Blob 目标、CenterPointObject 属性、CenterX 属性、CenterY 属性、CodeReader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OCR 目标、Polor 目标、目标标签 



 CenterPntRotOffse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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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PntRotOffse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lorMatch 
 
说明 

根据CenterPointObject的Angle结果，指定中心点的XY偏移值 (CenterPntOffsetX、 CenterPntOffsetY)
是否旋转。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enterPntRotOffse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enterPntRotOffse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 
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True – 旋转偏移 

False – 不旋转偏移 

默认值：False 
 

详细说明 

要根据 CenterPointObject 的 Angle 结果旋转 XY 偏移值 (CenterPntOffsetX、CenterPntOffsetY) 时，

设置 True。 

将本属性设置为 True 且 SearchWinType 设置为 RotatedRectangle 时，搜索窗口根据 Angle 结果旋转。 

 
参阅 

ColorMatch 目标、CenterPointObject 属性、CenterPntOffsetX 属性、CenterPntOffsetY 属性、

SearchWinType 属性 
 



CenterPntOffsetX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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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PntOffsetX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deReader、ColorMatch、Correlation、Geometric、OCR、Polar 
 
说明 

用于在通过 CenterPointObject 属性定位搜索窗口中心之后，指定 X 偏移。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enterPntOffsetX,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enterPntOffsetX,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以整数返回像素值。该属性的设置结果，即使搜索窗口超出摄像机视野，也可以在有效像素内检测

出来。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CenterPntOffsetX 属性用于向 X 方向移动通过 CenterPointObject 定位的搜索窗口。 

将 CenterPointObject 属性设为 “None” 时，CenterPntOffsetX 无效。 

 
参阅 

Blob 目标、CenterPointObject 属性、CenterPntOffsetY 属性、CodeReader 目标、ColorMatch 目

标、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OCR 目标、Polor 目标、目标标签 



 CenterPntOffsetY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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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PntOffsetY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deReader、ColorMatch、Correlation、Geometric、OCR、Polar 
 
说明 

用于在通过 CenterPointObject 属性定位搜索窗口中心之后，指定 Y 偏移。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enterPntOffsetY,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enterPntOffsetY,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以整数返回像素值。该属性的设置结果，即使搜索窗口超出摄像机视野，也可以在有效像素内检测

出来。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CenterPntOffsetY 属性用于向 Y 方向移动通过 CenterPointObject 定位的搜索窗口。 

将 CenterPointObject 属性设为 “None” 时，CenterPntOffsetY 无效。 

 
参阅 

Blob 目标、CenterPointObject 属性、CenterPntOffsetX 属性、CodeReader 目标、ColorMatch 目

标、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OCR 目标、Polor 目标、目标标签 



CenterPointObjec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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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PointObjec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deReader、ColorMatch、Correlation、Geometric、OCR、Polar 
 
说明 

用于指定用作目标中心点的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enterPointObjec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enterPointObjec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视觉目标的名称或 “Screen” 

默认值：Screen 
 
详细说明 

对带有设为 “Screen” 以外的 CenterPointObject 的目标进行示教时，首先，执行定义为

CenterPointObject 的视觉目标，将位置结果（PixelX 和 PixelY）用于当前的目标定位。 
因此，为了检测出当前的目标，必须正确检测出定义为 CenterPointObject 的目标。 

 
参阅 

Blob 目标、CenterX 属性、CenterY 属性、CodeReader 目标、ColorMatch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

Geometric 目标、OCR 目标、Polor 目标、目标标签 



 CenterX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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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X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Polar 
 
说明 

在像素坐标中指定用作 Polar 目标中心点的位置的 X 坐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enterX,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enterX,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或表达式 
 
值 

0–“图像宽度− 1”的以像素为单位的实数值。但是，Polar 目标的检测范围不能超出摄像机的有效

像素范围。因此，实际范围如下所示。 
(0 + Radius) –（当前的像素坐标 Y 分辨率 − Radius −1） 

Radius 是指从 Polar 目标的中心点到目标检索环外侧之间的距离。 

比如，ImageSize 属性为 640geSi、半径为 16 像素时，范围为 16–623。 

默认值：（Polar 目标中心的 X 坐标画面位置） 
 
详细说明 

该属性在 CenterPointObject 属性设置为 “Screen” 以外时将自动更新。但是，CenterPointObject 属性

设置为 “Screen” 时，通过本属性值指定检测位置。 
另外，通过在画面上将 Polar 目标拖动到新位置，也可以自动设置 Polar 目标的 CenterPointObject 属
性。通过拖动进行设置时，CenterX 属性被更新到 Polar 目标的新 CenterX 位置。 

 
参阅 

CenterY 属性、CenterPoint 属性、Polar 目标、目标标签 

 



CenterY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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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Y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Polar 
 
说明 

用于指定用作 Polar 目标中心点的位置的 Y 坐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enterY,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enterY,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或表达式 
 
值 

0–“图像宽度−1”像的以像素为单位的实数值。但是，Polar 目标的检测范围不能超出摄像机的有

效像素范围。因此，实际范围如下所示。 
(0 + Radius) –（当前的像素坐标 Y 分辨率 – Radius 1）     

Radius 是指 Polar 目标的中心点–目标检索环外侧之间的距离。 

比如，ImageSize 属性为 640geSi、半径为 16 像素时，范围为 16–463。 

默认值：（Polar 目标中心的 Y 坐标画面位置） 
 
详细说明 

在其它视觉目标中设置 CenterPointObject 属性时，自动设置该属性。但在将 Polar 目标的

CenterPointObject 属性设为 “Screen” 时，也可以使用 CenterY 属性定位 Polar 目标。 
另外，通过在画面上将 Polar 目标拖动到新位置，也可以自动设置 Polar 目标的 CenterPointObject 属
性。通过拖动进行设置时，CenterY 属性被更新到 Polar 目标的新 CenterY 位置。 

 
参阅 

CenterX 属性、CenterPoint 属性、Polar 目标、目标标签 

 



 CodabarChecksumEnabled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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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abarChecksumEnabled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 Codabar 检测时是否考虑检查 sum。 

 
详细说明 

设置 Codabar 检测时是否考虑检查 sum。 

默认设置为 False。 

 
参阅 

CodeReading 目标、目标标签、CodabarOutputChecksum 属性、CodabarOutputStartStop 属性 



CoderbarOutputChecksum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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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rbarOutputChecksum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 Codabar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检查 sum。 

 
详细说明 

设置 Codabar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检查 sum。 

默认设置为 False。 

 
参阅 

CodeReading 目标、目标标签、CodabarChecksumEnabled 属性、CodabarOutputStartStop 属性 



 CodabarOutputStartStop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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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abarOutputStartStop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 CodeReader 
 
说明 

设置 Codabar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开始、停止字符。 

 
详细说明 

设置 Codabar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开始、停止字符。 

默认设置为 True。 

 
参阅 

CodeReading 目标、目标标签、CodabarOutputChecksum 属性、CodabarOutputStartStop 属性 



Code39ChecksumEnabled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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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39ChecksumEnabled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 CODE 39 检测时是否考虑检查 sum。 

 
详细说明 

设置 CODE 39 检测时是否考虑检查 sum。 

默认设置为 False。 

 
参阅 

CodeReading 目标、目标标签、Code39OutputChecksum 属性、Code39OutputStartStop 属性 



 Code39OutputChecksum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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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39OutputChecksum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 CODE 39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检查 sum。 

 
详细说明 

设置 CODE 39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检查 sum。 

默认设置为 True。 

 
参阅 

CodeReading 目标、目标标签、Code39OutputChecksum 属性、Code39OutputStartStop 属性 



Code39OutputStartStop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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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39OutputStartStop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 CODE 39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开始、停止字符。 

 
详细说明 

设置 CODE 39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开始、停止字符。 

默认设置为 True。 

 
参阅 

CodeReading 目标、目标标签、Code39ChecksumEnabled 属性、Code39OutputChecksum 属性 



 Code128OutputChecksum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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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128OutputChecksum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 CODE 128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检查 sum。 

 
详细说明 

设置 CODE 128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检查 sum。 

默认设置为 True。 

 
参阅 

CodeReading 目标、目标标签 



CodeType 属性 
 

54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CodeTyp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用于同 CodeReader 目标同时设置或返回要检索的条形码或二维代码的类型。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odeTyp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odeTyp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设定值 视觉常数 备注 
Auto VISION_CODETYPE_AUTO 代码自动判别 
Codabar VISION_CODETYPE_CODABAR  
Code39 VISION_CODETYPE_CODE39  
Code128 VISION_CODETYPE_CODE128  
EAN 8 VISION_CODETYPE_EAN8  
EAN 13 VISION_CODETYPE_EAN13  
Interleaved 2 of 5 VISION_CODETYPE_INTERLEAVED25 也称为 ITF 
PDF417 VISION_CODETYPE_PDF417 二维码 
QR VISION_CODETYPE_QR 二维码 
UPC VISION_CODETYPE_UPC  
UPC A VISION_CODETYPE_UPCA  
UPC E VISION_CODETYPE_UPCE  

默认值：Auto 
 
详细说明 

CodeType 用于将要检索的条形码（一维、二维）类型指定为 CodeReader 目标。CodeTpe 默认设定为

Auto，自动判别并检测代码类型。 
 
参阅 

CodeReader 目标、Found 结果、目标标签 
CodeReader 目标、Found 结果、FoundCodeType 结果、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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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Index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ColorMatch 
 
说明 

用于返回已检测彩色模型的索引。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olorIndex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 
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result 1–NumberToFind 属性的整数结果编号。 
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 

 
值 

已检测彩色模型的索引 
 
详细说明 

该结果为已检测彩色模型的索引。 

通过 ColorName 结果可获取已检测彩色模型的名称。 
 
参阅 

ColorMatch 目标、ColorName 结果、ColorValue 结果、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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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Name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ColorMatch 
 
说明 

用于返回检测到的彩色模型的名称。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olorName [(result)],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 
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result 1–NumberToFind 属性的整数结果编号。 
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 

 
值 

包括彩色模型名称的字符串 

 
详细说明 

ColorName 为已检测彩色模型的名称。 

ColorIndex 结果为已检测模型的索引。 

可通过 [Vision Guide] 窗口变更颜色名称。请针对目标单击 <示教> 按钮，变更颜色名称。可从

SPEL+ 通过 ModelName 属性更改模型名称。 

 
参阅 

ColorMatch 目标、ColorIndex 结果、ColorValue 结果、ModelName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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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Value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ColorMatch 
 
说明 

返回已检测彩色模型的 RGB 值（黑白图像时为灰度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olorValue [(result)],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 
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result 1–NumberToFind 属性的整数结果编号。 
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 

 
值 

颜色的 RGB 值 

 
详细说明 

以 16 进制 6 位（每色各 2 位的 &Hrrggbb（红、绿、蓝）的格式返回已检测颜色的 RGB 值。 

黑白摄像机的情况，则以 0 – 255 返回灰度值。 

 
参阅 

ColorMatch 目标、Point 目标、ColorIndex 结果、ColorName 结果、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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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ctness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用于返回 Blob 的紧密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ompactness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result 1–NumberToFind 属性的整数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 

 
值 

下限值： 1.0 
 
详细说明 

Compactness 表示 Blob 内的粒子之间的紧密度，根据周长和面积推出。圆形 Blob 最紧密，其紧密值

为 1.0（下限值）。与其相比形状越复杂，Compactness 值越高。 

 
参阅 

Blob 目标、Holes 结果、Perimeter 结果、Roughness 结果、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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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sion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Polar 
 
说明 

指定在要检索的图像中预测的复杂度情况。这是通过检索的非实际对象物获得的形状评分的最大值。

(也就是说，图像中存在会导致搜索算法“混乱”的图案，或在存在这种图案时指定了何种程度的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onfusion,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onfusion,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999 范围的整数。表示值越大图像越复杂。 
默认值：800 – Correlation、Polar、Geometric 

 
详细说明 

Confusion 属性和 Accept 属性都会影响图案检测速度。 

在找到通过 NumberToFind 指定的个数之前继续检索评分比 Confusion 值高的图案。找到评分比

Accept 值大比 Confusion 值小的图案时，会继续检索是否有更高评分的图案，如果没有这个图案被确

定为检索结果。因此，在图像中可检索区域全部检索结束之前，可中断搜索，以提高检索速度。 
请根据认为带有“误认对象物”的最高值（+ 误差余量）设置 Confusion 属性。建议 Confusion 属性

采用与 Accept 属性相同的值，或以上的值。给 Confusion 属性设置较高的值时，检索时间变长，设

置较低的值时，检索时间变短。但是，降低 Confusion 属性，可能误检测会增多，请注意。 
一个图像内存在多个类似对象物时，Confusion 属性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将

Confusion 属性设为足够高的值，避免错误检测其它对象物。但在图像内的类似对象物不太多的情况

下，可将 Confusion 属性设为较低的值，以缩短检索时间。 
 
参阅 

Accept 属性、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Polar 目标、Score 结果、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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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Edge 
 
说明 

用于返回检测边缘的对比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ontrast,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0–255 的实数 

 
详细说明 

对比度为边缘与背景之间的灰度差。对比度用于检测弱边缘。首先，检测要检索的边缘并记录

Contrast 结果值。其次，针对该值设置 ContrastTarget 属性。然后，将 ScoreWeightContrast 属性设

为高于 ScoreWeightStrength 属性的值。这样，Edge 目标则指示检索已设置的对比度，并将其作为

评分的基础。 
 
参阅 

ContrastTarget 属性、ContrastVariation 属性、Edge 目标、LineFinder 目标、ArcFinder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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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Targe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 
 
说明 

用于设置边缘搜索的对比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ontrastTarge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ontrastTarge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255 

默认值：0（所有对比度） 
 
详细说明 

ContrastTarget 是边缘与背景之间的灰度差期待值。用于检测弱边缘或带角度的边缘。首先，检测要

检索的边缘并记录 Contrast 结果值。也可能会暂时变更 Edge 目标的位置，以便检测边缘。其次，针

对该值设置 ContrastTarget 属性。然后，将 ScoreWeightContrast 属性设为高于 ScoreWeightStrength
属性的值。这样，Edge 目标则指示检索已设置的对比度，并将其作为评分的基础。 

 
参阅 

Contrast 结果、ContrastVariation 属性、Edge 目标、LineFinder 目标、ArcFinder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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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Variation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 
 
说明 

用于设置 ContrastTarget 容许的对比度变化量。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ontrastVariation,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ontrastVariation,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255 

默认值：0（所有对比度） 
 
详细说明 

用于设置由 ContrastTarget 设置的对比度的边缘检索宽度。 

 
参阅 

Contrast 结果、ContrastTarget 属性、Edge 目标、LineFinder 目标、ArcFinder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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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Model 属性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ColorMatch、ImageOp 
 
说明 

设置或返回用于进行模型示教和重新命名的当前模型索引。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urrentModel,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urrentModel,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 
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NumberOfModels 结果值的整数值 

 
详细说明 

CurrentModel 属性设置用于进行彩色模型示教或命名的当前模型索引。 

比如，下述代码用于设置模型 2 的颜色和名称。 

VSet seq1.ColorMatch01.CurrentModel, 2 
VSet seq1.ColorMatch01.ColorValue, &Hff0000  
VSet seq1.ColorMatch01.ModelName, "Red" 

 
参阅 

NumberOfModels 属性、ColorMatch 目标、ImageOp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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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Resul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 
 
说明 

用于定义目标标签结果列表中显示的结果，或检测多个结果的数据的返回结果。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CurrentResul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CurrentResul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有效范围：1–NumberToFind 属性值 

默认值：1 
 
详细说明 

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 等各目标通过将 NumberToFind 属性设置 2 以上支持多结果检测。

CurrentResult 属性用于定义使用多次检测中的哪个结果。 
要检测的结果为 1 个时（由 NumberToFind 属性设置的值为 “1” 时），CurrentResult 属性被自动

设为 “1”。 

在 Vision Guide 窗口中使用时，目标标签的结果列表中会出现“检测结果 1/15”这样的显示。这表

示系统要检测（根据 NumberToFind 属性的设置）15 个对象物，并在结果列表中显示针对其中 1 项

的结果。 
要查看其它结果时，请将 CurrentResult 属性值变更为要检查的结果。 

默认按照从大 Blob 到小 Blob 的顺序显示 Blob 目标和 DefectFinder 目标的结果。 
（Result 1 (CurrentResult = 1）时，显示最大 Blob 编号的结果。） 
默认按照评分从高到低的顺序表示 Correlation 目标和 Geometric 目标的结果。 

（Result 1 (CurrentResult = 1）时，显示评分最高的对象物的结果。） 
 
参阅 

Blob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Edge 目标、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

NumberToFind 属性、NumberFound 结果、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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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例 

如下所示为使用 SPEL+ 语言表示名为 “Blob01” 的 Blob 目标并执行 “mtest” 视觉序列的示例。

“Blob01” 定义为在 1 次的搜索窗口中检测多个（3 个）Blob。(mtest.Blob01.NumberToFind = 3) 
在下述程序执行序列，确认是否相对于“Blob01”检测出适当数量(3)的对象物，然后以降序输出 Area
结果。 

Function main 
  #define NUM_TO_FIND  3 
  Integer foundCount, area 
  VRun mtest 
  VGet mtest.Blob01.NumberFound, foundCount 
  If foundCount = NUM_TO_FIND Then 
    Print "The correct number of blobs were found" 
  Else 
    Print "Only (", found, ") blobs were found" 
  EndIf 
  VSet mtest.Blob01.CurrentResult, 1 
  VGet mtest.BLOB01.Area, area 
  Print "1st blob area =", area, "pixels" 
  
  VSet mtest.Blob01.CurrentResult, 2 
  VGet mtest.Blob01.Area, area 
  Print "2nd blob area =", area, "pixels" 
 
  VSet mtest.Blob01.CurrentResult, 3 
  VGet mtest.Blob01.Area, area 
  Print "3rd blob area =", area, "pixels" 
F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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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Level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在检索期间选择视为检测到边缘的等级。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DetailLevel, var 
VSet  Sequence.Object.DetailLevel,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 – Medium (VISION_DETAILLEVEL_MEDIUM) 

2 – High (VISION_DETAILLEVEL_HIGH) 

3 – Very High (VISION_DETAILLEVEL_VERYHIGH) 

默认值：1 – Medium 
 
详细说明 

DetailLevel 用于确定在检索期间视为边缘的对比度等级。以相邻像素之间的灰度值变化来定义边缘。

默认设置 Medium 时，在对比度发生变化、有噪音并且照明不稳定等状况下，可从图像中稳定地检

测出有效的边缘。与图像中对比度较高的区域相比，在目标对比度极低等情况下，可能检测不到对

比度较低的边缘。图像中存在对比度较低的目标时，请将 DetailLevel 设置设为 High，以便检测出图

像中所有重要的边缘。设为 VeryHigh 时，也提取所有对比度较低的边缘。但这种模式极易受噪音的

影响，敬请注意。 
也可以利用 Smoothness 属性控制边缘提取滤波器的平滑等级。 

 
参阅 

Geometric 目标、Smoothnes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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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ArcFinder 
 
说明 

指定边缘检索方向。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DetailLevel, var 
VSet  Sequence.Object.DetailLevel,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 – InsideOut 

2 – OutsideIn 

 
详细说明 

Direction 属性决定 ArcFinder 目标的边缘检测方向。 

 
参阅 

ArcFindler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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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Threshold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LineFinder、ArcFinder 
 
说明 

用于设置忽略小于该值的阈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EdgeThreshold, var 

VSet  Sequence.Object.EdgeThreshold,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整数，1–100% 的值 

默认值：2 
 
详细说明 

用于设置忽略小于所设置 EdgeThreshold 值的灰度的值。边缘搜索时，搜索线上的图像被转换为排成

一条线的像素，执行边缘检测。EdgeThreshold 会忽略低于所设置的值的边缘。 
 
参阅 

Edge 目标、LineFinder 目标、ArcFinder 目标、Strength 结果、StrengthTarget 属性、StrengthVariation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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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Typ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LineFinder、ArcFinder 
 
说明 

用于设置或获取要检索的 Edge 类型。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EdgeTyp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EdgeTyp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 – Single 

2 – Pair 

默认值：1 – Single 
 
详细说明 

使用 EdgeType 选择检索单个 Edge 还是配对 Edge。配对 Edge 为 2 个相反极性的 Edge。2 个 Edge 坐

标的中点为配对 Edge 的坐标。 
 
参阅 

Edge 目标、LineFinder 目标、ArcFinder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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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ntObjResul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Line 
 
说明 

用于确定 EndPointObject 使用哪个结果。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EndPntObjResul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EndPntObjResul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有效范围：“ALL”、或 1 – EndPointObject 的 NumberToFind 值。 
EndPointObject 为“Screen”时，值为 “1”。 

 
详细说明 

EndPntObjResult 可将多个目标与 1个EndPointObject关联起来。比如，生成将NumberToFind 设为 “4”
的 Blob 目标。然后，通过对各 Line 目标指定不同的 EndPntObjResult 属性，可将 Line 目标与各结果

关联起来。并且可以指定 “ALL”。StartPntObjResult 属性和 EndPntObjResult 属性都指定“All”时，针

对各自结果执行目标。 
 
参阅 

Edge 目标、EndPointObject 属性、Line 目标、StartPntObjResult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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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Objec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Line 
 
说明 

用于确定使用哪个视觉目标来定义直线终点。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EndPointObjec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EndPointObjec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如下所示为可用于 EndPointObject 属性的视觉目标。 
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Line、Point 
未选择视觉目标时，也可以将“Screen”用作 EndPointObject。 

 
值 

在 Screen 或 Line 目标前执行的某个目标 

默认值：Screen 
 
详细说明 

如果最初生成 Line 目标，EndPointObject 属性则会被设为 “Screen”。但 Line 目标通常会与其它视觉

目标关联起来。因此，需要设置 StartPointObject 和 EndPointObject 两个属性。可根据这 2 个属性的

设置在 2 个视觉目标之间定义直线。（但 Frame 目标除外。） 
Frame 目标不能直接用于 Line 目标终点的定义。这是因为 Frames 目标是由其它视觉目标定义的缘故。

要利用 Frame 目标定义直线终点时，可在该帧中使用 Point 目标，来定义 Line 目标的终点。 
在各个视觉序列中，仅可将在 Line 目标之前的步骤执行的视觉目标用于 EndPointObject 设置。 

 
参阅 

Edge 目标、EndPointType 属性、Line 目标、StartPointObject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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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Typ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Line 
 
说明 

用于确定使用哪个终点类型来定义直线终点。  
多数情况下，终点类型用于指定某个点（EndPointObjetct 的 PixelX 和 PixelY 位置）。但在当前直线

的 EndPointObject 为第 2 个 Line 目标时，EndPointType 属性用于定义第 2 条直线上的起点、中点、

终点或垂直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EndPointTyp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EndPointTyp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EndPointObject = Line 目标时 EndPointObject = Screen、Frame 和 Line 目标以

外的所有目标时 

请参阅“详细说明”。 
默认值：    2 – MidPoint 

0 – Point 
使用 Frame 和 Line 目标以外的目标时，

EndPointType 变为 “0 –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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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 

从上述“值”的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 EndPointObject 属性都只支持 EndPointType 属性的 “0 – 
Pointi”。这是因为一般 EndPointObject 属性为定义直线的起点和终点，会将 PixelX 和 PixelY 用

作基准位置的缘故。因此，如果将 EndPointObject 属性设为 “Screen” 或 Frame 和 Line 目标以外

的所有目标，则通常将 EndPointType 设为 “0 – Point”。 
EndPointType 属性的有效值取决于 EndPointObject 属性。 

在 EndPointObject 属性为其它 Line 目标时，必须指定该 Line 目标在哪个位置上交叉。其选项如下

所示。 
1 – EndPoint 将指定 Line 目标的终点设为该直线的终点。 

2 – MidPoint 将指定 Line 目标的中点设为最初直线的终点。 

3 – PrepToLine 计算与指定 Line 目标垂直相交的交点，并将该交点设为终点。 

4 – StartPoint 将指定 Line 目标的起点设为该直线的终点。 

5 – PerpToStartPoint 穿过指定 Line 目标的起点，计算与其垂直相交的点，并将其交点设为终点。 

6 – PerpToMidPoint 穿过指定 Line 目标的中点，计算与其垂直相交的点，并将其交点设为终点。 

7 – PerpToEndPoint 穿过指定 Line 目标的终点，计算与其垂直相交的点，并将其交点设为终点。 

如果将 EndPointObject 变更为 Line 目标，EndPointType 则自动变为默认的“MidPoint”。 

因此，如果将 EndPointObject 变更为 Screen 或 Frame 和 Line 目标以外的所有目标，EndPointType 则

会自动变为默认的 “0 – Point”。 

 
参阅 

Edge 目标、EndPointObject 属性、Line 目标、StartPointType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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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Fon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OCR 
 
说明 

用于通过 Vision Guide GUI 启动对话框并输出字体文件。 

 
详细说明 

要输出字体文件时，请使用 ExportFont 属性。 

 
参阅 

CreateFont 属性、ImportFont 属性、OCR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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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ureDelay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设置硬件触发输入到启动快门之间的时间。 

 
用法 

VGet  Sequence.ExposureDelay, var 

VSet  Sequence.ExposureDelay,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 Long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Long 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Long 型值（单位：微秒）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ExposureDelay 属性用于设置硬件触发输入到启动快门之间的时间。 

 
参阅 

RuntimeAcquire 属性、ExposureTime 属性、StrobeDelay 属性、StrobeTim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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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ureTime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设置电子快门时间。 

 
用法 

VGet  Sequence.ExposureTime, var 

VSet  Sequence.ExposureTim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 Long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Long 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Long 型值（单位：微秒）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在 RuntimeAquire 为“1–Stationary”、ExposureTime 为 0 时，以默认值设置快门时间。 

摄像机 快门时间（默认） 适用 

NET 1044 BU 26000 微秒 CV1 
NET 4133 BU / CU 26000 微秒 CV1 
NET 1500 BU / CU 26000 微秒 CV1 
acA640–100gm / gc 26000 微秒 PC 视觉 
acA1600–20gm / gc 26000 微秒 PC 视觉 
acA2500–14gm / gc 26000 微秒 PC 视觉 

 
在 RuntimeAquire 为 “1–Stationary”、ExposureTime 大于 0 时，摄像机在指定快门时间读取图像。如

果执行序列，仅按由 ExposureTime 设置的快门时间曝光，读取图像。 
 
参阅 

RuntimeAcquire 属性、CameraBrightness 属性、CameraContrast 属性、序列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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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ema 结果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用于返回 Blob 极值的 MinX 像素坐标、MaxX 像素坐标、MinY 像素坐标、MaxY 像素坐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Extrema [ (result) ], varMinX, varMaxX, varMinY, varMaxY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MinX 表示 Blob 的 Extrema 的 minX 值的整数变量 

varMaxX 表示 Blob 的 Extrema 的 maxX 值的整数变量 

varMinY 表示 Blob 的 Extrema 的 minY 值的整数变量 

varMaxY 表示 Blob 的 Extrema 的 maxY 值的整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使用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返回值的范围为 1–“ImageSize 属性高度”（单位为像素） 

 
详细说明 

MinX、MaxX、MinY、MaxY 结果相结合，生成外接 Blob 的长方形。这定义了包围 Blob 的最小长

方形，可称其为“外接长方形”。利用 Extrema 结果，1 个命令 1 次可获取 4 点坐标值。 
 
参阅 

Area 结果、Blob 目标、MinX 结果、MaxX 结果、MaxY 结果、MinY 结果、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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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Color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所有的视觉目标 
 
说明 

设置目标检测出错时的目标显示颜色。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FailColor,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FailColor,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以字符串指定目标检测出错时的目标显示颜色。 

默认值：Red 
 
详细说明 

目标检测出错时，可用任意颜色显示目标。请根据处理图像设置清晰易见的颜色。 
 
参阅 

Found 结果、Graphics 属性、PassColor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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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deReader、Correlation、Edge、Frame、Geometric、Line、Point、OCR、Polar 
 

说明 

用于返回是否检测到目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Found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时，

非常便利。 
 
值 

0 – False 未检测到部件。 

1 – True 检测到部件。 
 
详细说明 

Found 结果用于返回是否检测到当前目标检索的部件。比如，Edge 目标用于返回是否检测到边缘；

Correlation 目标用于返回是否检测到与示教模型一致的图像。 
Found 结果可从 RobotXYU 和 CameraXYU 结果获取。 

检测结果的良否可通过 PassType 设置。例如，DefectFinder 目标在有检测物时为不合格，因此设置

为 PassType = AllNotFound。 
 
参阅 

Blob目标、CameraXYU结果、CodeReader目标、Correlation目标、CurrentResult属性、DefectFinder
目标、Edge 目标、FoundOnEdge 结果、Frame 目标、Geometric 目标、Line 目标、LineFinder 目
标、ArcFinder 目标、NumberFound 结果、NumberToFind 属性、OCR 目标、Point 目标、Polar
目标、RobotXYU 结果、Score 结果、PassType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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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CodeType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用于返回已检测条形码的类型。 

 
用法 

VGet  Sequence.FoundCodeType, position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整数变量 
 
值 

以数值返回已检测条形码的类型。关于获取的数值，请参阅详细说明。 
 
详细说明 

返回通过 CodeReade 目标检测的条形码类型。返回的数值为以下常数值。 

 

以下示例将检测出的条形码名称显示为画面。 

Function main 
 Integer code 
 VRun CodeTest 
 VGet CodeTest.Code01.FoundCodeType, code 
 Select code 
  Case VISION_CODETYPE_CODABAR 
   Print "VISION_CODETYPE_CODABAR" 
  Case VISION_CODETYPE_CODE39 
   Print "VISION_CODETYPE_CODE39" 
  Case VISION_CODETYPE_CODE128 
   Print "VISION_CODETYPE_CODE128" 
  Case VISION_CODETYPE_EAN8 
   Print "VISION_CODETYPE_EAN8" 
  Case VISION_CODETYPE_EAN13 
   Print "VISION_CODETYPE_EAN13" 
  Case VISION_CODETYPE_INTERLEAVED25 
   Print "VISION_CODETYPE_INTERLEAVED25" 
 

代码名称 常数 备注 
Codabar VISION_CODETYPE_CODABAR  
Code39 VISION_CODETYPE_CODE39  
Code128 VISION_CODETYPE_CODE128  
EAN 8 VISION_CODETYPE_EAN8  
EAN 13 VISION_CODETYPE_EAN13  
Interleaved 2 of 5 VISION_CODETYPE_INTERLEAVED25 也称为 ITF 
PDF417 VISION_CODETYPE_PDF417 二维码 
QR VISION_CODETYPE_QR 二维码 
UPC VISION_CODETYPE_UPC  
UPC A VISION_CODETYPE_UPCA  
UPC E VISION_CODETYPE_UP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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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VISION_CODETYPE_PDF417 
   Print "VISION_CODETYPE_PDF417" 
  Case VISION_CODETYPE_QR 
   Print "VISION_CODETYPE_QR" 
  Case VISION_CODETYPE_UPC 
   Print "VISION_CODETYPE_UPC" 
  Case VISION_CODETYPE_UPCA 
   Print "VISION_CODETYPE_UPCA" 
  Case VISION_CODETYPE_UPCE 
   Print "VISION_CODETYPE_UPCE" 
 Send 
Fend 

 
参阅 

CodeReader 目标、CodeType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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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Color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所有的视觉目标 
 
说明 

用于选择检测到目标时的颜色。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FoundColor,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FoundColor,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 – Light Green 检测到目标时，以浅绿色显示目标。 

2 – Dark Green 检测到目标时，以深绿色显示目标。 

默认值： 1 – Light Green 
 
详细说明 

选择检测到目标时，以浅绿色还是深绿色显示目标。图像明亮时，以深绿色显示则易于观看。图像

较暗时，以浅绿色显示则易于观看。 
 
参阅 

Found 结果、Graphic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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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OnEdge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Geometric、DefectFinder 
 
说明 

Blob、Correlation、Geometric、DefectFinder 等各目标用于检测到接触搜索窗口的边缘时，返回 
“1–True”。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FoundOnEdge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0 – False 未检测到检测目标接触搜索窗口边缘。 

1 – True 检测到检测目标接触搜索窗口边缘。 
 
详细说明 

FoundOnEdge 结果是仅可用在 Blob、Correlation、Geometric、DefectFinder 等各目标的结果。 

尽管检测目标接触搜索窗口的边缘，但视觉系统仍可能会告知已检测到 Blob、Correlation、
Geometric、DefectFinder 目标。即使检测到 Blob、Correlation、Geometric、DefectFinder 目标，

但这些目标的一部分接触搜索窗口的边缘时，不告知“已检测到”目标，而是在 Vision Guide 中
针对 Found 结果返回 “0 – False”。 
想使 FoundOnEdge 结果为“1–True”的目标为未检测状态时，将 RejectOnEdge 属性设为 “1 – True”。 

 

Note 

使用 Correlation 和 Geometric 目标时，即使将 Accept 属性值设得较低，Found 结果也可能返回“0 
– False”。在这种情况下，请时常确认 FoundOnEdge 结果和 RejectOnEdge 属性。根据 RejectOnEdge
属性的设置，可能被检测结果排除在外。 

 
参阅 

Blob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RejectOnEdge
属性、Score 结果、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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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Radius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ArcFinder 
 
说明 

返回已检测的圆弧半径 [ 单位：mm ]。 
 
用法 

VGet  Sequence.RobotPos, var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表示半径 [ 单位：mm ] 的实数值 
 
详细说明 

以实数值返回 返回已检测的圆弧半径 [ 单位：mm ] 。 
 
参阅 

ArcFinder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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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deReader、ColorMatch、Correlation、Edge、Geometric、ImageOp、Line、Point、 
OCR、Polar 

 
说明 

用于指定使用某个位置上放置的帧。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Fram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Fram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如果 Frame 目标位于序列步骤列表的视觉目标以前并已事先定义，则均可指定为 Frame 属性。 

默认值： None 
 
详细说明 

要在适合其它目标检测位置的特定位置上排列目标时，使用 Frame 属性非常有效。详情请参阅 Vision 
Guide 的 Frame 目标说明。 
相关的 Frame 目标在序列步骤列表中位于视觉目标之前时，可以在事先定义的任意 Frame 目标中

使用。 

序列步骤列表显示在序列标签中，表示当前序列内所有目标的执行顺序。 

 
参阅 

Blob目标、CodeReader目标、ColorMatch目标、Correlation目标、Edge目标、Frame目标、Geometric
目标、ImageOp 目标、Line 目标、OCR 目标、Point 目标、Polar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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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Resul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Geometric、Edge、Polar、Defect Finder、Arc Finder、Line Finder、 
Point、Line 

 
说明 

设置或返回跟踪的帧的结果编号。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FrameResult , var 
VSet  Sequence.Object.FrameResult ,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FrameResult: All （使用所有结果） 
  1–n （使用指定结果） 
默认值：1 

 
详细说明 

设置要使用的 Frame 的结果。FrameResult 属性设置为“All”时，Frame 适用于目标的所有结果。 
 
参阅 

Frame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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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s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所有的视觉目标 
 
说明 

用于指定程序执行期间和设计时显示的图形。（指定针对各目标显示图形，仅显示位置信息或不显

示任何内容等。) 
例如，通过将无需画面显示的视觉目标的 Graphics 属性设置为 None，可抑制结果。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Graphics, var 
VSet  Sequence.Object.Graphics,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 – All 视觉常数：VISION_GRAPHICS_ALL 
显示目标标签、直线基准、检测位置。 

2 – Position Only 视觉常数：VISION_GRAPHICS_POSONLY 
只显示检测位置。 

3 – None  视觉常数：VISION_GRAPHICS_NONE 
执行时不显示图形。 

默认值：1 – All  
 
详细说明 

如果一次显示过多的表示视觉目标名称称的视觉目标标签、直线、搜索窗口、检测位置等图形，则

可能会导致难以使用。通过设置 Graphics 属性，可从目标中删除在 Vision Guide 开发环境、运行窗

口或操作员窗口中不使用的图形。 
可在各视觉目标中设置 Graphics 属性。该值通常与其它视觉目标的 Graphics 属性组合时，设为可消

除画面杂乱的值。Graphics 属性用于在运行窗口或操作员窗口中将图形特性设为最终要显示的设置。 
可利用  Vision Guide 的工具按钮<显示所有图形>和<不显示所有标签>覆盖所有视觉目标的

Graphics 属性设置。 

Graphics 属性用于设置执行时和设计时两种模式下的显示（运行窗口、操作员窗口、Vision Guide 开
发环境窗口中的显示）。这是因为通过 Vision Guide 开发环境窗口执行序列以及执行 SPEL+ 程序

时，显示始终保持一致的缘故。 
 
参阅 

Blob 目标、CodeReader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Edge 目标、Frame 目标、Geometric 目标、

ImageOp 目标、Line 目标、OCR 目标、Point 目标、Polar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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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es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用于返回由 Blob 检测的孔数。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Holes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整数变量 

result 1–NumberToFind 属性值的整数结果编号。 
可省略，如果省略，则返回 CurrentResult 的编号。 

 
值 

有效值的范围：0–检测到的孔数 
 
详细说明 

孔是指位于已检测 Blob 内的、具有相反极性的 Blob。不包括与 Blob 边缘相交的孔。 
 
参阅 

Blob 目标、Compactness 结果、Perimeter 结果、Roughness 结果、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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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89 

ImageBuffer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指定序列使用的图像缓冲器。  
 

用法 

VGet  Sequence.ImageBuffer, var 

VSet  Sequence.ImageBuffer,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10 的整数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获取序列的图像或检索目标时，使用由 ImageBuffer 属性指定的摄像机图像缓冲器。各摄像机默认具

有独立的图像缓冲器 (0)，且被默认设置。另外，还包括由目标内的所有摄像机或序列共享的 10 个

全局图像缓冲器。如果使用该共享缓冲器，则可通过 1 个序列获取图像，通过其它序列中第 1 个序

列检索获取的图像。使用其他序列中已获取的图像时，请将 RuntimeAcquire 属性的序列设置为 None，
同时根据需要设置 ImageBuffer 属性。 
不能与智能摄像机同时使用 ImageBuffer 属性。敬请注意。 

 
ImageBuffer 属性使用示例 

在下面的使用示例中，机器人移动 5 个摄像机位置，并在各摄像机位置上将图像置入图像缓冲器中。

然后使用其它序列检测获取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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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FindParts 
  Integer i 
 
  '  Move the camera to 5 positions and grab an image into 5 buffers 
  For i = 1 to 5 
    Go P(100 + i) 
    VSet TakePicture.ImageBuffer, i 
    VRun TakePicture 
  Next i 
 
  ' Signal to other tasks that we are done with the robot 
  MemOn ScanFinished 
 
  ' Search for a part in each image 
  ' The SearchPart sequence RuntimeAcquire property is set to None 
  For i = 1 to 5 
    VSet SearchPart.ImageBuffer, i 
    VRun SearchPart 
    VGet SearchPart.Blob01.Found, g_PartFound(i) 
  Next i 
F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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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Buffer1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ImgOpe 
 

说明 

设定、获取指定 ImageBuffer 进行像素运算时的源图像缓冲器。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ImageBuffer1 , var 
VSet  Sequence.Object.ImageBuffer1,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ImageBuffer1: 0–10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指定保存 SubtractAbs 操作的源图像数据的图像缓冲器编号。 

 
参阅 

ImageOpe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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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Buffer2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ImgOpe 
 

说明 

设定、获取指定 ImageBuffer 进行像素运算时的图像缓冲器。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ImageBuffer2, var 
VSet  Sequence.Object.ImageBuffer2,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ImageBuffer2: 0–10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指定保存 SubtractAbs 操作的第二图像数据的图像缓冲器编号。 

 
参阅 

ImageOpe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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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Color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设置获取彩色图像的方法。 

 
用法 

VGet  Sequence.ImageColor, var 

VSet  Sequence.ImageColor,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 – All 视觉常数：VISION_IMAGECOLOR_ALL 
获取 3 种色调（红、绿、蓝）。 

2 – Red 视觉常数：ISION_IMAGECOLOR_RED 
仅获取红色调。 

3 – Green 视觉常数：VISION_IMAGECOLOR_GREEN 
仅获取绿色调。 

4 – Blue 视觉常数：VISION_IMAGECOLOR_BLUE 
仅获取蓝色调。 

5 – Grayscale 视觉常数：VISION_IMAGECOLOR_GRAYSCALE 
获取灰度图像。 

默认值：1 – 全部 
 
详细说明 

ImageColor 属性用于设置获取哪种色调。仅可适用于彩色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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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File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当前序列的图像文件。 

 
用法 

VGet  Sequence.ImageFile, var 

VSet  Sequence.ImageFil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表示图像的字符串 

默认值：None 
 
详细说明 

可根据 SaveImage 属性，通过视觉序列使用硬盘保存的图像文件。通过 ImageSource 属性设置 2 – File，
通过 ImageFile 属性指定任意图像文件。 
要在 Vision Guide 窗口中将值设为“None”时，请选择 ImageFile 属性并按下 <Del> 键。 

 

参阅 

序列标签、视觉序列、SaveImage 属性、ImageSourc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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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ize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设置、返回从摄像机读取的图像尺寸。 

 
用法 

VGet  Sequence.ImageSize, var 
VSet  Sequence.ImageSize,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指定表示图像尺寸的常数。关于可指定的常数，请参阅详细说明。 
 
详细说明 

设置从摄像机读取的图像尺寸。设置中可使用的常数如下所示。 

视觉常数名称 设置分辨率 
VISION_IMAGESIZE_320X240 图像宽度：320、图像高度：240 
VISION_IMAGESIZE_640X480 图像宽度：640、图像高度：480 
VISION_IMAGESIZE_800X600 图像宽度：800、图像高度：600 
VISION_IMAGESIZE_1024X768 图像宽度：1024、图像高度：768 
VISION_IMAGESIZE_1280X1024 图像宽度：1280、图像高度：1024 
VISION_IMAGESIZE_1600X1200 图像宽度：1600、图像高度：1200 
VISION_IMAGESIZE_2048X1536 图像宽度：2048、图像高度：1536 
VISION_IMAGESIZE_2560X1920 图像宽度：2560、图像高度：1920 

 
参阅 

视觉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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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ource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序列的当前图像输入源。 
 

用法 

VGet  Sequence.ImageSource, var 

VSet  Sequence.ImageSourc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 – Camera (VISION_IMAGESOURCE_CAMERA) 

2 – File (VISION_IMAGESOURCE_FILE) 

默认值： 1 – Camera 
 
详细说明 

ImageSource 属性用于设置图像数据的输入源。将 ImageSource 属性设置为 File 时，从由 ImageFile
属性设置的图像文件获取图像数据，执行序列。 
如果设为 ImageFile 属性有效的图像文件，ImageSource 属性则会被自动设为 “2 – File”。 

 
参阅 

序列标签、视觉序列、ImageFil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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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Font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OCR 
 
说明 

用于通过 Vision Guide GUI 启动文件对话框并输入字体文件。 

 
详细说明 

ImportFont 属性用于输入事先通过 ExportFont 属性输出的字体文件。无论哪个目标生成的字体文件，

均可进行输入。 
 
参阅 

CreateFont 属性、ExportFont 属性、OCR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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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视觉目标 
 
说明 

返回视觉序列、视觉目标的索引编号。 

 
用法 

VGet  Sequence.Index, var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值 

1 以上的整数 

 
详细说明 

返回视觉序列、视觉目标的索引编号。视觉序列的索引编号在序列创建时自动授予。也显示序列标

签的序列名称下拉式选单。视觉目标的索引编号按照视觉序列内的目标定义授予，成为目标执行顺

序。也显示视觉目标标签的目标名称称下拉式选单。 
 
参阅 

序列标签、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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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lidChar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OCR 
 
说明 

设置或返回填入 Text 结果的“无效字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InvalidChar, var 

VSet  Sequence.Object.InvalidChar,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表达式 

 
值 

1 个字符的字符串 

默认值：“?” 
 
详细说明 

InvalidChar 属性用于指定 OCR 搜索后检测字符不满足 Accept 属性时显示的代替字符。 

 
参阅 

CalString 属性、Constraints 属性、OCR 目标、Text 结果、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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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ations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ImageOp 
 
说明 

用于定义指定操作的执行次数。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Iterations, var 

VSet  Sequence.Object.Iterations,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99 

默认值：1 
 
详细说明 

Iterations 属性对下述 ImageOp 操作有效。 

(Open、Close、Erode、Dilate、Smooth、Sharpen1、Sharpen2、Thin、Thicken) 

 
参阅 

ImageOp 目标、Operation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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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ChecksumEnabled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 Interleaved 2 of 5 (ITF) 检测时是否考虑检查 sum。 

 
详细说明 

设置 Interleaved 2 of 5 (ITF) 检测时是否考虑检查 sum。 

默认设置为 False。 

 
参阅 

CodeReading 目标、ITFOutputChecksum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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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OutputChecksum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 Interleaved 2 of 5 (ITF)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检查 sum。 

 
详细说明 

设置 Interleaved 2 of 5 (ITF)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检查 sum。 

默认设置为 True。 

 
参阅 

CodeReading 目标、ITFChecksumEnabled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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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nelHeigh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DefectFinder 
 
说明 

设置、返回 DefectFinder 去除纵向干扰的强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KernelHeigh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KernelHeight,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1–15 的整数 

默认值：3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 DefectFinder 去除纵向干扰的强度。设定值在 1–15 以内。将 KernelHeight 属性设置为

15，则去除干扰的强度为最大。设定值越大，干扰的影响越小，但是为了连小缺陷也一并排除，必

须增大可检测的缺陷尺寸。 
因此，请根据实际检测缺陷的尺寸，调整合适的数值。 

 
参阅 

DefectFinder 目标、KernelWidth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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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nelWidth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DefectFinder 
 
说明 

设置、返回 DefectFinder 去除横向干扰的强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KernelWidth, var 
VSet  Sequence.Object.KernelWidth,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1–15 的整数 

默认值：3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 DefectFinder 去除横向干扰的强度。设定值在 1–15 以内。将 KernelHeight 属性设置为

15，则去除干扰的强度为最大。设定值越大，干扰的影响越小，但是为了连小缺陷也一并排除，必

须增大可检测的缺陷尺寸。 
因此，请根据实际检测缺陷的尺寸，调整合适的数值。 

 
参阅 

DefectFinder 目标、KernelHeigh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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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 BackColor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 所有的视觉目标 
 
说明 

本属性之后将被删除。请使用 LabelBackColor 属性。 
用于设置目标标签的背景颜色。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BackColor,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BackColor,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以字符串指定目标检测出错时的目标显示颜色。 

默认值： Red 
 
详细说明 

根据输入图像不同，可能目标标签变得难以看清。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BackColor，可易于阅读标签。 
参阅 

FoundColor 属性、PassColor 属性、FailColor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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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p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校准时将照明设为 ON 的输出位。 

 
用法 

VGet  Calibration.Lamp, var 

VSet  Calibration.Lamp,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输出位的整数值 

默认值：None 
 
详细说明 

使用 Lamp 属性自动将照明设为 ON。 

使用 LampDelay 属性设置将照明设为 ON 之前的待机时间。 

 
参阅 

LampDelay 属性、UpwardLamp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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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pDelay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校准时照明变为 ON 之前的待机时间。 

 
用法 

VGet  Calibration.LampDelay, var 

VSet  Calibration.LampDelay,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或表达式 
 
值 

实数值（单位：秒） 

 
详细说明 

使用 LampDelay 属性设置将照明设为 ON 之前的待机时间。用于特别是荧光灯等光源稳定之前需要

花费时间的照明。 
 
参阅 

Lamp 属性、MotionDelay 属性、UpwardLamp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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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LineFinder 
 
说明 

以摄像机坐标上的长度 [ 单位：mm ] 返回直线的起点和终点之间的长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Length,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整数变量 
 
值 

以 mm 为单位返回 0 以上的数值。该实数表示直线在摄像机坐标系上的长度，返回的值因校准而异。 
 
详细说明 

以 mm 为单位测量 Length 结果，必须经事先校准后才会返回。 

Length 结果用于长度测量所需的检查或测量应用。 

 
参阅 

“Vision Guide – 校准”、Line 目标、PixelLength 结果、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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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Obj1Resul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Point 
 
说明 

设置、返回 LineObject1 属性设置的 Line 目标使用第几个检测结果。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LineObject1, var 

VSet  Sequence.Object.LineObject1,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值或表达式 
 
值 

1 以上的整数值 

默认值：1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 LineObject1 属性设置的 Line 目标使用第几个检测结果。虽然 Line 目标没有多个结果，

但是从属于 Frame 目标时，Line 目标可能有多个结果。这种情况下，设置使用第几个结果值。 
 
参阅 

Line 目标、LineObject1 属性、LineObject2 属性、LineObj2Result 属性、Point 目标、PointType 目

标、目标标签 

 



LineObj2Result 属性 
 

110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LineObj2Resul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Point 
 
说明 

设置、返回 LineObject2 属性设置的 Line 目标使用第几个检测结果。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LineObject1, var 

VSet  Sequence.Object.LineObject1,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值或表达式 
 
值 

1 以上的整数值 

默认值：1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 LineObject2 属性设置的 Line 目标使用第几个检测结果。虽然 Line 目标没有多个结果，

但是从属于 Frame 目标时，Line 目标可能有多个结果。这种情况下，设置使用第几个结果值。 
 
参阅 

Line 目标、LineObject1 属性、LineObject2 属性、LineObj1Result 属性、Point 目标、PointType 目

标、目标标签 



 LineObject1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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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Object1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Point 
 
说明 

用于定义将 Point 目标位置定义为直线中点或 2 直线交点使用的最初 Line 目标。（LineObject1 属性

用于指定 Point 目标的位置并定义 PointType 属性使用的直线。）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LineObject1, var 

VSet  Sequence.Object.LineObject1,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如果是 Point 目标以前的 Line 目标，则均可指定为 LineObject1 属性值。 

默认值：None 
 
详细说明 

如果最初生成 Point 目标，LineObject1 属性的默认值则会被设为 “None”。要对直线的中点进行定位

时，定义在 LineObject1 属性中使用哪条直线。此时，首先设置 LineObject1 属性，然后将 PointType
属性设为 “1 – MidPoint”。仅可针对 LineObject1 指定直线的中点 “MidPoint”。（不能针对 LineObject2
属性指定 “MidPoint”。） 
另外，LineObject1 也用于指定要将 Point 目标的位置设为 2 条直线交点时的最初直线。（在这种情

况下，另一条直线由 LineObject2 定义。） 
相对于各视觉序列，仅可将在该视觉序列中的 Point 目标之前执行的 Line 目标指定为 LineObject1。
（可利用序列标签更改视觉目标的执行顺序。） 
如果单击 LineObject1 属性的设定值字段，则会在下拉列表中显示可使用的 Line 目标，因此，从此处

选择并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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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点、单击、目标标签设置 LineObject1 属性时，下拉列表中仅显示在该 Point 目标以前定义的目

标，敬请注意。这是为了防止错误指定未在 Point 目标以前定义的 Line 目标。 

Vision Guide 自动检查可将哪个视觉目标用作 LineObject1，并在下拉列表中显示。 

 
参阅 

Line 目标、LineObject2 属性、Point 目标、PointType 属性、目标标签 

 



 LineObject2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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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Object2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Point 
 
说明 

用于定义将 Point 目标位置定义为直线中点或 2 直线交点使用的第 2 个 Line 目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LineObject2, var 

VSet  Sequence.Object.LineObject2,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如果是 Point 目标以前的 Line 目标，则均可指定为 LineObject2 属性值。 

默认值：None 
 
详细说明 

仅在将 Point 目标的位置设为 2 条直线交点时，才需要设置 LineObject2 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未事先在 LineObject1 中指定 Line 目标，则不能设置 PointType 属性。可指定 LineObject1 和

LineObject2 的直线，并将 PointType 属性值设为  “Intersection”。如果未定义 LineObject1 或

LineObject 属性而要将 PointType 属性值设为 “Intersection”，则会发生错误。 
相对于各视觉序列，仅可将在该视觉序列中的 Point 目标之前执行的 Line 目标指定为 LineObject2。
（可利用序列标签更改视觉目标的执行顺序。） 
如果单击 LineObject2 属性的设定值字段，则会在下拉列表中显示作为 LineObject2 属性可使用的 Line
目标，因此，从此处选择并设定值。 

设置 LineObject2 属性时，下拉列表中仅显示在该 Point 目标以前定义的目标，敬请注意。这是为了

防止错误指定未在 Point 目标以前定义的 Line 目标。 
Vision Guide 自动检查可将哪个视觉目标用作 LineObject2，并在下拉列表中显示。 

 
参阅 

Line 目标、LineObject1 属性、Point 目标、PointType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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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Diameter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返回已检测 Blob 近似椭圆形时的长轴。 

 
用法 

VGet  Sequence.MajorDiameter, var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表示长轴像素长度的实数值 

 
详细说明 

返回已检测 Blob 近似椭圆形时的长轴。单位为像素。 
短轴可通过 MinorDiameter 结果获取。 

 
参阅 

Blob 目标、Area 结果、Extrema 结果、MinorDiameter 结果 
 



 MaxArea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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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Area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设置目标的检测上限。无法检测超出 MaxArea 属性值的 Blob。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axArea,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axArea,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Long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Long 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1 – 搜索窗口的面积  
默认值：100000 

 
详细说明 

MinArea 和 MaxArea 属性用于设置 Blob 目标的检测范围。超出 MinArea 和 MaxArea 属性的 Blob 无

法检测出来。（向 Found 结果返回 “0 – False”。） 
如果新建 Blob 目标，MinArea 属性和 MaxArea 属性则分别被设为默认值 25 和 100,000。在这种情况

下，由于其范围相当大，因此，大多数情况下，Blob 目标可向 Found 结果返回 “1 – True”。但对于

大多数应用程序来说，进一步缩小范围更有作用。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具体要将 MinArea 和 MaxArea
属性值设为多少会因各应用程序而异。请根据各个应用程序，设置 MinArea 和 MaxArea 属性值。 
请勿将 MinArea 和 MaxArea 设为所需限度以上的值。否则可能会导致误检测。 

 
参阅 

Area 结果、Blob 目标、MinArea 属性、MinMaxArea 属性、目标标签 

 



MaxError 结果 
 

116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MaxError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Finder、ArcFinder 
 
说明 

返回从检测的直线、圆弧到距离最远的检测边缘位置的距离。 

 
用法 

VGet  Sequence.MaxError, var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0 以上的实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以像素长度返回从检测的直线、圆弧到距离最远的检测边缘位置的距离。 

 
参阅 

LineFinder 目标、ArcFinder 目标 
 



 MaxFeretDiameter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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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FeretDiameter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返回已检测 Blob 的最大 Feret 直径。 

 
用法 

VGet  Sequence.MaxFeretDiameter, var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0 以上的实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以像素长度返回已检测 Blob 最大 Feret 直径（将方向 8 等分时的 Feret 直径最大值）。 

 
参阅 

Blob 目标、Area 结果、Angle 结果、Extrema 结果、MajorDiameter 结果、MinorDiameter 结果 
 



MaxLength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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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Length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定义 Line 目标的长度上限。要检测到 Line 时，Length 结果必须小于 MaxLength 属性所设置

的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axLength,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axLength ,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值或表达式 
 
值 

0 以上的实值（单位：mm） 

默认值：1000 
 
详细说明 

MinLength 和 MaxLength 属性用于设置相对于 Line 目标检测的直线长度范围。（未检测到时，Found
结果为 “0 – False”。） 
要以 mm 为单位测量直线时使用该属性。想以像素为单位测量直线时，使用 MinPixelLength 和

MaxPixelLength 属性。 
 
参阅 

Line 目标、MinLength 属性、MinPixelLength 属性、MaxPixelLength 属性、目标标签 



 MaxPixelLength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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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PixelLength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以像素为单位设置 Line 目标的长度上限。要检测到 Line 时，PixelLength 结果必须小于

MaxPixelLength 属性所设置的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axPixelLength,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axPixelLength ,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值或表达式 
 
值 

0 以上的实值（单位：像素） 

默认值：1000 
 
详细说明 

MinPixelLength 和 MaxPixelLength 属性用于设置相对于 Line 目标检测的直线长度范围。（未检测到

时，Found 结果为 “0 – False”。） 
要以像素为单位测量直线时使用该属性。想以 mm 为单位测量直线时，使用 MinLength 和 MaxLength
属性。 

 
参阅 

Line 目标、MinLength 属性、MaxLength 属性、MinPixelLength 属性、目标标签 



MaxX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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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X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用于返回 Blob 外接长方形的最大 X 像素坐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axX [ (result) ]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整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则返回 CurrentResult 的编号。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返回 1–“图像宽度”的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MinX、MaxX、MinY、MaxY 结果值，返回沿着坐标轴完全外接 Blob 的长方形的最小尺寸。这种长

方形称之为外接长方形。 
 
参阅 

Area 结果、Blob 目标、Extrema 结果、MaxY 结果、MinX 结果、MinY 结果、目标标签 



 MaxY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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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Y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用于返回 Blob 外接长方形的最大 Y 像素坐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axY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整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则返回 CurrentResult 的编号。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返回实数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MinX、MaxX、MinY、MaxY 结果值，返回沿着坐标轴完全外接 Blob 的长方形的最小尺寸。这种长

方形称之为外接长方形。 
 
参阅 

Area 结果、Blob 目标、Extrema 结果、MaxX 结果、MinX 结果、MinY 结果、目标标签 



MinArea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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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rea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设置目标的检测下限。无法检测出小于 MinArea 属性值的 Blob。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inArea,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inArea ,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Long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Long 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1–MaxArea 属性值（单位：像素） 

默认值：25 
 
详细说明 

MinArea 和 MaxArea 属性用于设置 Blob 目标的检测范围。超出这些属性的 Blob 无法被检测出来。

（向 Found 结果返回 “0 – False”。） 
如果新建 Blob 目标，MinArea 属性和 MaxArea 属性则分别被设为默认值 25 和 100,000。在这种情况

下，由于其范围相当大，因此，大多数情况下，Blob 目标可向 Found 结果返回“1–True”。但对于大

多数应用程序来说，进一步缩小范围更有作用。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具体要将 MinArea 和 MaxArea
属性值设为多少会因各应用程序而异。请根据各个应用程序，设置 MinArea 和 MaxArea 属性值。 
请勿将 MinArea 和 MaxArea 设为所需限度以上的值。否则可能会导致误检测。 

 
参阅 

Area 结果、Blob 目标、MaxArea 属性、目标标签 

 



 MinorDiameter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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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Diameter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返回已检测 Blob 近似椭圆形时的短轴。 

 
用法 

VGet  Sequence.MinorDiameter, var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表示短轴像素长度的实数值 

 
详细说明 

返回已检测 Blob 近似椭圆形时的短轴。单位为像素。 
长轴可通过 MajorDiameter 结果获取。 

 
参阅 

Blob 目标、Area 结果、Extrema 结果、MajorDiameter 结果 
 



MinLength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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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Length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定义 Line 目标的长度下限。要检测到 Line 目标时，Length 结果必须高于 MinLength 属性所设置

的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inLength,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inLength ,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值或表达式 
 
值 

0 以上的实数值（单位：mm）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MinLength 和 MaxLength 属性的意义在于设置检测 Line 目标所需的直线长度的范围。 

要以 mm 为单位测量直线时使用该属性。要以像素为单位测量直线时，请参阅 MinPixelLength 和

MaxPixelLength 的各属性。 
 
参阅 

Line 目标、MaxLength 属性、MinPixelLength 属性、MaxPixelLength 属性、目标标签 



 MinMaxArea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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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MaxArea 属性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用于定义 Blob 目标区域的下限和上限。要检测到 Blob 目标时，Area 结果值必须大于 MinArea 属性

值并小于 MaxArea 属性值。(添加了 MinMaxArea 属性，以便可通过 1 次调用操作 MinArea 和 MaxArea
双方的属性。)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inMaxArea, minVar, maxVar 

VSet  Sequence.Object.MinMaxArea, minVar, max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minVar 通过 MinArea 属性获取表示最小区域的 Long 型变量，或设为 MinArea 属性。 

maxVar 通过 MaxArea 属性获取表示最大区域的 Long 型变量，或设为 MaxArea 属性。 
 
值 

所有值的单位均为像素。 
详情请参阅 MaxArea 属性和 MinArea 属性。 

 
详细说明 

MinMaxArea 属性可用于在通过 SPEL+ 语言进行的 1 次函数调用中设置 MinArea 和 MaxArea 两者

的属性。 

请勿将 MinMaxArea 设为所需限度以上的值。否则可能会导致误检测。 
 
参阅 

Area 结果、Blob 目标、MaxArea 属性、MinArea 属性、目标标签 



MinPixelLength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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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PixelLength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以像素为单位定义 Line 目标的长度下限。要检测到 Line 时，PixelLength 结果必须高于

MinPixelLength 属性所设置的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inPixelLength,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inPixelLength ,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值或表达式 
 
值 

0 以上的实数值（单位：像素）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MinPixelLength 和 MaxPixelLength 属性的意义在于以像素为单位设置检测 Line 目标所需的直线长度

的范围。（未检测到时，Found 结果为 “0 – False”。） 
要以像素为单位测量直线时使用该属性。要以 mm 为单位测量直线时，请参阅 MinLength 和

MaxLength 的各属性。默认设置时，可检测几乎所有的直线。 
 
参阅 

Line 目标、MaxLength 属性、MinLength 属性、MaxPixelLength 属性、目标标签 



 MinX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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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X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用于返回 Blob 外接长方形的最小 X 像素坐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inX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整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则返回 CurrentResult 的编号。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返回整数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结合 MinX、MaxX、MinY、MaxY 结果值，返回沿着坐标轴完全外接 Blob 的长方形的最小尺寸。

这种长方形称之为外接长方形。 
 
参阅 

Area 结果、Blob 目标、MaxX 结果、MaxY 结果、MinY 结果、目标标签 



MinY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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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Y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用于返回 Blob 外接长方形的最小 Y 像素坐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inY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整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则返回 CurrentResult 的编号。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返回整数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结合 MinX、MaxX、MinY、MaxY 结果值，返回沿着坐标轴完全外接 Blob 的长方形的最小尺寸。

这种长方形称之为外接长方形。 
 
参阅 

Area 结果、Blob 目标、MaxX 结果、MaxY 结果、MinX 结果、目标标签 



 ModelColor 属性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129 

ModelColor 属性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ColorMatch、ImageOp 
 
说明 

用于获取、设置模型的颜色。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odelColor,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odelColor,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 
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Long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Long 型数值和表达式 
 
值 

用于以 6 位（各 2 位）16 进制数 &Hrrggbb（红、绿、蓝）的格式表示模型的颜色。 

 
详细说明 

ModelColor 属性可用于在执行期间设置模型颜色。 

 
参阅 

ColorMatch 目标、ImageOp 目标、ModelName 属性 
 



ModelColorTol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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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ColorTol 属性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ImageOp 
 
说明 

用于获取、设置模型的颜色容许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odelColorTol,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odelColorTol,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 
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或表达式 
 
值 

模型的颜色容许值 

 
详细说明 

ModelColorTol 属性可用于在执行期间设置模型的颜色容许值。 

 
参阅 

ImageOp 目标 
 



 ModelNam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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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Name 属性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ColorMatch、ImageOp 
 
说明 

用于获取、设置模型的名称。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odelNam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odelNam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 
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模型的名称 

 
详细说明 

ModelName 属性可用于在执行期间设置模型的名称。 

 
参阅 

ColorMatch 目标、ImageOp 目标、ModelColor 属性 

 



ModelObjec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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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Objec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lorMatch、Correlation、Geometric、Polar 
 
说明 

用于指定检索使用的模型。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odelObjec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odelObjec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Self 将该目标的模型用于检索。 

objectName 使用该目标的模型。 

默认值： Self 
 
详细说明 

ModelObject 属性可用于针对同一类型的多个目标使用一个模型。比如，如果存在检索同一部件的 5
个Polar目标，则在将该模型在最初的Polar目标上示教之后，相对于剩余的Polar目标，将ModelObject
设为 “Polar01”（最初的 Polar 目标）。 
不能将 ModelObject 属性未设为 “Self” 的目标设为 ModelObject 属性。 

 
参阅 

ColorMatch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Polor 目标、目标标签 



 ModelOK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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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OK 属性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OCR、Polar、DefectFinder 
 
说明 

用于返回目标模型的状态。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odelOK,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值 

0 – False  

1 – True  
 
详细说明 

如果事先进行模型示教，ModelOK 属性则返回 “1–True”。执行序列之前，可检查可否执行序列。 
 
参阅 

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ModelObject 属性、OCR 目标、Polor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 



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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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 
 
说明 

模型具有固定基准点，在模型窗口中以该基准点表示模型位置。该固定基准点称之为模型原点。根

据 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该模型原点位于模型窗口的中心。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odelOrgAutoCenter,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odelOrgAutoCenter,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Boolean 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0 – False 不自动定位模型原点。 

1 – True 自动将模型原点定位于模型窗口的中心。 

默认值：1 – True  
 
详细说明 

只要是在由模型窗口定义的区域内，模型原点可位于任何位置。原点的坐标用于将原点的位置定义

为模型窗口的左上角，也就是模型窗口的 [0] [0] 位置的相对位置。 
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可用于在更改模型窗口或变更尺寸时，自动将模型原点定位于模型窗口的

中心。 

将 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设为 “1 – True” 时，无法使用 ModelOrgX 和 ModelOrgY 的

各属性重新设置模型原点。 

 

参阅 

“Vision Guide – 视觉目标的基本事项”、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ModelOrgX 属性、

ModelOrgY 属性、目标标签 

 



 ModelOrgX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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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OrgX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 
 
说明 

模型具有固定基准点，在模型窗口中以该基准点表示模型位置。该固定基准点称之为模型原点。

ModelOrgX 属性用于表示该模型原点的 X 坐标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odelOrgX,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odelOrgX,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ModelOrgX 属性值的范围为 0–2047。ModelOrgX 定义的模型原点的 X 坐标位置以模型左上角为基准。 
默认值： 生成新目标时，将模型原点设置为模型窗口的中心。 

 
详细说明 

只要是在由模型窗口定义的区域内，模型原点可位于任何位置。原点的坐标用于将原点的位置定义

为模型窗口的左上角，也就是模型窗口的[0][0]位置的相对位置。 
如果生成新的 Correlation 目标，模型原点则会被设在模型窗口的中心，但可输入 ModelOrgX 和

ModelOrgY 的各属性值，或通过移动模型原点（显示在模型窗口中心的十字）变更到其它位置。 

另外，通过将 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设为 “1 – True”，也可以自动变更模型原点。如果

将 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设为“1–True”，模型原点则会被自动设在模型窗口的中心。 

将 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设为“1–True”时，不能使用 ModelOrgX 属性移动模型原点。 

 
参阅 

“Vision Guide – 视觉目标的基本事项”、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ModelOrgY 属性、目标标签 



ModelOrgY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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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OrgY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 
 
说明 

模型具有固定基准点，在模型窗口中以该基准点表示模型位置。将该固定基准点称之为模型原点。

ModelOrgY 属性用于表示该模型原点的 Y 坐标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odelOrgY,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odelOrgY,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ModelOrgY 属性值的范围为 0–2047。ModelOrgY 定义的模型原点的 Y 坐标位置以模型左上角为基准。 
默认值：生成新目标时，将模型原点设置为模型窗口的中心。 

 
详细说明 

只要是在由模型窗口定义的区域内，模型原点可位于任何位置。原点的坐标用于将原点的位置定义

为模型窗口的左上角，也就是模型窗口的 [0] [0] 位置的相对位置。 
如果生成新的 Correlation 目标，模型原点则会被设在模型窗口的中心，但可输入 ModelOrgX 和

ModelOrgY 的各属性值，或通过移动模型原点（显示在模型窗口中心的十字）变更到其它位置。 

另外，通过将 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设为 “1 – True”，也可以自动变更模型原点。

如果将 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设为 “1 – True”，模型原点则会被自动设在模型窗口

的中心。 

将 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设为 “1 – True” 时，不能使用 ModelOrgY 属性移动模型原点。 

 
参阅 

“Vision Guide – 视觉目标的基本事项”、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ModelOrgX 属性、目标标签 

 



 ModelWin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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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Win 属性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 
 
说明 

用于通过 1 次调用设置 Correlation、Geometri 目标的模型窗口的左端、上端、高度、宽度等参数。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odelWin, LeftVar, TopVar, WidthVar, HeightVar 

VSet  Sequence.Object.ModelWin, LeftVar, TopVar, WidthVar, Height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LeftVar 以像素为单位表示模型窗口左端的整数变量。 

TopVar 以像素为单位表示模型窗口上端的整数变量。 

WidthVar 以像素为单位表示模型窗口宽度的整数变量。 

HeightVar 以像素为单位表示模型窗口高度的整数变量。 
 
值 

值的单位均为像素。有关具体的值，请参阅下述各属性项目。 
ModelWinTop 属性、ModelWinLeft 属性、ModelWinWidth 属性、ModelWinHeight 属性 

 
详细说明 

为 ModelWin 属性时，可利用  SPEL+ 语言简单地访问 ModelWinTop 、 ModelWinLeft 、
ModelWinWidth、ModelWinHeight 属性。可利用 ModelWin 属性设置 4 个属性。添加了 ModelWin
属性，以便一次定义模型窗口的位置或尺寸。 
ModelWin 属性适用于 Correlation、Geometric 目标。这些目标使用长方形模型窗口确定所有模型的

位置和尺寸。 
 
参阅 

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ModelWinHeight 属性、ModelWinLeft 属性、ModelWinTop 属

性、ModelWinWidth 属性、目标标签 



ModelWinAngl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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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WinAngl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 
 
说明 

设置、返回模型窗口的角度。 

 
用法 

VGet  Sequence.ModelWinAngle, var 
VSet  Sequence.ModelWinAngle,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值或表达式 
 
值 

± 180 度的实数值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模型窗口的角度。设定值仅在 ModelWinType 设置为 Rotated Rectangle 时有效。 
 
参阅 

ModelWinCenterX, ModelWinCenterY, ModelWinType, SearchWinCenterX, SearchWinCenterY, 
SearchWinType 
 
 



 ModelWinCenterX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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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WinCenterX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 
 
说明 

设置、返回模型窗口中心位置的 X 坐标值。 

 
用法 

VGet  Sequence.ModelWinCenterX, var 
VSet  Sequence.ModelWinCenterX,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值或表达式 
 
值 

0–“搜索窗口宽度−1”索的以像素为单位的整数值。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模型窗口中心位置的 X 坐标值。在 GUI 中更改模型窗口的位置和大小时，设定值将自动

更新。 
 
参阅 

ModelWinAngle, ModelWinCenterX, ModelWinCenterY, ModelWinType, SearchWinCenterX, 
SearchWinCenterY, SearchWinType, SearchWinHeight, SearchWinWidth 
 



ModelWinCenterY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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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WinCenterY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 
 
说明 

设置、返回模型窗口中心位置的 Y 坐标值。 

 
用法 

VGet  Sequence.ModelWinCenterY, var 
VSet  Sequence.ModelWinCenterY,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值或表达式 
 
值 

0–“搜索窗口高度−1”索的以像素为单位的整数值。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模型窗口中心位置的 Y 坐标值。在 GUI 中更改模型窗口的位置和大小时，设定值将自动

更新。 
 
参阅 

ModelWinAngle, ModelWinCenterX, ModelWinCenterY, ModelWinType, SearchWinCenterX, 
SearchWinCenterY, SearchWinType, SearchWinHeight, SearchWinWidth 



 ModelWinHeigh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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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WinHeigh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OCR 
 
说明 

用于定义模型窗口的高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odelWinHeigh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odelWinHeigh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0–2048 的整数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模型窗口可在搜索窗口中设置。 

Correlation、Geometric 目标包括用于定义示教模型位置和尺寸的长方形模型窗口。如果拖动模型窗

口的上边或下边，则自动设置 ModelWinHeight 属性。 
如果模型窗口较大，则示教模型也会增大，结果会导致目标执行时间延长。 

ModelWinHeight 属性可通过从 Vision Guide 目标直接输入数值，也可以从 SPEL+ 语言设置。此外，

可单击模型窗口的上下任意一边，纵向拖动进行设置。  
从属性标签设置时，单击 ModelWinHeight 属性的设定值字段，然后输入值。如果将光标从设定值字

段移开，则根据相关视觉目标自动调整 ModelWinHeight。 
 
参阅 

“Vision Guide – 视觉目标的基本事项”、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ModelOrgY 属性、ModelOrgY 属性、ModelWin 属性、ModelWinLeft 属性、ModelWinTop
属性、ModelWinWidth 属性、OCR 目标、目标标签 

 



ModelWinLef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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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WinLef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OCR 
 
说明 

用于定义模型窗口的最左端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odelWinLef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odelWinLef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图像宽度”的整数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可使用模型定义检索图案的视觉目标仅为 Correlation、Geometric 两个目标。ModelWinLeft 属性适用

于这 2 个目标。模型窗口可在搜索窗口中设置。 
Correlation、Geometric 目标包括用于定义示教模型位置和尺寸的长方形模型窗口。如果将整个模型

窗口拖动到新位置，或拖动模型窗口的最左端并变更尺寸，则会自动设置 ModelWinLeft 属性。 
ModelWinLeft 属性可通过从 Vision Guide 目标直接输入数值，也可以从 SPEL+ 语言设置。此外，

可单击模型窗口的任意一边，拖动进行设置。  
另外，如果单击位于模型窗口最左端竖边中央的句柄（小方形），鼠标指针则会变为两侧箭头。如

果在此处拖动模型窗口最左端的竖边，模型大小则会发生变化，因此，在要设置的位置上松开鼠标

按钮。 
从属性标签设置时，单击 ModelWinLeft 属性的设定值字段，然后输入值。如果将光标从设定值字段

移开，则根据相关视觉目标自动调整 ModelWinLeft。 
 
参阅 

“Vision Guide – 视觉目标的基本事项”、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ModelOrgX 属性、ModelOrgY 属性、ModelWin 属性、ModelWinHeight 属性、ModelWinTop
属性、ModelWinWidth 属性、OCR 目标、目标标签 

 



 ModelWinTop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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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WinTop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OCR 
 
说明 

用于定义模型窗口的最上部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odelWinTop,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odelWinTop,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图像高度”的整数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可使用模型定义检索图案的视觉目标仅为 Correlation、Geometric 两个目标。ModelWinTop 属性适用

于这 3 个目标。模型窗口可在搜索窗口中设置。 
Correlation、Geometric 目标包括用于定义示教模型位置和尺寸的长方形模型窗口。如果将整个模型

窗口拖动到新位置，或拖动模型窗口的上边并变更尺寸，则会自动设置 ModelWinTop 属性。 
ModelWinTop 属性可通过从 Vision Guide 目标直接输入数值，也可以从 SPEL+ 语言设置。此外，

可单击模型窗口的上下任意一边，拖动进行设置。  
另外，如果单击位于模型窗口上边中央的句柄（小方形），鼠标指针则会变为上下方向的箭头。如

果在此处拖动模型窗口的上边，模型的大小则会在垂直方向上发生变化，因此，在要设置的位置上

松开鼠标按钮。 
从属性标签设置时，单击 ModelWinTop 属性的设定值字段，然后输入值。如果将光标从设定值字段

移开，则根据相关视觉目标自动调整 ModelWinTop。 
 
参阅 

“Vision Guide – 视觉目标的基本事项”、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ModelOrgX 属性、ModelOrgY 属性、ModelWin 属性、ModelWinHeight 属性、ModelWinLeft
属性、ModelWinWidth 属性、OCR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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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WinTyp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 
 
说明 

设置、返回模型窗口的类型。 

 
用法 

VGet  Sequence.ModelWinType, var 
VSet  Sequence.ModelWinType,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值或表达式 
 
值 

以下整数值表示模型窗口类型 

1 – Rectangle (VISION_WINTYPE_RECTANGLE) 

2 – Rotated Rectangel (VISION_WINTYPE_ROTATEDRECT) 

3 – Circle (VISION_WINTYPE_CIRCLE)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模型窗口的类型。可设置的数值如下所示。 
1 – Rectangle  四角形的模型窗口（角度指定无效） 
2 – Rotated Rectangel  四角形的模型窗口（有角度指定） 
3 – Circle 圆形的模型窗口 

 
参阅 

ModelWinAngle, ModelWinCenterX, ModelWinCenterY, ModelWinType, SearchWinCenterX, 
SearchWinCenterY, SearchWinHeight, SearchWinWidth 



 ModelWinWidth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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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WinWidth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OCR 
 
说明 

用于定义模型窗口的宽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ModelWinWidth, var 

VSet  Sequence.Object.ModelWinWidth,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0 – 2048 的整数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模型窗口可在搜索窗口中设置。 

如果将整个模型窗口拖动到新位置，或拖动模型窗口的竖边并变更尺寸，则会自动设置

ModelWinWidth 属性。 

如果模型窗口较大，则示教模型也会增大，结果会导致目标执行时间延长。 

ModelWinWidth 属性可通过从 Vision Guide 目标直接输入数值，也可以从 SPEL+ 语言设置。此外，

可单击模型窗口的纵向边（右边或左边），拖动进行设置。  
另外，如果单击位于模型窗口竖边（右边或左边）中央的句柄（小方形），鼠标指针则会变为两侧

箭头。如果在此处拖动模型窗口的右边或左边，模型的大小则会在水平方向上发生变化，因此，在

要设置的位置上松开鼠标按钮。 
从属性标签设置时，单击 ModelWinWidth 属性的设定值字段，然后输入值。如果将光标从设定值字

段移开，则根据相关视觉目标自动调整 ModelWinWidth。 
 
参阅 

“Vision Guide – 视觉目标的基本事项”、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ModelOrgAutoCenter
属性、ModelOrgX 属性、ModelOrgY 属性、ModelWin 属性、ModelWinHeight 属性、ModelWinLeft
属性、ModelWinTop 属性、OCR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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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Delay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校准期间机器人动作的等待时间。 

用法 

VGet  Calibration.MotionDelay, var 

VSet  Calibration.MotionDelay, value 

Sequence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整数值（单位：毫秒） 

默认值：500 
 
详细说明 

MotionDelay 属性用于返回校准期间机器人动作之后的稳定时间。 

校准期间，视觉系统获取图像时，不使机器人、工具、工作台动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建议不要设

置 500 毫秒以下的值。 
 

参阅 

LampDelay 属性、RobotAccel 属性、RobotSpeed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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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视觉校准 
视觉目标：所有的视觉目标 

 
说明 

所有的目标、序列、校准都需要带有名称。用于将固有的名称分配给目标、序列、校准。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Name,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详细说明 

如果生成新的视觉序列，则会显示设置新序列名称的对话框。该名称被设为视觉序列的 Name 属性

值。可利用序列标签变更该名称。 
如果新建 Blob、Correlation 以及其它视觉目标，则自动为这些目标分配名称。自动分配的名称与这

些目标的目标类型进行数字组合。比如，如下所示为在某个视觉序列中使用的目标名称称的示例 
Blob01、Corr01、Blob02、Blob03、Corr02、Line01 

 
参阅 

Blob 目标、CodeReader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Edge 目标、Frame 目标、Geometric 目标、ImageOp
目标、Line 目标、OCR 目标、Point 目标、Polar 目标、序列标签、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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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Found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 
 
说明 

用于返回在搜索窗口内检索到的 Blob、Correlation、Edge 或 Geometric 目标数。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NumberFound,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整数变量 
 
值 

检测数的有效范围：0–NumberToFind 属性值 

 
详细说明 

Blob、Correlation、Edge 和 Geometric 目标具有可在 1 个搜索窗口内检测多个对象物的功能。

NumberToFind 属性用于定义要检索的对象物的数量。 
NumberFound 结果用于返回实际检测到的对象物的数量。 

NumberFound 结果为特殊结果。与 CurrentResult 属性的设定值无关，都将返回由指定的视觉目标检

测的对象物的数量。结果列表显示通过 CurrentResult 属性选择的结果。 
为 Blob 结果时，按照已检测 Blob 的大小进行降序显示。（比如 Result 1 (CurrentResult = 1) 表示检

测到的最大的 Blob 结果。） 
为 Correlation 结果时，按照 Score 结果的降序进行显示。（比如 Result 1 (CurrentResult =1) 表示评

分最高的对象物的结果。） 
检测顺序可通过 Sort 属性的设置更改。 

 
参阅 

Blob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CurrentResult 属性、Edge 目标、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

NumberToFind 属性、Sort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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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例 

在如下所示的 SPEL+ 语言程序示例中，执行包括 Corr01 的 Correlation 目标的名为 mtest 的视觉序

列。Corr01 已事先设为在搜索窗口中检测多个（3 个）对象物。在下述程序执行序列，确认是否相对

于 Corr01 检测出适当数量（3 个）的对象物，然后以降序显示评分结果。 
Function main 
 
  #define NUM_TO_FIND  3 
  
  Boolean numfound 
  Integer score 
 
  VRun mtest 
  VGet mtest.Corr01.NumberFound, numfound 
  If numfound = NUM_TO_FIND Then 
    Print "The Proper Number of features(3) were found"  
  Else 
    Print "Only (", numfound, ") features were found" 
    Exit Function 
  EndIf 
  VGet mtest.Corr01.Score(1), score 
  Print "1st feature score (Best):   ", score 
 
  VGet mtest.Corr01.Score(2), score 
  Print "2nd feature score (Medium): ", score 
 
  VGet mtest.Corr01.Score(3), score 
  Print "3rd feature score (Worst):  ", score 
F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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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OfEdges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LineFinder、ArcFinder 
 
说明 

设置、返回检测线段所需的边缘检测数。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NumberOfEdges, position 
VSet  Sequence.Object.NumberOfEdges, position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值或表达式 
 
值 

5–99 的整数值 

默认值： 5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检测线段所需的边缘检测数。设置搜索范围内平均分配实施边缘检测的条数。 
条数增加越多，输入图像的变化（照明、外览）越牢固，检测时间越长。请根据实际系统进行设置。 

 
参阅 

ArcFinder 目标、LineFinder 目标、MaxError 结果、AngleStart 属性、AngleEnd プ属性、

SearchWinAngle 属性、SearchWinCenterX 属性、SearchWinCenterY 属性、SearchWinHeight
属性、SearchWinLeft 属性、SearchWinTop 属性、SearchWinWidth 属性、ShowExtention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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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OfModels 属性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ColorMatch、ImageOp 
 
说明 

用于获取、设置各目标使用的模型数。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NumberOfModels, var 

VSet  Sequence.Object.NumberOfModels,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目标定义的模型数 

 
详细说明 

NumberOfModels 属性可用于在执行期间设置 ColorMatch 目标或 ImageOp 目标的模型数。设置

NumberOfModels 之后，可使用 CurrentModel 和 VTeach 进行各彩色模型的示教。 
 

参阅 

CurrentModel 属性、ColorMatch 目标、ImageOp 目标、V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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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OfResults 属性 
 
适用 

所有视觉属性 
 
说明 

用于获取各目标的结果数。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NumberOfResults,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值 

各目标的结果数 

 
详细说明 

NumberOfResult 属性可用于在执行期间判断结果的总和。 

 
参阅 

CurrentResult 属性、NumberFound 结果 



 NumberToFind 属性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153 

NumberToFind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DefectFinder 
 
说明 

用于定义操作期间搜索窗口中检测的对象物的数量。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NumberToFind, var 

VSet  Sequence.Object.NumberToFind,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输入值的有效范围： (0 – All) ~100 （CodeReader 目标最大为 4） 
默认值：  1 

 
详细说明 

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 和 DefectFinder 目标具有可在 1 个搜索窗口内检测多个对象物的

功能。NumberToFind 属性用于定义要检索的对象物的数量。 
由于在许多应用中要在搜索窗口中检索的对象物仅为 1 个，因此 NumberToFind 属性的默认值为 
“1”。 

在 Vision Guide 的开发环境中进行作业时，目标标签的结果列表中会出现“检测结果 1/15 果这样的

显示。这表示根据 NumberToFind 属性的设置检索 15 个对象物期间，结果列表中显示 1 个项目。  
要显示其它结果时，变更 CurrentResult 属性值并输入要检查的结果的编号。 

为 Blob 结果时，根据 SizeToFind 和 Sort 等各属性的设置显示结果。 

NumberToFind 的设置为 “0 – All” 时，检测到检测最大数量。检测最大数量因各目标而异，如下所

示。 

目标名称称 检测最大数量 
CodeReader 4 

其他 100 
如果将 Sort 设为“None”，则按 Score 结果的降序排列 Correlation 和 Geometric 结果。（Result 1 
(CurrentResult =1) 表示评分最高的对象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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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Blob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CurrentResult 属性、Edge 目标、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NumberFound
结果、、DefectFinder 目标、目标标签 

 
使用示例 

在如下所示的 SPEL+ 语言程序示例中，执行包括 Corr01 的 Correlation 目标的名为 mtest 的视觉序

列。使用 Vset 设置 Corr01 的 NumberToFind 值。 
在下述程序执行序列，确认是否相对于 Corr01 检测出适当数量（3 个）的对象物，然后以降序显示

评分结果。 

Function main 
 
  #define NUM_TO_FIND 3 
  
  Boolean numfound 
  Integer score 
 
  VSet mtest.Corr01.NumberToFind, NUM_TO_FIND 
  VRun mtest 
  VGet mtest.Corr01.NumberFound, numfound 
  If numfound = NUM_TO_FIND Then 
    Print "The Proper Number of features(3) were found"  
  Else 
    Print "Only (", numfound, ") features were found" 
    Exit Function 
  EndIf 
  VGet mtest.Corr01.Score(1), score 
  Print "1st feature score (Best):   ", score 
 
  VGet mtest.Corr01.Score(2), score 
  Print "2nd feature score (Medium): ", score 
 
  VGet mtest.Corr01.Score(3), score 
  Print "3rd feature score (Worst):  ", score 
F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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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ImageOp 
 
说明 

用于设置执行哪个图像操作。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Operation, var 

VSet  Sequence.Object.Operation,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 – Open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OPEN 
这是在收缩之后进行膨胀的形态处理。由 Iterations 属性设置重复次数。 

2 – Close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CLOSE 
这是在膨胀之后进行收缩的形态处理。由 Iterations 属性设置重复次数。 

3 – Erode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ERODE 
这是收缩处理。由 Iterations 属性设置重复次数。 

4 – Dilate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DILATE 
这是膨胀处理。由 Iterations 属性设置重复次数。 

5 – Smooth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SMOOTH 
这是平滑化处理。由 Iterations 属性设置重复次数。 

6 – Sharpen1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SHARPEN1 
这是锐化处理。由 Iterations 属性设置重复次数。 

7 – Sharpen2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SHARPEN2 
这是锐化处理。由 Iterations 属性设置重复次数。 

8 – HorizEdge 视觉常数： VISION_OPERATION_HORIZEDGE 
强调水平边缘。 

9 – VertEdge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VERTEDGE 
强调垂直边缘。 

10 – EdgeDetect1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EDGEDETECT1 
强调边缘。 

11 – EdgeDetect2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EDGEDETECT2 
强调边缘。 

12 – LaPlaceEdge1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LAPLACE1 
强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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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LaPlaceEdge2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LAPLACE2 
强调边缘。 

14 – Thin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THIN 
淡化图像的 Blob。 

15 – Thicken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THICKEN 
强化图像的 Blob。 

16 – Binarize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BINARIZE 
根据 ThresholdLow 和 ThresholdHigh 的设置对图像进行二值化。 

17 – Rotate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ROTATE 
根据 AngleObject 或 RotationAngle 的设置旋转图像。AngleObject 为 “Screen” 时，

由 RotationAngle 属性确定旋转角度。除此之外时，由 AngleObject 的 Angle 结果

确定旋转角度。角度值为正值时，旋转方向为逆时针。 

18 – FlipHoriz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FLIPHORIZ 
翻转图像的左右。 

19 – FlipVert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FLIPVERT 
翻转图像的上下。 

20 – FlipBoth  视觉常数： VISION_OPERATION_FLIPBOTH 
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翻转图像。 

21 – ColorFilter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COLORFILTER 
使用彩色模型进行图像滤波。 

22 – SubtractAbs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SUBTRACTABS 
返回输入图像 1 和输入图像 2 的绝对差分图像。 

23 – Zoom 视觉常数：VISION_OPERATION_ZOOM 
放大/缩小图像。 

默认值：1 – Open 
 
详细说明 

操作设置可按如下所述进行分组。 

形态 
Open、Close、Erode、Dilate 

形态处理使用灰度级。利用 Polarity 属性设置以 Dark 还是 Light 的亮度进行操作。比如，在明亮的背

景下处理暗的目标时，将 Polarity 属性设为 “1 – DarkOnLight” 目。如果在同一图像中将 Polarity 设

为 “2 – LightOnDark” 見，执行 Erode 时，目标的明亮部分则会消失，暗的部分会看起来比较扩散，

就像 Dilate（膨胀）那样。由 Iterations 属性设置操作的执行次数。 
卷积 
Smooth、Sharpen1、Sharpen2、HorizEdge、VertEdge、EdgeDetect1、EdgeDetect2、LaPlaceEdge1、
LaPlaceEdge2、Thin、Thicken 

利用 Polarity 属性设置 Thin 和 Thicken 操作时使用的亮度。由 Iterations 属性设置操作的执行次数。 
图像操作 
Rotate、FlipHoriz、FlipVert、FlipBoth 

设置二值化的阈值 
Binarize 

利用 ThresholdLow 和 ThresholdHigh 确定灰度级的哪个范围为黑或白。2 个阈值之间的灰度级值为全

黑，其它值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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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间运算 

SubtractAbs 

计算 ImageBuffer1属性中设置的图像缓存和 ImageBuffer2属性中设置的图像缓存之间的差分图像（绝

对值）。 

滤色镜 
可对滤色和背景色进行示教。执行期间 ImageOp 工具可用于按图像 ROI 确认各像素颜色。如果像素

颜色处在滤色指定的容许范围内，像素则不发生变化。如果超出容许范围，像素颜色则变为指定的

背景色。 
 
参阅 

ImageOp 目标、Iteration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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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获取条形码的方向。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Orientation, position 
VSet  Sequence.Object.Orientation, position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值或表达式 
 
值 

通过以下数值设置期望的条形码方向。 

1 – 纵横 (VISION_ORIENT_BOTH) 

2 – 横 (VISION_ORIENT_HORIZ) 

3 – 纵 (VISION_ORIENT_VERT)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期待的条形码方向。 

 
参阅 

CodeReader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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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ngleEnabled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Frame 
 
说明 

就像两点帧时那样，不基于 OriginPoint 属性与 YaxisPoint 属性之间的矢量旋转，可在帧上使用使原

点目标角度旋转的单点帧。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OriginAngleEnabled, var 

VSet  Sequence.Object.OriginAngleEnabled,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 – False 帧不会影响 OriginPoint 目标的角度。 

1 – True 帧根据 OriginPoint 目标的角度旋转。 

默认值 0 – False  
 
详细说明 

将 OriginAngleEnabled 属性设置为 True，帧和 OriginPoint 目标的角度一起旋转。比如，如果将

OriginPoint 设为 “Polar” 目标并将 OriginAngleEnabled 设为 “1 – True”，帧则按该 Polar 目标的角度

进行旋转。 
YAxisObject 设置为 “Screen” 以外的值时，优先 YaxisObject 的设置。 

 
参阅 

Frame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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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PntObjResul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Frame 
 
说明 

用于根据由 OriginPoint 属性指定的视觉目标指定要使用的结果。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OriginPntObjResul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OriginPntObjResul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值的范围： 1–OriginPoint 的 NumberToFind 值。 
将 OriginPoint 设为 “Screen” 时，值为 “1”。 

 
详细说明 

使用 OriginPntObjResult 属性，将 “1” 以外的结果编号指定为 Frame 目标的 OriginPoint。 

 
参阅 

OriginPoint 属性、YAxisPoint 属性、YAxisObjResult 属性、Frame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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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Poin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Frame 
 
说明 

用于定义用作 Frame 目标原点的视觉目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OriginPoin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OriginPoin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如下所示为可指定为 OriginPoint 属性的视觉目标。 
Blob、Correlation、Edge、Line、Point 等各目标。OriginPoint 也可以将 Frame 的 “Screen”
位置作为基准。 

 
值 

Screen 或在 Frame 目标之前执行并返回 PixelX 和 PixelY 结果的目标 

默认值：   Screen 
 

 
详细说明 

如果最初将 Frame 目标拖拽到 Vision Guide 窗口的图像显示区域，OriginPoint 属性则被设为默

认的 “Screen”。但由于 Frame 目标通常都与其它视觉目标相关联，因此，需要设置 OriginPoint
和 YaxisPoint。可通过设置这 2 个属性将其它目标的基准帧用于定位基准。将特定的对象物用于

部件的基准点检测（基准帧的定义）时，该功能是非常便利的。可将其它视觉目标工具定位到与

由此定义的帧位置有关的图像中。 
OriginPoint 和 YAxisPoint 属性相互组合来定义视觉帧。（OriginPoint 用于定义原点，YAxisPoint 用
于定义 Y 轴方向。） 
在各视觉序列中，仅可将该视觉序列中 Frame 目标之前执行的视觉目标选为 OriginPoint，敬请注意。

（可利用序列标签变更视觉目标的执行顺序。） 
要从 GUI 变更为 OriginPoint 属性时，单击属性设定值字段。会在下拉列表中显示可定义为 Frame 原

点的视觉目标。（包括默认的 “Screen”。）如果选择其一，则会自动设为原点。 
利用目标标签设置 OriginPoint 属性时，下拉列表中仅显示在 Frame 目标之前定义的目标。这是为了

防止错误地将未定义的目标定义为原点。 



OriginPoin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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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Guide 自动检查可选为 OriginPoint 的视觉目标。下拉列表中仅显示可选择的目标名称。 

 
参阅 

Frame 目标、YAxisPoint 属性、目标标签 



 Overlapped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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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apped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返回多次检测的目标是否和其他目标重合。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Overlapped, var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获取结果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值 

True：重合 
False：不重合 

 
详细说明 

返回多次检测的工件是否和其他工件重合。重合可通过模型窗口的重合检测出来。将 NumberToFind
设置为 2 以上，检测多个工件，可获取各个工件是否重合的判定结果。 

 
参阅 

Geometric 目标、NumberToFind 属性、RejectOnEdge 属性 
 



PassColor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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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Color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所有的视觉目标 
 
说明 

设置、返回目标检测结果为 Pass 时的颜色。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assColor,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PassColor,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字符串表达式 
 
值 

表示颜色名称的字符串 

默认值：LightGreen 
 
详细说明 

目标检测结果为 Pass 时，指定显示目标的颜色。 

 
参阅 

Found 结果、Graphics 属性、FailColor 属性 
 



 Passed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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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d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 
 
说明 

用于返回是否检测到指定目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assed[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0 – False 没有检测到目标。 

1 – True 检测到目标。 
 
详细说明 

AllFound 结果在判断可否检测到指定目标时使用。例如，Blob 目标的 PassType 设置为 AllFound 时，

检测到指定为 NumberToFind 的目标数量时，本结果返回 True。 
 

参阅 

AllPassed 结果、PassColor 属性、PassType 属性、序列标签、视觉序列  
 



PassTyp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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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Typ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所有的视觉目标 
 
说明 

设置、返回目标检测结果为 Pass 的条件。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assTyp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PassTyp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值或表达式 
 
值 

1– SomeFound  视觉常数：VISION_PASSTYPE_SOMEFOUND 
找到 1 个以上目标时设为 Pass。 

2– AllFound  视觉常数：VISION_PASSTYPE_ALLFOUND 
找到期待数量的(NumberToFind)目标时设为 Pass。 

3– SomeNotFound 视觉常数：VISION_PASSTYPE_SOMENOTFOUND 
找到 1 个以上目标，但未达到期待数量时，设为 Pass。 

4– AllNotFound 视觉常数：VISION_PASSTYPE_ALLNOTFOUND 
没有找到 1 个以上目标时设为 Pass。 

默认值： 1– SomeFound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目标检测结果为 Pass 的条件。视觉序列内的所有目标结果为 Pass 时，序列的 AllPassed
结果为 True。 

 
参阅 

Found 结果、Graphics 属性、FailColor 属性、PassColor 属性 



 PDFScanInterval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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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ScanInterval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扫描 PDF417 代码时的扫描线间隔。 

 
详细说明 

设置扫描 PDF417 代码时的扫描线间隔。通过降低设定值可以提高检测精度，但是检测时间会延长。 
设置范围为 1~PDF417 的高度、宽度 

默认值：10 
 
参阅 

CodeReader 目标 



Perimeter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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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meter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 
 
说明 

以像素长度返回已检测 Blob 的周长。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erimeter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返回实数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以像素长度返回已检测 Blob 的周长。（有孔时，包含孔的边缘长度。) 
 
参阅 

Blob 目标、Compactness 结果、Holes 结果、Roughness 结果、目标标签 



 PixelLength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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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Length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以像素为单位返回直线的长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ixelLength,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返回实数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与 Length 结果不同，PixelLength 结果即使不进行校准也返回值。这是因为单位为像素时不需要校准

的缘故。想要了解 mm 单位的长度时，需要单独或以机器人为基础进行校准。 
 
统计 

PixelLength 结果可使用下述“统计工具”。 

PixelLengthMax、PixelLengthMean、PixelLengthMin、PixelLengthStdDev 

有关统计工具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阅“Vision Guide”的“Vision Guide 统计的使用方法”。 

 
参阅 

Length 结果、Line 目标、目标标签、校准 



PixelLine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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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Line 结果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以像素为单位返回 (X1, Y1)–(X2, Y2) 的 4 个直线坐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ixelLine, X1, Y1, X2, Y2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X1 表示由 Object 指定的 Line 目标起点的 X 坐标位置的实数变量 

Y1 表示由 Object 指定的 Line 目标起点的 Y 坐标位置的实数变量 

X2 表示由 Object 指定的 Line 目标终点的 X 坐标位置的实数变量 

Y2 表示由 Object 指定的 Line 目标终点的 Y 坐标位置的实数变量 
 
值 

X1 , X2 1–“图像宽度”的实数变量（单位：像素） 

Y1 , Y2 1–“图像高度”的实数变量（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PixelLine 结果用于返回已指定 Line 目标起点和终点的 X1、Y1、X2、Y2 像素坐标数据，属于仅在

程序执行期间的结果。 

PixelLine 结果用于返回与 PixelX1、PixelY1、PixelX2、PixelY2 等各结果相同的信息，但 1 次调用即

可获取所有 4 个数据。 

 
参阅 

Line 目标、PixelX1 结果、PixelX2 结果、PixelY1 结果、PixelY2 结果、RobotXYU 结果、RobotU
结果、RobotX 结果、RobotY 结果、目标标签 

 



 PixelRadiu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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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Radius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ArcFinder 
 
说明 

返回 已检测圆弧的半径 [ 单位：像素 ]。 
 
用法 

VGet  Sequence.RobotPos, var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表示半径 [ 单位：像素 ] 的实数值 
 
详细说明 

以实数值返回 已检测圆弧的半径 [ 单位：像素 ]。 
 
参阅 

ArcFinder 目标、目标标签 



PixelX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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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X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Point、Polar 
 
说明 

用于以像素为单位返回检测部件位置的 X 坐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ixelX [(result)],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最小值：0 
摄像机的最大 X 分辨率 − 1 

 
详细说明 

PixelX 结果为目标图像坐标系的 X 坐标。其值是以亚像素为单位的实数。 
 
统计 

PixelX 结果可使用下述“统计工具”。 

PixelXMax、PixelXMean、PixelXMin、PixelXStdDev 

有关统计工具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阅“Vision Guide”的“Vision Guide 统计的使用方法”。 

 
参阅 

Angle 结果、Blob 目标、CameraX 结果、CameraXYU 结果、Correlation 目标、Edge 目标、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PixelXYU 结果、Point 目标、Polar 目标、RobotX 结果、RobotXYU 结果、

目标标签 

 



 PixelX1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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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X1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以像素为单位返回直线起点的 X 坐标位置 (X1)。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ixelX1,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最小值：0 
摄像机的最大 X 分辨率 − 1 

 
详细说明 

直线有起点和终点。PixelX1 和 PixelX2 结果表示所指定 Line 目标起点 (X1,Y1) 和终点 (X2,Y2) 的
X 坐标位置。由于 Line 目标的起点和终点可分配给其它视觉目标，因此，坐标数据的组合、

(PixelX1,PixelY1)和 (PixelX2,PixelY2) 说不定是与其它视觉目标的 PixelX 和 PixelY 结果一致的像素

坐标位置。比如，由 Correlation 目标定义 Line 目标的起点时，该 Correlation 目标的 (PixelX,PixelY)
结果与定义起点的 Line 目标的 (PixelX1,PixelY1) 结果一致。 

 
参阅 

Angle 结果、Line 目标、PixelX 结果、PixelX2 结果、PixelY 结果、PixelY1 结果、PixelY2 结果、

RobotX 结果、RobotXYU 结果、X1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目标标签 

 



PixelX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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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X2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以像素为单位返回直线终点的 X 坐标位置 (X2)。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ixelX2,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最小值：0 
摄像机的最大 X 分辨率 − 1 

 
详细说明 

直线有起点和终点。PixelX1 和 PixelX2 结果表示所指定 Line 目标起点 (X1,Y1) 和终点 (X2,Y2) 的
X 坐标位置。由于 Line 目标的起点和终点可分配给其它视觉目标，因此，坐标数据的组合、

(PixelX1,PixelY1) 和 (PixelX2,PixelY2) 说不定是与其它视觉目标的 PixelX 和 PixelY 结果一致的像

素坐标位置。比如，由 Correlation 目标定义 Line 目标的终点时，该 Correlation 目标的 (PixelX,PixelY)
结果与定义终点的 Line 目标的 (PixelX2,PixelY2) 结果一致。 

 
参阅 

Angle 结果、Line 目标、PixelX 结果、PixelX1 结果、PixelY 结果、PixelY1 结果、PixelY2 结果、

RobotX 结果、RobotXYU 结果、X1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目标标签 

 



 PixelXYU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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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XYU 结果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Point、Polar 
 
说明 

用于返回检测部件位置图像坐标系上的 PixelX 坐标、PixelY 坐标、PixelU 坐标（旋转角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ixelXYU [ (result) ] , found, xVar, yVar, u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found 表示是否检测到要检索部件的 Boolean 型变量 

xVar 表示部件 X 像素坐标位置的实数变量 

yVar 表示部件 Y 像素坐标位置的实数变量 

uVar 表示部件相对于图像坐标系的角度的实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found found 表示 True 或 False 的 Boolean 型数值 

xVar 以像素为单位的实数 

yVar 以像素为单位的实数 

uVar 表示度数的实数 
 
详细说明 

PixelXYU 结果用于返回图像坐标系上的坐标。 

 
参阅 

Angle 结果、Blob 目标、CameraX 结果、CameraY 结果、CameraXYU 结果、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Point 目标、Polor 目标、RobotX 结果、RobotY 结果、RobotU 结果、RobotXYU 结果 

 



PixelY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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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Y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Point、Polar 
 
说明 

用于以像素为单位返回检测部件位置的 Y 坐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ixelY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最小值：0 
摄像机的最大 Y 分辨率 − 1 

 
详细说明 

PixelY 结果为目标图像坐标系的 Y 坐标。其值是以亚像素为单位的实数。 
 
统计 

PixelY 结果可使用下述“统计工具”。 

PixelYMax、PixelYMean、PixelYMin、PixelYStdDev 

有关统计工具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阅“Vision Guide”的“Vision Guide 统计的使用方法”。 

 
参阅 

Angle 结果、Blob 目标、CameraXYU 结果、CameraY 结果、Correlation 目标、Edge 目标、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PixelXYU 结果、Point 目标、Polor 目标、RobotX 结果、RobotXYU 结果、

目标标签 

 



 PixelY1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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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Y1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以像素为单位返回直线起点的 Y 坐标位置 (Y1)。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ixelY1,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最小值：0 
摄像机的最大 Y 分辨率 − 1 

 
详细说明 

直线有起点和终点。RobotX1 和 RobotX2 结果表示所指定 Line 目标起点(Y1)和终点 (Y2) 的 Y 坐标

位置。由于 Line 目标的起点和终点可分配给其它视觉目标，因此，坐标数据的组合、(PixelX1,PixelY1)
和 (PixelX2,PixelY2) 说不定是与其它视觉目标的 PixelX 和 PixelY 结果一致的像素坐标位置。比如，

由 Correlation 目标定义 Line 目标的起点时，该 Correlation 目标的 (PixelX,PixelY) 结果与定义起点

的 Line 目标的 (PixelX1,PixelY1) 结果一致。 
 
参阅 

Angle 结果、Line 目标、PixelX 结果、PixelX1 结果、PixelY 结果、PixelY2 结果、RobotY 结果、

RobotXYU 结果、X1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目标标签 

 



PixelY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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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elY2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用于以像素为单位返回直线终点的 Y 坐标位置 (Y2)。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ixelY2,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最小值：0 
摄像机的最大 Y 分辨率 − 1 

 
详细说明 

直线有起点和终点。RobotX1 和 RobotX2 结果表示所指定 Line 目标起点 (Y1) 和终点 (Y2) 的 Y 坐

标位置。由于Line目标的起点和终点可分配给其它视觉目标，因此，坐标数据的组合、(PixelX1,PixelY1)
和 (PixelX2,PixelY2) 说不定是与其它视觉目标的 PixelX 和 PixelY 结果一致的像素坐标位置。比如，

由 Correlation 目标定义 Line 目标的终点时，该 Correlation 目标的 (PixelX,PixelY) 结果与定义终点

的 Line 目标的 (PixelX2,PixelY2) 结果一致。 
 
参阅 

Angle 结果、Line 目标、PixelX 结果、PixelX1 结果、PixelX2 结果、PixelY 结果、PixelY1 结果、

RobotY 结果、RobotXYU 结果、X1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目标标签 

 



 PointsTaugh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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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Taught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返回视觉校准点的示教状态 

 
用法 

VGet  Calibration.PointsTaught, var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值 

0 – False  没有进行点示教。 

1 – True 进行点示教。 
 
详细说明 

如果 PointsTaught 属性为 “1 – True”，则不能执行校准。利用 Vision Guide GUI 的校准标签进行校

准点示教时，该属性自动被设为 “1 – True”。 
 
参阅 

CalComplete 结果、ShowConfirmation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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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Typ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Point 
 

 
说明 

设置、返回 Point 目标以哪个位置为基准。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ointTyp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PointTyp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 – Screen 以屏幕画面上的位置为基准，设置 Point 目标的位置。 

1 – MidPoint 以该 Point 的 LineObject1 选择的 Line 目标中心为基准，设置 Point 目标的位置。 

2 – Intersection 以该 Point 的 LineObject1 和 LineObject2 定义的 2 条直线的交点为基准，设置 Point
目标的位置。 

默认值： 0 – Screen 
 
详细说明 

Point 目标用于定义 1 条或多条直线的中点或交点。这是 Point 目标的主要作用。PointType 属性用于

定义以 Point 名表为基准的位置。如上所述，包括 3 个选项。 
0 – Screen Point 目标的默认值。如果生成 Point 目标，则会设置该值，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

会将 PointType 属性设为该值。 

1 – MidPoint 将点定位于 LineObject1 属性定义的直线的中点上。如果在未利用 LineObject1 属性

指定直线的状态下将 PointType 设为 “1 – MidPoint”，则会出现显示“LineObject1 不

存在”的错误对话框。(不能定义不存在的直线中点。) 

2 – Intersection 将点定位于 LineObject1 和 LineObject2 属性定义的直线的交点上。如果在未利用

LineObject1 或 LineObject2 属性指定直线的状态下将 PointType 设为 “2 – 
Intersection”，则会出现显示“形成交点的直线中有一条直线不存在”的错误对话框。 

2 条直线的交点未必位于这些直线的起点与终点之间。交点可位于 2 条直线或其中一条直线的虚拟延

长线上。 
参阅 

LineObject1 属性、LineObject2 属性、Point 目标、目标标签 



 Polarity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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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ity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deReader、Edge、ImageOp、LineFinder、ArcFinder 
 
说明 

为 Blob 目标和 ImageOp 目标时，Polarity 用于定义目标与背景之间的差异。 

为 Edge 目标、LineFinder 目标、ArcFinder 目标时，Polarity 用于定义边缘的方向。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Polarity, var 

VSet  Sequence.Object.Polarity,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Edge: 1 – LightToDark 视觉常数：VISION_POLARITY_DARK 
检索从亮变暗的边缘。 

 2 – DarkToLight 视觉常数：VISION_POLARITY_LIGHT 
检索从暗变亮的边缘。 

Blob: 1 – DarkOnLight 视觉常数：VISION_POLARITY_DARK 
检索亮背景下的暗 Blob。 

 2 – LightOnDark 视觉常数：VISION_POLARITY_LIGHT 
检索暗背景下的亮 Blob。 

ImageOp: 1 – DarkOnLight 视觉常数：VISION_POLARITY_DARK 
对暗目标进行操作。 

 2 – LightOnDark 视觉常数：VISION_POLARITY_LIGHT 
对亮目标进行操作。 

CodeReader 1 – DarkOnLight 视觉常数：VISION_POLARITY_DARK 
检索亮背景下的暗代码。 

 2 – LightOnDark 视觉常数：VISION_POLARITY_LIGHT 
检索暗背景下的亮代码。 

LineFinder： 1 – LightToDark 视觉常数：VISION_POLARITY_DARK 
检索从亮变暗的边缘。 

 2 – DarkToLight 视觉常数：VISION_POLARITY_LIGHT 
检索从暗变亮的边缘。 

ArcFinder： 1 – LightToDark 视觉常数：VISION_POLARITY_DARK 
检索从亮变暗的边缘。 

 2 – DarkToLight 视觉常数：VISION_POLARITY_LIGHT 
检索从暗变亮的边缘。 

默认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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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 

由于 Polarity 属性用于定义 Edge 和 Blob 目标的主要参数，因此对于这些目标来说，是重要的属性。  
为 Edge 工具时，Polarity 用于根据边缘检索方向定义边缘亮度的变化。 

为 Blob 目标时，Polarity 是至关重要的。视觉系统需要指定是在暗背景下检索亮目标，还是在亮背

景下检索暗目标。如果未对 Polarity 属性进行适当的设置，则会从 Blob 目标返回不适当的结果。如

果 Blob 目标可用于检测亮背景下的暗目标，则也可以检测暗背景下的亮目标。  
ThresholdHigh 和 ThresholdLow 属性均为在 Blob 检索中效果非常好的 Blob 目标工具。详情请参阅

“ThresholdHigh 属性”和“ThresholdLow 属性”项目。 
 
参阅 

Blob目标、CodeReader 目标、Direction 属性、Edge 目标、ImageOp目标、LineFinder 目标、ArcFinder
目标、ThresholdLow 属性、ThresholdHigh 属性、目标标签 



 QRLargeSiz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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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LargeSize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相对于视野 QR 码过大时，将本属性设置为 True。 
 
详细说明 

相对于视野 QR 码过大时，将本属性设置为 True，检测率可能提高。 

设置范围：True / False 
默认值：False 

 
参阅 

CodeReader 目标、QRMinContrast 属性、QRMinLength 属性、QRNarrowQuietZone 属性、

QROutputID 属性 



QRMinContras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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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MinContrast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扫描 QR 码时的最小对比度。 
 
详细说明 

设置扫描 QR 码时的最小对比度。减小设定值可以检测到对比度低的代码，但是也会增加误检测，

检测时间延长。 
设置范围：30–255 
默认值：64 

 
参阅 

CodeReader目标、QRLargeSize属性、QRMinLength属性、QRNarrowQuietZone属性、QROutputID
属性 



 QRMinLength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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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MinLength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 QR 码的最小尺寸。 
 
详细说明 

设置 QR 码的最小尺寸。减小设定值可以检测到小尺寸的 QR 码，但是检测时间会延长。 
设置范围：36–999 像素 
默认值：46 

 
参阅 

CodeReader 目标、QRLargeSize 属性、QRMinContrast 属性、QRNarrowQuietZone 属性、

QROutputID 属性 
 
 



QRNarrowQuietZon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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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NarrowQuietZone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 QR 码空白区的宽度（普通、狭窄）。 
 
详细说明 

设置 QR 码空白区的宽度（普通、狭窄）。设置为 True 时，空白区被设置为狭窄，设置为 False 时，

空白区被设置为普通宽度。 
设置范围：True / False 
默认值：False 

 
参阅 

CodeReader 目标、QRLargeSize 属性、QRMinContrast 属性、QRMinLength 属性、QROutputID
属性 



 QROutputID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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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OutputID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 QR 码的扫描结果中是否包含数据载波识别符。 
 
详细说明 

设置 QR 码的扫描结果中是否包含数据载波识别符。 

本版本中，数据载波识别符固定为“]Q0”。 

设置范围：True / False 
默认值：False 

 
参阅 

CodeReader 目标、QRLargeSize 属性、QRMinContrast 属性、QRMinLength 属性、

QRNarrowQuietZon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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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us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ColorMatch、Polar 
 
说明 

用于定义 ColorMatch 目标、Polar 目标的中心点–目标检索环外侧之间的距离。（下图：Polar 目标） 

 厚度 
到目标检索环外侧的 

距离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adius,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值 

目标的中心点–目标检索环外侧之间的距离（单位：像素） 

默认值：50 
 
详细说明 

该属性用于设置目标的半径。 

Polar 搜索目标主要用于处理圆形图像。Radius 属性用于定义 Polar 目标使用的环的大小。Radius 属

性与 Thickness 属性一起用于定义 Polar 目标搜索窗口的大小。 
由使用 Polar 目标的具体方法来确定 Polar 目标检索所需的大小。比如，用于检查齿轮的齿时，将 Polar
目标的大小设置得略大于要检查的齿轮。但因检测图像的指定部件角度而使用 Polar 目标时，小于上

述大小便已充分。Polar 目标的搜索窗口越小，Polar 搜索的执行时间越短。 
 
参阅 

CenterPoint 属性、CenterX 属性、CenterY 属性、ColorMatch 目标、Polar 目标、Thickness 属性、

目标标签 

 



 RadiusInner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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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usInner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ArcFinder 
 
说明 

设置、返回检测范围的内径。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adiusInner, var 
VSet  Sequence.Object.RadiusInner,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值或表达式 
 
值 

5 – RadiusOuter 的实数值 

默认值：50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检测范围的内径。从视觉指南 GUI 用鼠标拖动搜索区域，可更改设置。此时，本属性值

将自动更新。 
 
参阅 

ArcFinder 目标、RadiusOuter 属性、Direction 属性 
 



RadiusOuter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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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usOuter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ArcFinder 
 
说明 

设置、返回检测范围的外径。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adiusOuter, var 
VSet  Sequence.Object.RadiusOuter,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值或表达式 
 
值 

10 以上，且大于 RadiusInner 的实数值 

默认值：100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检测范围的外径。从视觉指南 GUI 用鼠标拖动搜索区域，可更改设置。此时，本属性值

将自动更新。 
 
参阅 

ArcFinder 目标、RadiusInner 属性、Direction 属性 
 
 



 RejectOnEdge 属性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191 

RejectOnEdg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Geometric、DefectFinder 
 
说明 

用于设置是否忽略在搜索窗口的边缘检测到的目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ejectOnEdg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RejectOnEdg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Boolean 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0 – False 不忽略在搜索窗口的边缘检测到的目标。 

1 – True 忽略在搜索窗口的边缘检测到的目标。 

默认值： 0 – False  
 
详细说明 

搜索可能位于搜索窗口外侧的目标时，如果将 RejectOnEdge 设为 “1 – True”，则检测不

到位于外侧的目标。比如，查找 Blob 的中心时，如果 Blob 的一部分伸到搜索窗口之外，则不能

检测到 Blob 的正确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通过 RejectOnEdge 的设置设为无视结果。 
 
参阅 

Blob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FoundOnEdge 结果、Geometric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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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Type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校准中使用的基准点类型。 

 
用法 

VGet  Calibration.ReferenceType, var 

VSet  Calibration.ReferenceType,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 – Tught Points 视觉常数：VISION_REFTYPE_TAUGHTPOINTS 
示教点 

2 – Upward Camera 视觉常数：VISION_REFTYPE_UPWARDCAMERA 
向上摄像机 

默认值：1 – Taght Points 
 
详细说明 

校准中使用的基准点是由机器人坐标指定的点。如果指定示教点，则对机器人进行步进动作，手动

示教基准点。如果指定向上摄像机，则使用已校准的向上摄像机检测基准点。这是最正确的方法。 
 
参阅 

PointsTaught 结果、CameraOrientation 属性、TwoPointReference 属性 



 Reversed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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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sed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返回检测目标的极性。 

 
用法 

VGet  Sequence.Reversed, var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值 

True：检测到与示教模型黑白反转的目标 
False：检测到与示教模型相同极性的目标 

 
详细说明 

用于返回检测目标的极性。所谓极性，比如示教模型为白底黑工件时，与检测到与示教时同样为白

底黑工件，本结果将返回 False，如果检测到黑底白工件，则返回 True。 
 
参阅 

Geometric 目标、SearchRever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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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Accel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校准期间使用的机器人的 PTP 动作加速度。 

 
用法 

VGet  Calibration.RobotAccel, var 

VSet  Calibration.RobotAccel,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99 的整数值（单位%） 

默认值：10 
 
详细说明 

使用 RobotAccel 将校准的速度调节为要设置的 RobotSpeed。在更精密的系统中，使用较慢的速度和

加速度。机器人的动作可能会导致摄像机振动，因此，请注意不要影响正确的校准。 
 
参阅 

Accel、RobotSpeed 属性、Speed  

 



 RobotArm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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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Arm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在视觉校准中进行点示教时使用的机械臂。 

 
用法 

VGet  Calibration.RobotArm, var 

VSet  Calibration.RobotArm,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15 的整数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RobotArm 用于指定视觉校准的示教处理期间使用的机械臂定义。 

 
参阅 

RobotLocal、RobotTool 



RobotLimZ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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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LimZ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使用移动摄像机时，用于设置或返回校准期间使用的机器人的 LimZ 值。 

 
用法 

VGet  Calibration.RobotLimZ, var 

VSet  Calibration.RobotLimZ, valu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999–999 的实值（单位：mm）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RobotLimZ 用于指定移动摄像机校准的最初动作使用的 LimZ 值（仅 SCARA 机器人）。 

移动摄像机校准期间，机器人移动到最初校准点时，使用 Jump 命令。RobotLimZ 可用于限制机器人

利用 Jump 命令进行动作的 Z 轴方向距离。 
 
参阅 

Accel、RobotSpeed 属性、Speed 



 RobotLocal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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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Local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进行视觉校准点示教时使用的本地坐标。 

 
用法 

VGet  Calibration.RobotLocal, var 

VSet  Calibration.RobotLocal,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15 的整数值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RobotLocal 用于指定视觉校准的示教处理期间使用的本地机器人坐标。 

 
参阅 

RobotArm、RobotTool 

 



RobotNumber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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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Number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视觉校准使用的机器人编号。 

 
用法 

VGet  Calibration.RobotNumber, var 
VSet  Calibration.RobotNumber,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表示 1 以上的、系统中存在的机器人编号的整数值 

 
详细说明 

RobotNumber 用于指定对哪个机器人进行视觉校准。 

 
参阅 

RobotArm、RobotLocal、RobotTool  



 RobotPo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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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Pos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设置视觉序列结果使用的机器人位置、姿势。 

 
用法 

VSet  Sequence.RobotPos, position 

Sequence  表示序列的字符串变量 

posision 表示属性值的点数据 
 
值 

表示执行 VRun 时的机器人位置、姿势的点数据 

 
详细说明 

RobotPos 用于指定执行 VRun 摄影时的机器人位置、姿势。因为一般情况下执行 VRun 时和摄像时

的机器人位置、姿势相同，无需设置本属性值。但是，和实时 I/O 功能一起使用视觉时，执行 VRun
时的机器人位置、姿势和摄像时的机器人位置、姿势不同。这种情况，需要使用本属性，设置实际

摄像时的机器人位置、姿势。 
 
参阅 

EPSON RC+ 7.0 用户指南 实时 I/O 功能 



RobotSpeed 属性 
 

200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RobotSpeed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校准期间使用的机器人的 PTP 动作速度。 

 
用法 

VGet  Calibration.RobotSpeed, var 

VSet  Calibration.RobotSpeed,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100 的整数值（单位%） 

默认值：10 
 
详细说明 

使用 RobotSpeed 将校准的速度调节为要设置的 RobotAccel。在更精密的系统中，使用较慢的速度和

加速度。机器人的动作可能会导致摄像机振动，因此，请注意不要影响正确的校准。 
 
参阅 

Accel、RobotAccel 属性、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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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Tool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进行视觉校准点示教时使用的机器人工具。 

 
用法 

VGet  Calibration.RobotTool, var 

VSet  Calibration.RobotTool,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15 的整数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RobotTool 用于指定视觉校准的示教处理期间使用的工具。 

 
参阅 

RobotArm、Robot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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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U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Geometric、Line、Polar、LineFinder、ArcFinder、DefectFinder 
 
说明 

用于返回机器人坐标系中的检测部件的 U 旋转角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obotU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以角度为单位表示的实数变量（未进行校准时为 0） 

 
详细说明 

从通过机器人坐标系位置返回结果方面看，RobotU 结果不同于 Angle 结果。因此，RobotU 结果适合

于机器人导航应用软件。但实际上，机器人导航应用软件使用的是 RobotXYU 这样的特殊结果。不

论是否检测到部件，RobotXYU 结果都会返回 U、X 或 Y 等坐标位置。详情请参阅“RobotXYU 结

果”项目。 
RobotU 结果仅用于运算事先在机器人坐标系中进行校准的视觉序列。视觉序列未经过事先校准时，

RobotU 结果将向所有字段返回 “0”。 
 
统计 

RobotU 结果可使用下述“统计工具”。 

RobotUMax、RobotUMean、RobotUMin、RobotUStdDev 

有关统计工具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阅“Vision Guide”的“Vision Guide 统计的使用方法”。 

 
参阅 

Angle 结果、Blob 目标、CameraXYU 结果、Correlation 目标、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Line
目标、PixelXYU 结果、Polar 目标、RobotX 结果、RobotY 结果、RobotXYU 结果、LineFinder 目
标、ArcFinder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 

 



 RobotX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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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X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Point、Polar、DefectFinder 
 
说明 

用于返回机器人坐标系上的检测部件的 X 坐标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obotX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以 mm 为单位表示的实数变量（未进行校准时为 0） 

 
详细说明 

RobotX 结果用于返回机器人坐标系上的检测部件的 X 坐标位置。因此，RobotX 结果适合于机器人

导航应用软件。但实际上，机器人导航应用软件使用的是 RobotXYU 这样的特殊结果。不论是否检

测到部件，RobotXYU 结果都会返回 X、Y 或 U 等坐标位置。详情请参阅“RobotXYU”结果项目。” 
以 mm 为单位返回 RobotX 结果。 

RobotX 结果仅用于运算事先在机器人坐标系中进行校准的视觉序列。视觉序列未进行校准时，

RobotX 结果会发生错误。 
 
统计 

RobotX 结果可使用下述“统计工具”。 

RobotXMax、RobotXMean、RobotXMin、RobotXStdDev 

有关统计工具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阅 “Vision Guide” 的“Vision Guide 统计的使用方法”。 

 
参阅 

Angle 结果、Blob 目标、CameraXYU 结果、Correlation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Edge 目标、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PixelXYU 结果、Point 目标、Polar 目标、RobotY 结果、RobotU 结果、

RobotXYU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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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X1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LineFinder 
 
说明 

用于返回机器人坐标系中的 Line 目标起点的 X 坐标位置 (X1)。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obotX1,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返回实数值（单位：mm）。 

 
详细说明 

直线有起点和终点。RobotX1 和 RobotX2 结果表示所指定 Line 目标起点 (X1,Y1) 和终点 (X2,Y2)
的 X 坐标位置。由于 Line 目标的起点和终点可分配给其它视觉目标，因此，坐标数据的组合、

(RobotX1,RobotY1) 和 (RobotX2,RobotY2) 说不定是与其它视觉目标的 RobotX 和 RobotY 结果一致

的像素坐标位置。也就是说，如果利用某个 Correlation 目标定义 Line 目标的起点，该 Correlation 目

标的(RobotX,RobotY)结果则与定义起点的 Line 目标的 (RobotX1,RobotY1) 结果一致。 
RobotX1 结果始终以 mm 为单位显示机器人坐标系上的位置。 

RobotX1 结果仅用于运算事先在机器人坐标系中进行校准的视觉序列。视觉序列未进行校准时，

RobotX1 结果会发生错误。 
 
参阅 

Angle 结果、Line 目标、LineFinder 目标、目标标签、PixelX 结果、PixelX1 结果、PixelX2 结果、

PixelY 结果、PixelY1 结果、PixelY2 结果、RobotX 结果、RobotX2 结果、RobotXYU 结果、RobotY
结果、RobotY1 结果、X1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 



 RobotX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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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X2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LineFinder 
 
说明 

用于返回机器人坐标系中的 Line 目标终点的 X 坐标位置(X2)。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obotX2,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返回实数值（单位：mm）。 

 
详细说明 

直线有起点和终点。RobotX1 和 RobotX2 结果表示所指定 Line 目标起点 (X1,Y1) 和终点 (X2,Y2)
的 X 坐标位置。由于 Line 目标的起点和终点可分配给其它视觉目标，因此，坐标数据的组合、

(RobotX1,RobotY1) 和 (RobotX2,RobotY2) 说不定是与其它视觉目标的 RobotX 和 RobotY 结果一致

的像素坐标位置。也就是说，如果利用某个 Correlation 目标定义 Line 目标的终点，该 Correlation 目

标的 (RobotX,RobotY) 结果则与定义终点的 Line 目标的 (RobotX2,RobotY2) 结果一致。 
RobotX2 结果始终以 mm 为单位显示机器人坐标系上的位置。 

RobotX2 结果仅用于运算事先在机器人坐标系中进行校准的视觉序列。视觉序列未进行校准时，

RobotX2 结果会发生错误。 
 
参阅 

Angle 结果、Line 目标、LineFinder 目标、目标标签、PixelX 结果、PixelX1 结果、PixelY 结果、

PixelY1 结果、PixelY2 结果、RobotX 结果、RobotX1 结果、RobotXYU 结果、RobotY 结果、RobotY1
结果、RobotY2 结果、X1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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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XYU 结果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Point、Polar、DefectFinder 
 
说明 

用于返回机器人坐标系中的检测部件位置的 RobotX 坐标、RobotY 坐标、RobotU 坐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obotXYU [ (result) ], found, xVar, yVar, u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found 以 Boolean 型变量表示是否检测到检索部件。 

xVar 以实数变量表示检测部件的 X 坐标位置。 

yVar 以实数变量表示检测部件的 Y 坐标位置。 

uVar 以实数变量表示检测部件相对于机器人坐标系的旋转角度。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时，

非常便利。 
 
值 

found True 或 False 

xVar 以 mm 为单位表示的实数 

yVar 以 mm 为单位表示的实数 

uVar 以度为单位表示的实数 
 
详细说明 

从通过机器人位置返回位置结果方面看，RobotXYU 结果不同于 CameraXYU。由于以机器人坐标系

的坐标返回检测部件的位置和角度，因此，RobotXYU 结果是机器人导航应用软件最常用的位置结

果。由于以 mm 为单位测量机器人坐标帧，因此，RobotXYU 结果的 xVar 和 yVar 变量始终以 mm
为单位进行返回。以度为单位返回 uVar。为 Point 目标时，uVar 始终为 0。 
RobotXYU 结果仅用于运算事先在机器人坐标系中进行校准的视觉序列。视觉序列未进行校准时，

RobotXYU 结果会发生错误。 
 
参阅 

Blob 目标、CameraX 结果、CameraY 结果、CameraXYU 结果、Correlation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Edge 目标、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PixelXYU 结果、Point 目标、Polar 目标、RobotX
结果、RobotY 结果、RobotU 结果 



 RobotY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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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Y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Point、Polar、DefectFinder 
 
说明 

用于返回机器人坐标系上的检测部件的 Y 坐标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obotY [ (result) ]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用于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 
 
值 

以 mm 为单位表示的实数 

 
详细说明 

RobotY 结果用于返回机器人坐标系上的检测部件的 Y 坐标位置。因此，RobotY 结果适合于机器人

导航应用软件。但实际上，机器人导航应用软件使用的是 RobotXYU 这样的特殊结果。不论是否检

测到部件，RobotY 结果都会返回 Y、X 或 U 等坐标位置。详情请参阅揜 obotXYU 结果项目。敂 
以 mm 为单位返回 RobotY 结果。 

RobotY 结果仅用于运算事先在机器人坐标系中进行校准的视觉序列。视觉序列未进行校准时，

RobotY 结果会发生错误。 
 
统计 

RobotY 结果可使用下述“统计工具”。 

RobotYMax、RobotYMean、RobotYMin、RobotYStdDev 

有关统计工具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阅 “Vision Guide” 的“Vision Guide 统计的使用方法”。 

 
参阅 

Angle 结果、Blob 目标、CameraXYU 结果、Correlation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Edge 目标、Found
结果、Geometric 目标、PixelXYU 结果、Point 目标、Polar 目标、RobotX 结果、RobotU 结果、

RobotXYU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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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Y1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 Line、LineFinder 
 
说明 

用于返回机器人坐标系中的 Line 目标起点的 Y 坐标位置 (Y1)。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obotY1,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返回实数值（单位：mm）。 

 
详细说明 

直线有起点和终点。RobotY1 和 RobotY2 结果表示所指定 Line 目标起点 (Y1) 和终点 (Y2) 的 Y 坐

标位置。由于 Line 目标的起点和终点可分配给其它视觉目标，因此，坐标数据的组合、

(RobotX1,RobotY1) 和 (RobotX2,RobotY2) 说不定是与其它视觉目标的 RobotX 和 RobotY 结果一致

的像素坐标位置。也就是说，如果利用某个 Correlation 目标定义 Line 目标的起点，该 Correlation 目

标的 (RobotX,RobotY) 结果则与定义起点的 Line 目标的 (RobotX1,RobotY1) 结果一致。 
RobotY1 结果始终以 mm 为单位显示机器人坐标系上的位置。 

RobotY1 结果仅用于运算事先在机器人坐标系中进行校准的视觉序列。视觉序列未进行校准时，

RobotY1 结果会发生错误。 
 
参阅 

Angle 结果、Line 目标、LineFinder 目标、目标标签、PixelX 结果、PixelX1 结果、PixelY 结果、

PixelY1 结果、PixelY2 结果、RobotX 结果、RobotX1 结果、RobotX2 结果、RobotXYU 结果、RobotY
结果、RobotY2 结果、X1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 

 



 RobotY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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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Y2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Line、LineFinder 
 
说明 

用于返回机器人坐标系中的 Line 目标终点的 Y 坐标位置 (Y2)。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obotY2,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返回实数值（单位：mm）。 

 
详细说明 

直线有起点和终点。RobotY1 和 RobotY2 结果表示所指定 Line 目标起点 (Y1) 和终点 (Y2) 的 Y 坐

标位置。由于 Line 目标的起点和终点可分配给其它视觉目标，因此，坐标数据的组合、

(RobotX1,RobotY1) 和 (RobotX2,RobotY2) 说不定是与其它视觉目标的 RobotX 和 RobotY 结果一致

的像素坐标位置。也就是说，如果利用某个 Correlation 目标定义 Line 目标的终点，该 Correlation 目

标的 (RobotX,RobotY) 结果则与定义终点的 Line 目标的 (RobotX2,RobotY2) 结果一致。 
RobotY2 结果始终以 mm 为单位显示机器人坐标系上的位置。 

RobotY2 结果仅用于运算事先在机器人坐标系中进行校准的视觉序列。视觉序列未进行校准时，

RobotY2 结果会发生错误。 
 
参阅 

Angle 结果、Line 目标、LineFinder 目标、目标标签、PixelX 结果、PixelX1 结果、PixelX2 结果、

PixelY 结果、PixelY1 结果、PixelY2 结果、RobotX 结果、RobotX1 结果、RobotX2 结果、RobotXYU
结果、RobotY 结果、RobotY1 结果、X1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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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Angl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ImageOp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 ImageOp 目标旋转操作时的旋转角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otationAngl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RotationAngl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RotationAngle 用于设置将 AngleObject 属性设为 “Screen” 时的图像旋转角度。未将 AngleObject 属
性设为 “Screen” 时，RotationAngle 无效。 
角度以正值表示逆时针方向旋转。 

不在旋转的像素为“0（黑）”。 

 
参阅 

AngleObject 属性、ImageOp 目标、Operation 属性 



 Roughness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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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ghness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DefectFinder 
 
说明 

用于返回 Blob 的粗糙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oughness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result 整数结果的范围为 1–NumberToFind 属性的设定值。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

为 CurrentResult。 
 
值 

1.0 以上的实数值 

 
详细说明 

Roughness（粗糙度）为 Blob 表面的不均匀性或不规则性的尺度，用“Blob 的凸面周长”与“实际

Blob 周长”之比表示。“实际 Blob 周长”是指位于 Blob 边缘的所有像素之间的接线长度（Perimeter
结果）。“Blob 的凸面周长”是指位于 Blob 上的所有突出部分之间的接线长度。在平滑的凸形 Blob
上，“粗糙度”为下限值 1.0；如果是粗糙的 Blob，“实际 Blob 周长”则会大于“Blob 的凸面周长”，

因此，粗糙度值也会大于 1。 
 
参阅 

Blob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Compactness 结果、Holes 结果、Perimeter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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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timeAcquire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定义视觉序列使用的图像的读取方法。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untimeAcquir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RuntimeAcquir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 – None 视觉常数：VISION_ACQUIRE_NONE 
设为不读取图像的设置。此时，使用已位于帧缓存内的图像。这是在同一图像中处理

一系列视觉序列的非常便利的设置。比如，在序列 #1 中读取图像。也可以与该序列

中的多个视觉目标一起执行。接着，在同一图像中使用其它序列。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在第 2 个序列中将 RuntimeAcquire 属性设为 “None”，则可以使用与最初序列相同

的图像。 

1 – Stationary 视觉常数：VISION_ACQUIRE_STATIONARY 
摄像机固定。开始视觉序列时，读取新图像。这是在执行视觉序列时的通常设置。每

次执行新的视觉序列时，开始时都会读取新的图像。 
图像的读取方法因 ExposureTime 属性的设置而异。详情请参阅“ExposureTime 属性”。 

2 – Strobed 视觉常数：VISION_ACQUIRE_STROBED 
通过触发输入开始读取图像。读取图像时，也进行频闪观测器输出。这用于读取动作

对象的图像。详情请参阅“详细说明”栏。 

默认值： 1 – Stationary 
 



 RuntimeAcquir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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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 

理解 RuntimeAcquire 属性是至关重要的。RuntimeAcquire 属性包括“值”栏中记载的 3 个设置。在

视觉序列中，由于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最先读取新的图像，因此最常用的设定值为 “1 – Stationary”。 

但也存在要在多个序列中使用同一图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由最初的序列读取图像，如果在第 2
个序列中将 RuntimeAcquire 属性设为 “0 – None”，则可以使用同一图像。 

第 3 个设定值为 “2 – Strobed”，为该设置时，按如下所述进行图像读取。 

如果执行视觉序列，序列则等待触发输入。发生触发输入的瞬间，摄像机快门起动，视觉序列读取

图像。同时也输出频闪观测器输出信号。详情请参阅“Vision Guide – 视觉序列 – 图像读取”。 
 
参阅 

RuntimeFreeze 属性、目标标签、视觉序列 
 
提示 

将 RuntimeAcquire 设置为 “Strobe” 时，同时能够 VRUN 的只有 1 台。因此，不能同时向 2 台以上

的摄像机发行 VRUN。使用相互排他锁定，使多个任务同步，可以使用 Synclock/SyncUnlock 命令解

除锁定。命令的详情，请参阅 SPEL+ 语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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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timeFreeze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设置在执行视觉序列期间是否暂停图像。 

 
用法 

VGet  Sequence.RuntimeFreeze, var 

VSet  Sequence.RuntimeFreez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Boolean 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0 – False 不暂停图像。（图像显示区域中实时显示图像。） 

1 – True 暂停图像。（图像显示区域中显示静态图像。） 

默认值：1 – True  
 
详细说明 

RuntimeFreeze 属性用于设置在执行视觉序列期间是否暂停图像，或在执行序列之后是否显示实时图像。 

 
参阅 

RuntimeAcquire 属性、序列标签、视觉序列 

 



 SaveImag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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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Image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将当前显示的图像保存到硬盘中。 

 
详细说明 

SaveImage 用于将图像保存到硬盘中，以便 ImageFile 属性使用该图像。可按下述格式保存文件。 
BMP（默认格式）、TIF、JPG 

 
参阅 

目标标签、ImageFile 属性、ImageSource 属性 



Scale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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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返回已检测目标的倍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cale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 
 
值 

表示倍率的实数 

 
详细说明 

根据 Scale 结果确定倍率，以针对已注册模型的大小确定已检测目标的大小。要在搜索期间确定倍率

时，将 ScaleEnable 属性设为 “1 – True”。 

 
参阅 

Geometric 目标、ScaleEnable 属性、ScaleFactorMax 属性、ScaleFactorMin 属性、ScaleTarget
属性、目标标签 



 ScaleEnabl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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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Enabl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将缩放设为有效。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caleEnabl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caleEnabl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Boolean 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0 – False 不支持搜索期间的缩放。 

1 – True 将倍率设为有效。 

默认值：0 – False  
 
详细说明 

要在搜索期间把缩放设为有效时，将 ScaleEnable 设为 “1 – True”。 

 
参阅 

Scale 结果、ScaleFactorMax 属性、ScaleFactorMin 属性、ScaleTarget 属性、Geometric 目标、

目标标签、序列标签 



ScaleFactorMax 属性 
 

218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ScaleFactorMax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适用于 ScaleTarget 值的最大倍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caleFactorMax,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caleFactorMax,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值或表达式 
 
值 

1.0–2.0 

默认值：2.0 
 
详细说明 

ScaleFactorMax 和 ScaleFactorMin 用于设置适用于 ScaleTarget 属性的搜索倍率范围。检测的最大倍

率为 ScaleFactorMax×ScaleTarget。 
要将 ScaleFactorMax 和 ScaleFactorMin 设为有效时，必须将 ScaleEnable 属性设为 “1 – True”。 

 
参阅 

Geometric 目标、Scale 结果、ScaleEnable 属性、ScaleFactorMin 属性、ScaleTarget 属性、目标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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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FactorMin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适用于 ScaleTarget 值的最小倍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caleFactorMin,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caleFactorMin,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值或表达式 
 
值 

0.5–1.0 

默认值：0.5 
 
详细说明 

ScaleFactorMax 和 ScaleFactorMin 用于设置适用于 ScaleTarget 属性的搜索倍率范围。检测的最大倍

率为 ScaleFactorMax 谯 caleTarget。 
要将 ScaleFactorMax 和 ScaleFactorMin 设为有效时，必须将 ScaleEnable 属性设为 “1 – True”。 

 
参阅 

Geometric 目标、Scale 结果、ScaleEnable 属性、ScaleFactorMax 属性、ScaleTarget 属性、目标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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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Targe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要检索模型的预测缩放。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caleTarge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caleTarge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值或表达式 
 
值 

0.5–2.0 

默认值：1.0 
 
详细说明 

要把 ScaleTarget 设为有效时，将 ScaleEnable 属性设为“1–True”。由 ScaleTarget、ScaleFactorMin、
ScaleFactorMax 确定实际的倍率范围。 
按如下所述确定范围。 

最小倍率 = ScaleFactorMin×ScaleTarget 

最大倍率 = ScaleFactorMax×ScaleTarget 

 
参阅 

Geometric 目标、Scale 结果、ScaleEnable 属性、ScaleFactorMax 属性、ScaleFactorMin 属性、

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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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TargetPriority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检测目标时，设置、获取是否优先检测 ScaleTarget 附近。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RobotPos, var 
VSet  Sequence.Object.RobotPos,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Boolean 值或表达式 
 
值 

True：优先检索 ScaleTarget 附近 
False：平均检索 ScaleFactorMax–ScaleFactorMin 之间 
默认值：True 

 
详细说明 

检测目标时，设置、获取是否优先检测 ScaleTarget 附近。 

检测目标的大小变动小时，通过将被属性设置为 True，检测速度可能变快。检测目标的大小变动大

时，将本属性设置为 False。无论哪种设置都可以检测到，但是检测速度可能变慢，因此请根据要检

测的工件决定设定值。 
 
参阅 

Geometric 目标、ScaleFactorMax 属性、ScaleFactorMin 属性、ScaleTarge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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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Correlation、Edge、Geometric、OCR、Polar 
 
说明 

用于返回表示已检测对象物与目标执行的检索模型一致的等级的整数值。（为 Edge 目标时，Score
结果表示从 Light 变为 Dark 或从 Dark 变为 Light 的对比度变化等级。）也就是说，Score 结果是表

示可检测到多少模型的尺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core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整数变量 

result 结果编号。可省略，如果省略，结果编号则变为 CurrentResult。 
 
值 

0–1000 

 
详细说明 

Score 结果是表示搜索区域的对象物与事先示教的模型有多少一致性的主要的值。如果 Score 与

Accept 属性值相同或大于该属性值，则视为没有检测到对象物。 
通常，如果 Score 结果值较低，则表明图像中不包括与事先示教的模型一致的图案。但即使在未将

Accept 属性或 Confusion 属性设得足够高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形成较低的结果值，敬请注意。如果这

些属性值过低，则会将最初与 Accept 属性或 Confusion 属性的阈值一致的图案作为检测结果进行返

回。因此，即使该图像中存在很多一致的图案，也可能不将其作为检测结果返回。 
Score 结果未必始终是接近 1000 的值。返回的 Score 结果值相对低于 1000 时，未必不能进行应用或

没有可靠性。应用包括各种类型，这些都可能会左右 Score 结果值。有些应用只返回 500 以下的 Score
结果，但有也一些应用始终返回 900 以上的值。照明、部件的放置方法、视觉应用的全体设置、视

觉工具的适当使用方法等各种因素都会对 Score 结果产生影响。 



 Score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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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Score 结果可使用下述“统计工具”。 

ScoreMax、ScoreMean、ScoreMin、ScoreStdDev 

有关统计工具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阅 “Vision Guide” 的“Vision Guide 统计的使用方法”。 

 
参阅 

Accept 属性、Confusion 属性、CodeReader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Edge 目标、Found 结果、

Geometric 目标、OCR 目标、Polar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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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WeightContras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 
 
说明 

用于设置对比度对评分的影响比例。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coreWeightContras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coreWeightContras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100 的整数值（单位：%) 
默认值：50 

 
详细说明 

为 Edge 目标时，ScoreWeightContrast 将按比例设置向最终评分返回多少 Contrast 结果。

ScoreWeightContrast 值与 ScoreWeighStrength 值联动。这些属性值的总和必须为 100%。如果设置其

中的 1 个属性，系统则自动计算另一个属性值，使其最后设置总和为 100%。 
 
参阅 

Contrast 结果、Edge 目标、ScoreWeightStrength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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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WeightStrength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 
 
说明 

用于设置边缘强度对评分的影响比例。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coreWeightStrength,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coreWeightStrength,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100 的整数值（单位：%) 
默认值：50 

 
详细说明 

为 Edge 目标时，ScoreWeightStrength 用于以比例设置向最终评分返回何种程度的边缘强度。

ScoreWeighStrength 值与 ScoreWeightContrast 值联锁。这些属性值的总和必须为 100%。如果设置其

中的 1 个属性，系统则自动计算另一个属性值，并设为总和 100%。 
 
参阅 

Contrast 结果、Edge 目标、ScoreWeightContras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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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ReducedImag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设置、返回检测目标时是否使用缩小图像。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earchReducedImag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earchReducedImage,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Boolean 值或表达式 
 
值 

True：使用缩小图像 
False：不使用缩小图像 
默认值：False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检测目标时是否使用缩小图像。 

将本属性设置为 True，将使用输入图像的缩小图像。缩小率是内部自动设置的。 
使用本属性，例如输入图像内特征点多时，可以缩短目标检测时间。根据输入图像和模型效果有所

变化，因此请通过实际系统确认动作后决定设定值。 
设置了本属性时，最终检测到的工件位置、角度可能出现较大检测误差。 

 
参阅 

Geometric 目标、ScaleTargetPriority 属性、Confusion 属性、Accep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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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Reversed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设置、返回目标检测时是否检测极性反转的工件。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earchReversed,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earchReversed,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Boolean 值或表达式 
 
值 

True：检测反转工件 
False：不检测反转工件 
默认值：False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目标检测时是否检测极性反转的工件。 

所谓极性，比如示教模型为白底黑工件时，只想检测到与示教时同样为白底黑工件时，将本属性值

设置为 False，如果也想检测到黑底白工件时，则设置 True。 

 
参阅 

Geometric 目标、Reversed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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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Width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 
 
说明 

用于定义边缘搜索的宽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earchWidth,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earchWidth,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3–99 的整数（单位：像素） 

默认值：3 
 
详细说明 

通常，Edge 目标的边缘宽度使用默认值 3 像素便已足够。但为了能够检测不同应用的不完整边缘，

有时也需要提高边缘搜索宽度的设置。如果提高 SearchWidth 的值，Edge 目标则可收集更多的信息，

以便确定边缘位于何处。处理期间，二维搜索窗口变为一维灰度级值的列。对该列适用边缘滤波，

判别边缘位于何处。通过使用更宽的搜索窗口，可忽略不完整的边缘。 
下图所示为将 SearchWidth 设为 3 的边缘目标（左）和设为 30 的边缘目标（右）。左边的边缘目标

用于检测突起部分，而右边的边缘目标则用于检测适当的边缘。这是因为搜索宽度过大时，投影的

搜索线易于检测实际边缘的缘故。 

 
 
参阅 

Edge 目标、Score 结果、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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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Win 属性 
仅在程序执行期间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deReader、Correlation、Geometric、ImageOp、OCR 
 
说明 

用于定义搜索窗口的位置和大小。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earchWin, LeftVar, TopVar, WidthVar, HeightVar 

VSet  Sequence.Object.SearchWin, LeftVar , TopVar, WidthVar, Height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LeftVar 以像素为单位表示搜索窗口最左端位置的整数变量。通过 SearchWinLeft 属性获取或设

定值。 

TopVar 以像素为单位表示搜索窗口最上端位置的整数变量。通过 SearchWinTop 属性获取或设

定值。 

WidthVar 以像素为单位表示搜索窗口宽度的整数变量。通过 SearchWinWidth 属性获取或设定值。 

HeightVar 以像素为单位表示搜索窗口高度的整数变量。通过 SearchWinHeight 属性获取或设定值。 
 
值 

所有值的单位均为像素。有关具体的值，请参阅 SearchWinLeft、SearchWinTop、SearchWinWidth、
SearchWinHeight 等各属性项目。 

 
详细说明 

SearchWin 属性用于通过 SPEL+语言 简单地访问 SearchWinTop、SearchWinLeft、SearchWinWidth、
SearchWinHeight 等各属性。可利用 SearchWin 属性通过 1 次调用设置这 4 个属性值。想要 1 次设置

搜索窗口的位置或大小时，使用 SearchWin 属性。 
请勿将 SearchWin 设为所需限度以上的值。如果设置较大的值，则不仅延长检测时间，也可能会导

致误检测。 
 
参阅 

Blob 目标、CodeReader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ImageOp 目标、OCR 目标、

SearchWinHeight 属性、SearchWinLeft 属性、SearchWinTop 属性、SearchWinWidth 属性、目标

标签 



SearchWinAngl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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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WinAngl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Geometric、ColorMatch、LineFinder 
 
说明 

设置、返回搜索窗口的角度。 

 
用法 

VGet  Sequence.SearchWinAngle, var 
VSet  Sequence.SearchWinAngle,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值或表达式 
 
值 

± 180 度的实数值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搜索窗口的角度。设定值仅在 SearchWinType 设置为 Rotated Rectangle 时有效。 
 
参阅 

SearchWinCenterX, SearchWinCenterY, SearchWinType 
 



 SearchWinCenterX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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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WinCenterX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Geometric、ColorMatch、LineFinder 
 
说明 

设置、返回搜索窗口中心位置的 X 坐标值。 

 
用法 

VGet  Sequence.SearchWinCenterX, var 
VSet  Sequence.SearchWinCenterX,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值或表达式 
 
值 

0–“图像宽度−1”像的以像素为单位的整数值。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搜索窗口中心位置的 X 坐标值。在 GUI 中更改搜索窗口的位置和大小时，设定值将自动

更新。 
 
参阅 

SearchWinCenterX, SearchWinCenterY, SearchWinType, SearchWinHeight, SearchWin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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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WinCenterY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Geometric、ColorMatch、LineFinder 
 
说明 

设置、返回搜索窗口中心位置的 Y 坐标值。 

 
用法 

VGet  Sequence.SearchWinCenterX, var 
VSet  Sequence.SearchWinCenterX,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值或表达式 
 
值 

0–“图像高度 −1”像的以像素为单位的整数值。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搜索窗口中心位置的 Y 坐标值。在 GUI 中更改搜索窗口的位置和大小时，设定值将自动

更新。 
 
参阅 

SearchWinCenterX, SearchWinCenterY, SearchWinType, SearchWinHeight, SearchWin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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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WinHeigh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deReader、Correlation、Geometric、ImageOp、OCR、ColorMatch、LineFinder 
 
说明 

用于定义搜索窗口的高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earchWinHeigh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earchWinHeigh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0–“图像高度”– SearchWinTop 值的整数值（单位：像素） 

默认值： 100 
 
详细说明 

SearchWinHeight 属性可适用于 Blob、Correlation、Geometric、ImageOp 等各目标。这些目标使用定

义被检索区域的相同的长方形搜索窗口。如果拖动位于各目标搜索窗口上部或下部的句柄，则自动

设置 SearchWinHeight 属性。 
也可以通过 SPEL+ 语言使用 SearchWinHeight 属性，以便在程序执行期间变更搜索窗口的宽度。 

请勿将 SearchWinHeight 设为所需限度以上的值。如果设置较大的值，则不仅延长检测时间，也可能

会导致误检测。 
 
参阅 

Blob 目标、CodeReader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ImageOp 目标、OCR 目标、

SearchWinLeft 属性、SearchWinTop 属性、SearchWinWidth 属性、Window 属性、目标标签 



SearchWinLef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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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WinLef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deReader、Correlation、Geometric、ImageOp、OCR 
 
说明 

用于以像素为单位定义目标搜索窗口最左端的 X 坐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earchWinLef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earchWinLef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图像宽度”– SearchWinWidth 值的整数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SearchWinLeft 属性可适用于 Blob、Correlation、Geometric、ImageOp 等各目标。这些目标使用定义

被检索区域的相同的长方形搜索窗口。如果拖动位于各目标搜索窗口左端的句柄，则自动设置

SearchWinLeft 属性。 
也可以通过 SPEL+ 语言使用 SearchWinLeft 属性，以变更搜索窗口的位置。 

 
参阅 

Blob 目标、CodeReader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ImageOp 目标、OCR 目标、

SearchWinHeight 属性、SearchWinTop 属性、SearchWinWidth 属性、Window 属性、目标标签 



 SearchWinTop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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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WinTop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deReader、Correlation、Geometric、ImageOp、OCR 
 
说明 

用于以像素为单位定义目标搜索窗口最上端的 Y 坐标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earchWinTop,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earchWinTop,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图像高度”– SearchWinWidth 值的整数值（单位：像素） 

 
详细说明 

SearchWinTop 属性可适用于 Blob、Correlation、Geometric、ImageOp 等各目标。这些目标使用定义

被检索区域的相同的长方形搜索窗口。虽然可通过拖动位于目标搜索窗口上边的句柄或纵向移动搜

索窗口的方式，自动设置 SearchWinTop 属性，但只需在 SearchWinTop 属性中输入一个值，即可移

动搜索窗口上端的位置。 
也可以通过 SPEL+ 语言使用 SearchWinTop 属性，以设置搜索窗口的上端位置。 

 
参阅 

Blob 目标、CodeReader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ImageOp 目标、OCR 目标、

SearchWinHeight 属性、SearchWinLeft 属性、SearchWinWidth 属性、Window 属性、目标标签 



SearchWinTyp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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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WinTyp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Geometric、ColorMatch、LineFinder 
 
说明 

设置、返回搜索窗口的类型。 

 
用法 

VGet  Sequence.SearchWinType, var 
VSet  Sequence.SearchWinType,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值或表达式 
 
值 

以下整数值表示搜索窗口类型 

1 – Rectangle (VISION_WINTYPE_RECTANGLE) 

2 – Rotated Rectangel (VISION_WINTYPE_ROTATEDRECT) 

3 – Circle (VISION_WINTYPE_CIRCLE) 

 
详细说明 

设置、返回搜索窗口的类型。可设置的数值如下所示。 
1 – Rectangle   四角形的搜索窗口（角度指定无效） 
2 – Rotated Rectangel  四角形的搜索窗口（有角度指定） 
3 – Circle  圆形的搜索窗口 

 
参阅 

SearchWinCenterX, SearchWinCenterY, SearchWinHeight,SearchWin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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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WinWidth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 Blob、CodeReader、Correlation、Geometric、ImageOp、OCR、ColorMatch、LineFinder 
 
说明 

用于定义搜索窗口的宽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earchWinWidth,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earchWinWidth,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0–“图像宽度”– SearchWinLeft 值的整数值（单位：像素） 

默认值：  100 
 
详细说明 

SearchWinWidth 属性可适用于 Blob、Correlation、Geometric、ImageOp 等各目标。这些目标使用定

义被检索区域的相同的长方形搜索窗口。虽然拖动位于各目标搜索窗口左右边的句柄，则自动设置

SearchWinWidth 属性，但只需在 SearchWinWidth 属性中输入一个值，即可变更搜索窗口的宽度。 
也可以通过 SPEL+ 语言使用 SearchWinWidth 属性，以便在程序执行期间变更搜索窗口的宽度。 

请勿将 SearchWinWidth 设为所需限度以上的值。如果设置较大的值，则不仅延长检测时间，也可能

会导致误检测。 
 
参阅 

Blob 目标、CodeReader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ImageOp 目标、OCR 目标、

SearchWinHeight 属性、SearchWinLeft 属性、SearchWinTop 属性、Window 属性、目标标签 



SeparationAngle 属性 
 

238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SeparationAngl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已检测目标之间的容许最小角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eparationAngl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SeparationAngl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或表达式 
 
值 

0–180 的实值（单位：度） 

0 = 无效。 

默认值： 10 
 
详细说明 

SeparationAngle 用于指定已检测目标之间所需最低限度的角度。  
SeparationAngle 被设为与 SeparationMinX、SeparationMinY、SeparationScale 相关联。必须满足其中

的 1 个条件，以便检测到目标。 
 
参阅 

Geometric 目标、SeparationMinX 属性、SeparationMinY 属性、SeparationScale 属性、目标标签 



 SeparationMinX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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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onMinX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已检测目标之间的 X 轴方向的容许最短距离。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eparationMinX,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SeparationMinX,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或表达式 
 
值 

以 0–100 的实值（单位：%） 返回相对于模型宽度的比例。 
0 = 无效。 

默认值： 10 
 
详细说明 

SeparationMinX 用于指定已检测目标之间的 X 轴方向的容许最短距离。 
以相对于模型宽度的比例 (%) 表示 SeparationMinX。 
SeparationMinX 被设为与 SeparationAngle、SeparationMinY、SeparationScale 相关联。必须满足其中

的 1 个条件，以便检测到目标。 
 
参阅 

Geometric 目标、SeparationAngle 属性、SeparationMinY 属性、SeparationScale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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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onMinY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已检测目标之间的 Y 轴方向的容许最短距离。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eparationMinY,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SeparationMinY,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或表达式 
 
值 

以 0–100 的实值（单位：%） 返回相对于模型宽度的比例。 
0 = 无效。 

默认值：10 
 
详细说明 

SeparationMinY 用于指定已检测目标之间的 Y 轴方向的容许最短距离。 
以相对于模型宽度的比例 (%) 表示 SeparationMinY。 
SeparationMinY 被设为与 SeparationAngle、SeparationMinX、SeparationScale 相关联。必须满足其中

的 1 个条件，以便检测到目标。 
 
参阅 

Geometric 目标、SeparationAngle 属性、SeparationMinX 属性、SeparationScale 属性、目标标签 



 SeparationScal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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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onScal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已检测目标之间的容许最小缩放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eparationScal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SeparationScal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或表达式 
 
值 

1.0–4.0 的实值 

默认值：1.1 
 
详细说明 

SeparationScale 用于指定已检测目标之间的容许最小缩放差。 

SeparationScale 被设为与 SeparationMinX、SeparationMinY、SeparationAngle 相关联。必须满足其中

的 1 个条件，以便检测到目标。 
 
参阅 

Geometric 目标、SeparationAngle 属性、SeparationMinX 属性、SeparationMinY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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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Edges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是否共享已检测目标之间的边缘。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eparationScal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SeparationScal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Boolean 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0 – False 不共享边缘。 

1 – True 共享边缘。 

默认值：0 – False  
 
详细说明 

如果将 SharedEdges 设为 “1 – True”，则可共享检测目标之间的边缘。未设为 “1 – True” 时，将多个

目标共享的边缘视为评分最高的目标的一部分。 
 
参阅 

Geometric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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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AllResults 结果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 
 
说明 

用于以表格形式的对话框显示视觉目标的所有结果。这在使用返回多个结果的视觉目标时非常便利。 
 
详细说明 

ShowAllResults 结果是用于显示相对于某特定视觉目标的所有结果的特殊类型的结果。由于一次可查

看所有结果，因此，在使用返回多个结果的视觉目标时非常便利。 
ShowAllResults 结果设计为可一次查看多个结果。因此，仅支持多个结果的视觉目标 (Blob、
Correlation、Edge、Geometric)才可使用。 

 
参阅 

Blob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Edge 目标、Geometric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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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CharResults 结果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OCR 
 
说明 

用于显示各字符的评分。 

 
详细说明 

字符评分低于 AcceptChar 属性值时，以红色显示评分。将字符评分的平均值与 AcceptString 属性值

进行比较。 
 
参阅 

AcceptChar 属性、AcceptString 属性、目标标签、OCR 目标 
 



 ShowConfirmation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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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Confirmation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设置、返回实施校准时是否显示确认对话框。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howConfirmation,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howConfirmation,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True：显示 
False：不显示 

 
详细说明 

实施校准时如果尚未完成点示教，设置、返回是否显示确认对话框。一般使用 VcalPoints 语句进行

点示教，因此无需设置本属性。 
例如想要通过外部数据更新校准用的点示教位置，将本属性值设置为 False，调用 Vcal 语句。 

 
参阅 

Vcal 语句、VcalPoints 语句、视觉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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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xtensions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Line 
 
说明 

为 Line 目标时，StartPointObject 属性定义的起点与由 EndPointObject 属性定义的终点相连的直线。

为 LineFinder 目标和 ArcFinder 目标时，仅显示检测到的线段。利用 ShowExtensions 属性对图像显示

部分末端之前的延长线进行图形显示。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howExtensions,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howExtensions,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Boolean 型数值或表达式 
 
值 

0 – False 不显示延长线。 

1 – True  显示延长线。 

默认值：0 – False  
 
详细说明 

如果生成 Line 目标，则在默认设置时仅显示该 Line 目标的起点和终点。虽然可利用 StartPointObject
和 EndPointObject 各属性变更线的方向和长度，但有时可能想要查看延长线。此时，使用

ShowExtensions 属性。 
这在并不满足于仅查看由起点和终点连接的直线而要查看延长线时非常便利。比如，生成与其它直

线垂直的 Line 目标。假设 2 条直线未在实线上相交，而是在一条直线的延长线上相交，要查看其交

点时，将 ShowExtensions 属性设置设为 “1 – True”。 
 
参阅 

EndPointObject 属性、Line 目标、StartPointObject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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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Model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 Correlation、Geometric、Polar、DefectFinder 
 
说明 

可通过各种缩放设置来确认示教模型。另外，可变更模型的原点或设置检测掩码。 
 
详细说明 

为 Correlation 和 Geometric 目标时 
使用鼠标或键盘上的箭头键对模型进行诸如缩放显示、变更模型原点、设置/删除检测掩码等操作。 
可以从 Vision Guide 目标标签上访问 ShowModel 属性。单击 ShowModel 属性的设定值字段，会显

示按钮。如果单击该按钮，则会显示 Show Model 窗口。 
模型原点的变更 

可变更模型原点位置。如果勾选 ModelOrgAutoCenter 复选框，则不能在定心的状态下固定/变更模型

原点。 
使用鼠标变更模型原点时，确认 ModelOrgAutoCenter 复选框的勾号已经去掉。用鼠标单击十字中心，

拖动到要设置的位置。 
单击 <确认> 按钮，设置新的模型原点位置。 

为 Polar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时 

可缩放模型。此时，不显示 ModelOrgAutoCenter 复选框和编辑工具栏。显示 <关闭> 按钮，以替代 <
确认> 按钮和 <取消> 按钮。 

 
 
参阅 

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Polar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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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Processing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指定 RunTimeFreeze 设置为 “1 – True” 时是否显示图像处理。 

 
用法 

VGet  Sequence.ShowProcessing, var 

VSet  Sequence.ShowProcessing,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 – False 不显示图像处理。 
1 – True 显示图像处理。 

默认值： 1 – True 
 
详细说明 

使用类似 ImageOp 的图像处理目标时，不显示处理可能会更好。比如，要在执行其它目标之前执行

对所有图像进行二值化的 ImageOp 目标。此时，如果将 ShowProcessing 设为 “True”，则在画面中显

示已进行二值化处理的图像。如果将 ShowProcessing 设为 “False”，则不显示图像处理，只显示目标

图形。 
 
参阅 

RunTimeFreeze 属性、序列标签、视觉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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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ToFind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DefectFinder 
 
说明 

用于选择要检测的 Blob 的大小。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izeToFind,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izeToFind,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 – Any 视觉常数：VISION_SIZETOFIND_ANY 
检测所有尺寸的 Blob。 

1 – Largest 视觉常数：VISION_SIZETOFIND_LARGEST 
检测最大 Blob。 

2 – Smallest 视觉常数：VISION_SIZETOFIND_SMALLEST 
检测最小 Blob。 

默认值： 1 – Largest 
 
详细说明 

SizeToFind 属性用于设置从图像中检测最大或最小 Blob。Blob 目标从图像中检索 Blob 时，检测几个

候选 Blob，有时会检测到所需数量以上的 Blob。此时，利用 SizeToFind 减少结果数量，设为仅检测

最大或最小 Blob。 
 
参阅 

Blob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Sor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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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othness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边缘提取滤波器的平滑等级。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moothness,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Smoothness,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100 

默认值：50 
 
详细说明 

Smoothness 属性用于设置边缘提取滤波器的平滑等级。平滑操作用于平整粗糙的边缘并除去噪音。

该设置的范围为 0（粗）–100（非常平滑）。默认设置为 50。 
除此之外，DetailLevel 属性也与边缘提取有关。 

 
参阅 

DetailLevel 目标、Geometric 目标、Timeout 属性、目标标签 



 Sor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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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rrelation、Geometric 
 
说明 

用于选择目标结果的重新排列顺序。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or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or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 – None 视觉常数：VISION_SORT_NONE 
不重新排列。 

1 – PixelX 视觉常数：VISION_SORT_PIXELX 
根据 PixelX 结果的值，从左到右排列结果。 

2 – PixelY 视觉常数：VISION_SORT_PIXELY 
根据 PixelY 结果的值，从上到下排列结果。 

3 – PixelXY 视觉常数：VISION_SORT_PIXELXY 
根据 PixelX 和 PixelY 结果的值，从左上到右下倾斜排列结果。 

4 – CameraX 视觉常数：VISION_SORT_CAMERAX 
根据 CameraX 结果的值，从左到右排列结果。 

5 – CameraY 视觉常数：VISION_SORT_CAMERAY 
根据 CameraY 结果的值，从下到上排列结果。 

6 – CameraXY 视觉常数：VISION_SORT_CAMERAXY 
根据 CameraX 和 CameraY 结果的值，从左下到右上倾斜排列结果。 

7 – RobotX 视觉常数：VISION_SORT_ROBOTX 
根据 RobotX 结果的值，沿着机器人坐标系的 X 轴排列结果。 

8 – RobotY 视觉常数：VISION_SORT_ROBOTY 
根据 RobotY 结果的值，沿着机器人坐标系的 Y 轴排列结果。 

9 – RobotXY 视觉常数：VISION_SORT_ROBOTXY 
根据 RobotX 和 RobotY 结果的值，倾斜排列结果。 

默认值 0 –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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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 
Sort 属性可用于设置目标结果的显示顺序。 

要降序查看结果时，将顺序设为相反。 

例: 

For i = numFound To 1 Step –1 

    VGet seq1.blob01.RobotXYU(i), found(i), x(i), y(i), u(i) 

Next i 
 
参阅 

Blob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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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PntObjResul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Line 
 
说明 

用于指定使用 StartPointObject 属性中的哪个结果。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tartPntObjResul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StartPntObjResul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值的范围：“ALL”、或 1–在 StartPointObject 属性的 NumberToFind 设置的值。StartPointObject 属性

设置为“Screen”时，值始终为 “1”。 
 
详细说明 

StartPntObjResult 用于将几个目标与某个 StartPointObject 属性的多个结果关联起来。比如，生成将

NumberToFind 设为 “4” 的 Blob 目标。然后，针对 Line 目标的各直线，在 StartPointObject 中指定

Blob 目标。此外，可指定不同的 StartPntObjResult，将 Line 目标与各个结果关联起来。并且可以

指定揂 “All”。StartPntObjResult 属性和 EndPntObjResult 属性都指定 “All” 时，针对各自结果执行

目标。 
 
参阅 

Edge 目标、EndPntObjResult 属性、Line 目标、StartPointObject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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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PointObjec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Line 
 
说明 

用于指定使用哪个视觉目标来定义直线起点。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tartPointObjec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tartPointObjec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如下所示为 StartPointObject 属性使用的视觉目标。 
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Line、Point 

 
值 

Screen 或在 Line 目标前执行的目标 

默认值：Screen 
 
详细说明 

最初生成 Line 目标时，如果将 StartPointObject 属性设为默认的 “Screen”，则将 Line 目标放在拖动

的位置上。但 Line 目标通常会与其它视觉目标关联起来。因此，需要设置 StartPointObject 和

EndPointObject 两个属性。可通过设置这 2 个属性在 2 个视觉目标之间定义直线。（但 Frame 目标除

外。） 
Frame 目标不能直接用于 Line 目标起点的定义。这是因为 Frame 目标是由其它视觉目标定义的缘故。

也就是说，要利用 Frame 目标定义直线起点时，可使用 Point 目标定义 Line 目标的起点。 
在各个视觉序列中，仅可将在 Line 目标之前执行的视觉目标用于 StartPointObject 的设置。 

 
参阅 

Edge 目标、EndPointObject 属性、Line 目标、StartPointType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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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PointType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Line 
 
说明 

用于指定使用哪个起点类型来定义直线起点。多数情况下，起点类型用于指定某个点（通常为

StartPointObject 的 PixelX 和 PixelY 位置）。但在当前直线的 StartPointObject 为第 2 个 Line 目标时，

StartPointType 属性用于定义第 2 条直线上的交点（起点、中点、终点或垂直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tartPointType,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tartPointTyp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StartPointObject = Line 目标时 StartPointObject = Screen、Frame 和 Line 目标

以外的所有目标时 

请参阅详细说明摂。 
默认值：    2 – MidPoint 

0 – Point 

使用 Frame 和 Line 目标以外的目标时，

StartPointType 的设置变为“0 –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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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 
从上述“值”的表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 StartPointObject 属性都只支持 StartPointType 属性的“0 – 
Point”。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 StartPointObject 属性都用于定义直线的起点和终点并将 PixelX 和 PixelY
用作基准位置的缘故。因此，如果将 StartPointObject 属性设为 “Screen” 或 Frame 和 Line 目标以外

的所有目标，StartPointObject 属性则始终为 “0 – Point”。 
由 StartPointObject 的值确定 StartPointType 的有效值范围。. 
但在 StartPointObject 属性为其它 Line 目标时，必须指定该 Line 目标在哪个位置上交叉。其选项如下

所示。 
1 – EndPoint 将指定 Line 目标的终点设为该直线的起点。 

2 – MidPoint 将指定 Line 目标的中点设为该直线的起点。 

3 – PrepToLine 计算与指定 Line 目标垂直相交的交点，并将该交点设为起点。 

4 – StartPoint 将指定 Line 目标的起点设为该直线的起点。 

5 – PerpToStartPoint 穿过指定 Line 目标的起点，计算与其垂直相交的点，并将其交点设为起点。 

6 – PerpToMidPoint 穿过指定 Line 目标的中点，计算与其垂直相交的点，并将其交点设为起点。 

7 – PerpToEndPoint 穿过指定 Line 目标的终点，计算与其垂直相交的点，并将其交点设为起点。 

如果将 StartPointObject 变更为 Line 目标，StartPointType 则自动变为默认的 “MidPoint”。 

因此，如果将 StartPointObject 变更为“Screen”或 Frame 和 Line 目标以外的所有目标，StartPointType
则会自动变为默认的 “0 – Point”。 

 
参阅 

Edge 目标、EndPointType 属性、Line 目标、StartPointObject 属性、目标标签 



 Strength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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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Edge 
 
说明 

用于返回检测边缘的强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trength,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整数变量 
 
值 

0–100% 

 
详细说明 

使用 Strength 结果设置 StrengthTarget 属性。 

 
参阅 

Edge 目标、StrengthTarget 属性、StrengthVariation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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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Targe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 
 
说明 

用于设置要搜索边缘的强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trengthTarge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trengthTarge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100% 

默认值：0（搜索适当的强度。） 
 
详细说明 

边缘强度是指边缘宽度（根据极性）沿线的最小/最大边缘值。该值是将最大像素值标准化为 % 值
的值。  
使用 StrengthTarget 检测边缘强度较低的边缘。首先，检测要检索的边缘并记录 Strength 结果值。其

次，针对该值设置 StrengthTarget 属性。此时将 ScoreWeightStrength 设为大于 ScoreWeightContrast
值的值。根据该设置，Edge 目标检测已设置边缘强度的边缘并将其作为评分基准。 

 
参阅 

Edge 目标、Strength 结果、StrengthVariation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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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Variation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 
 
说明 

用于设置 StrengthTarget 的变化量总和。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StrengthVariation, var 

VSet  Sequence.Object.StrengthVariation,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Long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Long 型数值和表达式 
 
值 

0–100%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使用 StrengthVariation 缩小 StrengthTarget 中设置的边缘强度的边缘搜索范围。 

 
参阅 

Edge 目标、Strength 结果、StrengthTarge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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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beDelay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硬件触发输入–摄像机频闪观测器发光之间的时间。 
 
用法 

VGet  Sequence.StrobeDelay, var 

VSet  Sequence.StrobeDelay,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 Long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Long 型数值和表达式 
 
值 

Long 型值（单位：微秒）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StrobeDelay 属性用于设置输入硬件触发信号–摄像机频闪观测器发光之间的时间。 

 
参阅 

RuntimeAcquire 属性、ExposureTime 属性、ExposureDelay 属性、StrobeTime 属性 



 StrobeTim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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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beTime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获取图像期间的摄像机频闪观测器的发光时间。 
 
用法 

VGet  Sequence.StrobeTime, var 

VSet  Sequence.StrobeTim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 Long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Long 型数值和表达式 
 
值 

Long 型值（单位：微秒） 

默认值：0 
 

详细说明 
StrobeTime 用于设置获取图像期间的摄像机频闪观测器的发光时间。 

 
参阅 

RuntimeAcquire 属性、ExposureDelay 属性、ExposureTime 属性、StrobeDelay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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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Sequence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指定在校准中检测校准目标时使用的视觉序列。 

 
用法 

VGet  Calibration.TargetSequence, var 

VSet  Calibration.TargetSequence,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表示视觉序列名的字符串 

默认值：None 
 
详细说明 

请在所有校准中指定 TargetSequence 属性。详情请参阅 Vision Guide 手册的“校准”章节。 
 
参阅 

ReferenceType 属性、UpwardSequence 属性 



 Text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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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OCR 
 
说明 

用于返回搜索期间检测到的字符。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Text [ (result)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值 

字符串 

 
详细说明 

Text 结果用于返回由 OCR 目标或 CodeReader 目标检测到的字符串。无效字符被转换为由 InvalidChar
属性指定的字符。 

 
参阅 

CodeReader 目标、Found 结果、InvalidChar 属性、OCR 目标、Score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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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ckness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Polar 
 
说明 

用于以像素定义位于 Polar 目标被检索区域的检索环的厚度。 

 厚度 (Thickness) 到目标检索环外侧的距

离 (Radius)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Thickness,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值 

1–25 （单位：像素） 
默认值：5 

 
详细说明 

Polar 搜索目标用于处理圆形图像。Thickness 属性用于指定定义 Polar 搜索窗口的圆环的厚度。  
为便于进行搜索，Thickness 属性不需要使用太大的值。 由于 Thickness 属性用于确定 Polar 目标的

搜索窗口大小，因此，Thickness 的值越小，Polar 搜索的时间越短。 
 
参阅 

CenterPoint 目标属性、CenterX 属性、CenterY 属性、Polar 目标、Radius 属性、目标标签 



 ThresholdColor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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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sholdColor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ImageOp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灰度值处在 ThresholdHigh 属性与 ThresholdLow 属性之间的像素颜色。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ThresholdColor, var 

VSet  Sequence.Object.ThresholdColor,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 – Black 黑色 (VISION_THRESHCOLOR_BLACK) 

2 – White 白色 (VISION_THRESHCOLOR_WHITE) 

默认值：1 – Black  
 
详细说明 

ThresholdColor 属性用于定义二值化时，其灰度值处在 ThresholdHigh 属性与 ThresholdLow 属性之间

的像素颜色。比如，ThresholdColor 为黑色、ThresholdLow 为 50、ThresholdHigh 为 100 时，灰度值

为 50–100 的像素在二值化时变为黑色。其它像素变为白色。 
 
参阅 

Blob 目标、ImageOp 目标、Polarity 属性、ThresholdHigh 属性、ThresholdLow 属性、目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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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sholdHigh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ImageOp、DefectFinder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 Blob、ImageOp 目标的 ThresholdHigh 属性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ThresholdHigh,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ThresholdHigh,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1–255：该值必须大于 ThresholdLow 值。如果小于 ThresholdLow 值，则会发生错误。 
默认值：100 

 
详细说明 

为 Blob 目标时 
ThresholdHigh 属性与 ThresholdLow 属性一起用于定义表示对象物（目标）、背景、图像边缘的灰度

级范围。ThresholdHigh 属性用于定义被视为 Blob 的灰度级范围的上限。处在由 ThresholdLow 和

ThresholdHigh 定义的灰度级范围内的图像其任何部分都被分配有像素的加权 “1”。（也就是说该部

分被视为 Blob。） 
如果将 Polarity 属性设为 “DarkOnLight”，处在由 ThresholdLow 和 ThresholdHigh 定义的灰度级范围

内的像素则会变黑，除此之外区域内的像素则会变白。 

如果将 Polarity 属性设为 “LightOnDark”，处在由 ThresholdLow 和 ThresholdHigh 定义的灰度级范围

内的像素则会变白，除此之外区域内的像素则会变黑。 

使用 ThresholdLow 和 ThresholdHigh 时的注意事项之一就是找到最适合各属性的值。为此，Vision 
Guide 的柱状图功能应处于有效状态。执行柱状图功能，调查各种灰度级中的像素数关系。可在柱

状图对话框中变更 ThresholdLow 和 ThresholdHigh 并查看其结果。 
 
参阅 

Blob 目标、ImageOp 目标、Polarity 属性、ThresholdLow 属性、目标标签 



 ThresholdLow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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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sholdLow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Blob、ImageOp、DefectFinder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 Blob、ImageOp 目标的 ThresholdLow 属性值。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ThresholdLow,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ThresholdLow,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254： 该值必须小于 ThresholdHigh 值。如果大于 ThresholdHigh 值，则会发生错误。 
默认值： 10 

 
详细说明 

为 Blob 目标时 
ThresholdLow 属性与 ThresholdHigh 属性一起用于定义表示对象物（目标）、背景、图像边缘的灰度

级范围。ThresholdLow 属性用于定义被视为 Blob 的灰度级范围的下限。处在由 ThresholdLow 和

ThresholdHigh 定义的灰度级范围内的图像其任何部分都被分配有像素的加权_1。（也就是说该部分

被视为 Blob。） 
如果将 Polarity 属性设为 “DarkOnLight”，处在由 ThresholdLow 和 ThresholdHigh 定义的灰度级范围

内的像素则会变黑，除此之外区域内的像素则会变白。 

如果将 Polarity 属性设为 “LightOnDark”，处在由 ThresholdLow 和 ThresholdHigh 定义的灰度级范围

内的像素则会变白，除此之外区域内的像素则会变黑。 

使用 ThresholdLow 和 ThresholdHigh 时的注意事项之一就是找到最适合各属性的值。为此，Vision 
Guide 的柱状图功能应处于有效状态。执行柱状图功能，调查各种灰度级中的像素数关系。可在柱

状图对话框中变更 ThresholdLow 和 ThresholdHigh 并查看其结果。 
 
参阅 

Blob 目标、ImageOp 目标、Polarity 属性、ThresholdHigh 属性、目标标签 



Time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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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CodeReader、Correlation、Edge、Geometric、ImageOp、OCR、Polar 
视觉序列 

 
说明 

以毫秒为单位返回目标处理所需的时间。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Time, var 

VGet  Sequence.Time,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整数变量 
 
值 

0–2147483647 正的 Long 型整数（单位： 毫秒） 
 
详细说明 

Time 结果用于保存执行视觉目标或视觉序列的速度（以多快的速度检测目标）。 

Time 结果不仅显示各个视觉目标 (Blob、Correlation、Geometric、Edge、Polar)，也显示视觉序列全体。 

如果将序列 Time 结果的 RuntimeAcquire 属性设为“1 – Stationary （默认）”，总时间则包括图像读取

时间和执行序列各步骤所需的时间。读取时间并不固定，视觉系统也会因摄像机与同步时间而异。 
针对返回多个结果的目标，由 Time 结果返回的值表示检测到所有结果所需的时间。如果在 Vision 
Guide 的检测结果画面中查看，时间显示则显示为正的“all results”。 

 
统计 

Time 结果可使用下述“统计工具”。 

TimeMax、TimeMean、TimeMin、TimeStdDev 

有关统计工具的详细使用方法，请参阅 “Vision Guide” 的“Vision Guide 统计的使用方法”。 

 
参阅 

Blob 目标、CodeReader 目标、Correlation 目标、Edge 目标、Geometric 目标、ImageOp 目标、

OCR 目标、Polar 目标、目标标签、序列标签、视觉序列 



 TimedOut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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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dOut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 
 
说明 

返回目标搜索是否超时。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TimedOut, var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值 

True：超时 
False：没有超时 

 
详细说明 

返回目标搜索是否超时。设置搜索时间需要使用 Timeout 属性。超过设定值时，TimedOut 将返回 
“True”。发生超时时，可使用超时前检测到的结果。 
 

参阅 
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TimeOut 属性 



Timeou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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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ou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Geometric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 Geometric 目标的最长搜索时间。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Timeou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 Timeou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 Long 型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 Long 型整数和表达式 
 
值 

0–1000000 

默认值：2000 
 
详细说明 

Timeout 属性用于设置 Geometric 目标的搜索时间限制。 

 
参阅 

Correlation 目标、Geometric 目标、目标标签 



 TotalArea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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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Area 结果 
 
适用 

视觉目标：Blob、DefectFinder 
 
说明 

用于返回所有已检测结果的面积总和。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TotalArea,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图像中的 1–所有像素数范围内的实数 

 
详细说明 

TotalArea 用于调查 Blob 进入由 MinArea 和 MaxArea 两个属性确定的范围内的被检测图像中的所有

像素。如果将 NumberToFind 设为 “0”、MinArea 设为 “1”，则也可以将 Blob 目标用作像素计数器。 
 
参阅 

Area 结果、Blob 目标、DefectFinder 目标、NumberToFind 属性、目标标签 



TriggerMod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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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Mode 属性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用于设置外部触发使用的触发信号逻辑。 

 
用法 

VGet  Sequence.TriggerMode, var 

VSet  Sequence.TriggerMode,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表达式 
 
值 

整数值 

1 – Leading 视觉常数：VISION_TRIGGERMODE_LEADINGEDGE 
触发信号从 Low 切换为 High 时，电子快门起动。 

2 – Trailing 视觉常数：VISION_TRIGGERMODE_TRAILINGEDGE 
触发信号从 High 切换为 Low 时，电子快门起动。 

默认值：1 – Leading  
 
详细说明 

可利用 TriggerMode 属性设置摄像机的触发信号逻辑。 

 
参阅 

RuntimeAcquire 属性、序列标签 



 TwoRefPoint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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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RefPoints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是否在校准中使用 2 个（而不是 1 个）基准点。 

 
用法 

VGet  Calibration.TwoRefPoints, var 

VSet  Calibration.TwoRefPoints,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 Boolean 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0 – False 使用 1 个基准点。 

1 – True 使用 2 个基准点。 

默认值：0 – False  
 
详细说明 

要在校准中使用 2 个基准点时，设为 “1 – True”。如果在校准期间将摄像机方向设为“机器人移动范

围内朝上”，系统则检索目标，而且为计算 2 个检索物的中间点，再次检索目标。 



UPCExpansionEnabled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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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ExpansionEnabled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是否将 UPC–E 的补充数据对应设为有效。 

 
详细说明 

设置是否将 UPC–E 的补充数据对应设为有效。 

默认值：False 
 
参阅 

目标标签、UPCOutputChecksum 属性 
 



 UPCOutputChecksum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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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OutputChecksum 属性 
仅设计时 

 
适用 

视觉目标：CodeReader 
 
说明 

设置 UPC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检查 sum。 

 
详细说明 

设置 UPC 检测结果是否包含检查 sum。 

默认值：True 
 
参阅 

目标标签、UPCExpansionEnabled 属性 
 



UpwardLamp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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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wardLamp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设置或返回将校准向上摄像机的照明设为 ON 的输出位。 

 
用法 

VGet  Calibration.UpwardLamp, var 

VSet  Calibration.UpwardLamp,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有效输出位的整数值 

默认值：None 
 
详细说明 

在因检测基准点而使用向上摄像机的校准中，使用 UpwardLamp 属性自动将照明设为 ON。 

 

See Also 
Lamp Property, LampDelay 

 



 UpwardSequenc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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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wardSequence 属性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UpwardSequence 属性用于指定检测基准点的序列，以作为向上摄像机的校准。 

 
用法 

VGet  Calibration.UpwardSequence, var 

VSet  Calibration.UpwardSequence, value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字符串或表达式 
 
值 

表示视觉序列名的字符串 

默认值：None 
 
参阅 

ReferenceType 属性、TargetSequence 属性 



VCa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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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al 语句  
 

适用 
视觉校准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可利用 VCal 通过 SPEL+ 程序进行校准。 

 
用法 

VCal  Calibration 

Calibration 进行校准的校准名 
 

详细说明 
开始校准之前，请通过 Vision Guide 窗口设置校准定义，或利用 VCreateCalibtaion 生成校准定义。

另外，除非在机器人坐标系中校准固定摄像机，否则还必须对各点进行示教。此时，如果在控制器

内生成与校准名同名的点文件，则可执行 VCal，而无需首先进行点示教。如果 EPSON RC+ 找到该

点文件，则使用其中的点。请参阅使用示例。 
利用 VCal 进行校准之后，请务必调用 VSave 保存新的校准数据。 

 

注意 
实施校准的摄像机连接 CV1 时，必须将 EPSON RC+连接在机器人控制器上。EPSON RC+ 没有连接

时，命令会出现执行错误。 
 

使用示例 
本例所示为使用机器人安装摄像机对向下固定摄像机进行校准。 



 VCa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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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CalFixedCamera As Boolean 
    Integer i 
    Boolean found 
    Real x, y, u 
    String obj$ 
    ' "mobileCal" is a sequence with 9 blobs 
    ' that uses a mobile calibration. 
    ' First we search with the mobile camera 
    Jump mobileCamView 
    VRun mobileCal 
    VGet mobileCal.AllFound, found 
    If Not found Then 
        MsgBox "Could not find all targets" 
        Exit Function 
    EndIf 
    For i = 1 TO 9 
        obj$ = "blob0" + Str$(i) 
        VGet mobileCal.obj$.RobotXYU, found, x, y, u 
        ' Save each target point in robot coordinates 
        P(i) = XY(x, y, 0, 0) 
    Next i 
    ' Save the points for VCal to use 
    ' Note that "fixed" is the name of the calibration 
    SavePoints "fixed.pts" 
    Jump clearFixed 
    ' Calibrate the fixed camera calibration scheme 
    VCal fixed 
    CalFixedCamera = True 
Fend 

 
参阅 

VCalPoints、VCreateCalibration、视觉序列、VSave 



VCalPoints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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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alPoints 语句 
 

适用 
视觉校准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可使用 VCalPoints 通过 SPEL+ 程序进行用于视觉校准的点示教。 

 
用法 

VCalPoints  Calibration 

Calibration 进行校准的校准名 
 

详细说明 
如果执行 VCalPoints，则显示对话框，可对指定校准定义的校准点进行示教。 
 
利用 VCalPoints 进行校准点示教之后，请务必调用 VSave 保存新设置。 

 

注意 
实施校准的摄像机连接 CV1 时，必须将 EPSON RC+连接在机器人控制器上。EPSON RC+ 没有连接

时，命令会出现执行错误。 
 

参阅 
VCal、视觉序列、VSave 

 



 VCls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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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ls 语句  
 
适用 

图形显示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VCls 用于删除图像显示区域内的所有图形。 

 
用法 

VCls  
 
详细说明 

VCls 用于从图像显示区域删除执行视觉序列期间显示的所有图像。该语句常用于避免视觉序列之间

的画面出现混乱状态。比如，仅在部分所用的应用程序中使用视觉时，视觉处理结束后机器人要进

行其它动作时，可使图像显示区域消失。 
仅可通过 SPEL+ 语言使用 VCls。 

 
参阅 

VGet、VRun、VSet、视觉序列 

 
 



VCreateCalibration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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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reateCalibration 语句  
 
适用 

视觉校准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VCreateCalibration 用于在程序执行期间生成视觉校准。 

 
用法 

VCreateCalibration   CameraNumber, CalibrationName, [CopyCalibName] 

CameraNumber 表示新校准使用的摄像机编号的表达式 

CalibrationName 表示新校准名的字符串表达式 

CopyCalibName 表示原复制点的校准名的字符串表达式（可省略） 
 
详细说明 

是程序执行期间生成校准的基本步骤。 

1. 执行 VCreateCalibration。 

2. 使用 VSet 设置 CameraOrientation 和 TargetSequence 属性。也根据需要设置其它属性。 

3. 为非独立摄像机时，需要以相同名称生成校准用点文件。或调用 VCalPoints 进行校准点

示教。 
4. 执行 VCal 进行校准。 

5. 设置序列的 Calibration 属性以便使用新校准。 

6. 执行 VSave，保存变更。 

 
要保存视觉设置的变更时，请务必调用 VSave。 

 
使用示例 

Function CreateCal 
    String cal$ 
 
    cal$ = "mycal" 
    VCreateCalibration 1, cal$ 
    VSet cal$.CameraOrientation, VISION_CAMORIENT_MOBILEJ2 
    VSet cal$.TargetSequence, "calSeq" 
    VCalPoints cal$ 
    VCal cal$ 
    VSave 
Fend 

 
参阅 

VcreateObject 语句、VCreateSequence 语句、VSave 语句 
 



 VCreateObject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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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reateObject 语句 
 
适用 

视觉序列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VCreateObject 用于在程序执行期间生成目标。 

 
用法 

VCreateObject  Sequence, ObjectName, ObjectTyp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Name 表示在序列生成的目标名称的字符串表达式 

ObjectType 表示视觉目标类型的整数或表达式 

 
目标类型 常数 值 
Correlation VISION_OBJTYPE_CORRELATION 1 
Blob VISION_OBJTYPE_BLOB 2 
Edge VISION_OBJTYPE_EDGE 3 
Polar VISION_OBJTYPE_POLAR 4 
Line VISION_OBJTYPE_LINE 5 
Point VISION_OBJTYPE_POINT 6 
Frame VISION_OBJTYPE_FRAME 7 
ImageOp VISION_OBJTYPE_IMAGEOP 8 
Ocr VISION_OBJTYPE_OCR 9 
CodeReader VISION_OBJTYPE_CODEREADER 10 
Geometric VISION_OBJTYPE_GEOMETRIC 11 
LineFinder VISION_OBJTYPE_LINEFINDER 12 
ArcFinder VISION_OBJTYPE_ARCFINDER 13 
DefectFinder VISION_OBJTYPE_DEFECTFINDER 14 

 
详细说明 

VCreateObject 用于在程序执行期间将目标添加到现有的视觉序列中。设置属性之后，使用 VSave 进

行保存。 
 
参阅 

VCreateCalibration、VCreateSequence、VSave 

 



VCreateSequence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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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reateSequence 语句 
 
适用 

视觉序列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VCreateSequence 用于在程序执行期间生成新的视觉序列。 

 
用法 

VCreateSequence  CameraNumber, SequenceName, [CopySequenceName] 

CameraNumber 表示新序列使用的摄像机编号的表达式 

SequenceName 表示新序列名的字符串表达式 

CopySequenceName 表示复制来源的序列名的字符串表达式（可省略） 

 
详细说明 

VCreateSequence 用于在程序执行期间生成新的视觉序列。设置属性之后，使用 VSave 进行保存。 
 
参阅 

VCreateCalibration、VCreateObject、VSave 



 VDeleteCalibration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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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eleteCalibration 语句 
 
适用 

视觉校准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VDeleteCalibration 用于在程序执行期间删除视觉校准。 

 
用法 

VDeleteCalibration  CalibrationName 

CalibrationName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名的字符串变量 

 
详细说明 

VDeleteCalibration 用于在程序执行期间删除视觉校准。没有校准时，不会发生错误。删除校准之后，

使用 VSave 保存视觉设置。 
 
参阅 

VCreateCalibration、VDeleteObject、VDeleteSequence、VSave 
 
使用示例 

VDeleteCalibration "mycal" 



VDeleteObject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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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eleteObject 语句 
 
适用 

视觉序列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VDeleteObject 用于在程序执行期间删除视觉目标。 

 
用法 

VDeleteObject  Sequence, ObjectNam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Name 表示在序列删除的目标名称的字符串表达式 

 
详细说明 

VDeleteObject 用于在程序执行期间删除视觉目标。没有目标时，不会发生错误。删除目标之后，使

用 VSave 保存视觉设置。 
 
参阅 

VCreateObject、VDeleteCalibration、VDeleteSequence、VSave 
 

使用示例 
VDeleteObject "myseq", "blob01" 

 

 



 VDeleteSequence 语句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287 

VDeleteSequence 语句 
 
适用 

视觉序列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VDeleteSequence 用于在程序执行期间删除视觉序列。 

 
用法 

VDeleteSequence  SequenceName 

SequenceNam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详细说明 

VDeleteSequence 用于在程序执行期间删除视觉序列。没有序列时，不会发生错误。删除序列之后，

使用 VSave 保存视觉设置。 
 
参阅 

VCreateSequence、VDeleteCalibration、VDeleteObject、VSave 
 

使用示例 
VDeleteSequence "myseq" 

 



VGet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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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et 语句 
 
适用 

视觉目标：所有的视觉目标 
视觉序列 
视觉校准 

 
说明 

VGet 用于通过 SPEL+ 语言获取属性或结果值。 

 
用法 

VGet  Sequence .Property, var 

VGet  Calibration .Property, var 

VGet  Sequence .Object.Property, var 

VGet  Sequence .Object .Result [ (resultIndex) ] ,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要获取序列、

校准属性或结果时，省略 Object。 

Property 设置或返回获取值的属性名称。 

result 获取值的结果名称。类似于 Blob 或 Correlation 等返回多个结果数据的目标时，可指定

resultIndex。这样的话，即使不设置 CurrentResult 属性，也可获取特定的结果。resultIndex
可省略。 

var 表示返回值的变量 
 
详细说明 

VGet 是 Vision Guide 中具有重要功能的语句。通过从经由视觉序列执行的视觉目标中获取属性或结

果值，承担着 Vision Guide 的本质部分的功能。 
VGet 也可用于在执行视觉序列之前调查属性值。不仅可使用 VGet 检查特定属性值，也可以在 VGet
语句之后，使用 VGet 语句将检查的属性设为特定的值。另外，VGet 也可以用于在执行视觉序列之

后调查属性值。 
VGet的最常用方法就是用于在序列中执行视觉目标之后检查结果值。这样便可进行诸如查看结果值、

作出判断、进行运算、确定点位置等各种操作。为获取结果值而使用 VGet 时，最初必须通过 VRun
执行包括要获取结果的视觉目标在内的序列。比如，以调查特定部件上存在几个孔为目的，使用 Blob
目标生成视觉序列。此时需要对 Blob 目标的 NumberFound 结果进行 VGet。下例所示为如何利用 
SPEL+ 程序使用 VGet。 



 VGet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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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test 
'It is assumed that a sequence called FindHoles has already been created 
'prior to running this program. FindHoles contains a Blob object called Part 
'which is configured to find how many holes are in the search window.we  
'In this example, we will run the sequence and then display the number 
'of holes which were found. 
 
 Integer count 
 
 VRun FindHoles                    'Run the vision sequence 
 VGet FindHoles.Part.Holes, count  'Get the # of holes found 
 
 Print count, "holes found" 
Fend 
 

参阅 
VRun、VSet、视觉序列 



VLoad 语句 
 

290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VLoad 语句 
 

适用 
所有视觉属性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用于从硬盘将所有视觉属性载入到当前项目中。 
 

用法 

VLoad  
 

详细说明 
要将所有的视觉属性恢复为运行时设计的值时，使用 VLoad。 
如果执行 VLoad，则从项目目录的 .vis 文件载入数据。 
注意 
实施 VLoad 的摄像机连接 CV1 时，必须将 EPSON RC+ 连接在机器人控制器上。EPSON RC+ 没有

连接时，命令会出现执行错误。 
 

参阅 
VSave 



 VLoadMode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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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oadModel 语句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Polar、DefectFinder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从利用 VSaveModel 生成的文件载入模型。 

 
用法 

VLoadModel  Sequence.Object, fileNam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fileName 路径和文件名 
 

详细说明 
VLoadModel 用于可通过 1 个视觉序列对应多个不同部件模型的应用程序。引用通过 VSaveModel 以
前保存的相同类型的视觉目标文件。 
紧凑型视觉时，可为 fileName 指定 USB 存储器。指定 USB 时，指定格式为 “CVUSB:\path\filename”。 
VLoadModel 可用于下述视觉目标。 

Correlation 

Geometric 

Polar 

DefectFinder 
 

使用示例 
VLoadModel seq1.corr01, "c:\models\corr01.mdl" 

 
参阅 

VSaveModel 



VRun 语句 
 

292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VRun 语句 
 
适用 

视觉序列 
 
说明 

VRun 为 SPEL+ 语言的语句，用于执行在 Vision Guide 开发环境中生成的视觉序列。 

 
用法 

VRun  Sequenc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详细说明 

VRun 的功能是开始执行视觉序列。  
敦促执行指定 VRun 的视觉序列。除非将 RuntimeAcquire 属性设为 “None”，否则会将图像读入到帧

缓存中，并根据针对该图像的视觉序列设置执行视觉目标。 
在执行由 VRun 指定的视觉序列结束之前返回 VRun。结束图像读取之后，VRun 将控制移交给后续

的 SPEL+ 语句。这样的话，即使在图像处理期间也继续执行其它 SPEL+ 语句，因此，提高了全体

循环时间的处理能力。（比如，可在图像处理期间进行机器人作业或运算。） 
执行 VRun 时，通常会使用 VGet，以获取视觉序列的结果。（比如，视觉序列的结果包括部件位置

数据，合格品/不合格品的状态信息、部件计数等许多其它结果。） 
如下所示为使用 VRun 和 VGet 的简单程序示例：启动视觉序列，并作为该序列的结果显示对用户有

用的信息。 

执行该程序之前，请生成 “FindHoles” 序列，并生成名为 “Part” 的 Blob 目标。 

Function test 
'It is assumed that a sequence called FindHoles has already been created  
'prior to running this program. FindHoles contains a Blob object called Part 
'which is configured to find how many holes are in the search window. 
'In this example, we will run the sequence and then display the number 
'of holes which were found. 
 
 Integer count 
 
 VRun FindHoles                    'Run the vision sequence 
 VGet FindHoles.Part.Holes, count  'Get the # of holes found 
 
 Print "HoleCnt found", count, "holes!" 'Display a msg with # of holes found 
Fend 
 

参阅 
VGet、VSet、视觉序列 



 Vsave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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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ve 语句  
 

适用 
所有视觉属性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用于将当前项目的所有视觉属性保存到硬盘中。 

 
用法 

VSave  
 

详细说明 
用于将当前项目的所有视觉属性保存到硬盘中。 

如果执行 VSave，则更新项目目录的.vis 文件。 

注意 
实施 VLoad 的摄像机连接 CV1 时，必须将 EPSON RC+连接在机器人控制器上。EPSON RC+ 没有

连接时，命令会出现执行错误。 
 

参阅 
VLoad、VSet 



VsaveImage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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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veImage 语句 
 

适用 
视觉序列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用于将当前的取帧器图像保存到硬盘文件中。 

 
用法 

VSaveImage Sequence, fileNam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fileName 路径和文件名如下所示为有效扩展名。.bmp（默认格式）、.tif、.jpg 

saveGraphics 通过 Boolean 值指定保存时图像检测结果是否包含图形（可省略） 
 
详细说明 

VSaveImage 用于在运行时将图像保存到硬盘文件中。在分析不能检测到部件的图像时，该功能非常

便利。 
保存图像为当前显示的图像。在存在要保存的图像的序列中，请确认 RuntimeFreeze 属性设置为

“True”。 
紧凑型视觉时，可为 fileName 指定 USB 存储器。指定 USB 时，指定格式为 “CVUSB:\path\filename”。 
将 saveGraphics 自变量指定为 True 时，保存时也包含目标结果的结果（默认为 False）。 

 
使用示例 

VRun seq1 
VGet seq1.AllFound, found 
If found = False Then 
    VSaveImage seq1, "c:\badimage\seq1.mim" 
EndIf 

 
参阅 

ImageFile 属性、SaveImage 属性 



 VSaveMode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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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aveModel 语句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Polar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用于将视觉目标的模型保存到控制器中。 
 

用法 

VSaveModel  Sequence.Object, fileNam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名称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fileName 除扩展名以外的路径和文件名 
 

详细说明 
VSaveModel 用于可通过 1 个视觉序列对应多个不同模型的应用程序。通常将各目标模型保存到 
Vision Guide 的数据文件中。可利用 VSaveModel 将模型保存到指定文件中，或将已保存的模型载入

到相同类型的其它目标中。 
紧凑型视觉时，可为 fileName 指定 USB 存储器。指定 USB 时，指定格式为 “CVUSB:\path\filename”。 
VSaveModel 可用于下述视觉目标。 

Correlation 

Geometric 

Polar 

DefectFinder 
 

使用示例 
Integer status 
 
VTeach seq1.corr01, status 
If status = 1 Then 
    VSaveModel seq1.corr01, "c:\models\corr01.mdl" 
EndIf 

 
参阅 

VLoadModel 



VSet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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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et 语句 
 
适用 

视觉目标：所有的视觉目标 
视觉序列 
视觉校准 

 
说明 

VSet 用于通过 SPEL+ 语言设置属性值。 

 
用法 

VSet  Sequence.Property, value 

VSet  Calibration.Property, value 

VSet  Sequence.Object.Property,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Calibration 设置属性值的校准名 

Object 设置属性值的目标名称序列或校准属性设置时省略。 

Property 设置新值的属性名称 

value 新值的表达式。数据类型取决于属性类型。 
 
详细说明 

VSet 用于通过 SPEL+ 程序设置视觉序列、校准、视觉目标的属性。设置属性之后，使用 VSave 保

存视觉设置。 
可在 Vision Guide 的开发环境中设置视觉序列的主要属性。但在执行视觉序列之前，也可以通过 
SPEL+ 程序设置属性值。比如，要在执行序列之前设置 NumberToFind 属性值，或利用 2 台不同的

摄像机执行同一视觉序列时，均可使用 VSet 并通过 SPEL+ 程序进行应对。  
如下所示为，要检测已从板上检测到的孔数时，执行针对 2 台不同的摄像机的同一视觉序列的 Vision 
Guide 程序示例。 

执行该程序之前，请生成 “FindHoles” 序列。“FindHoles” 根据名为 “Part” 的 Blob 目标的 Holes 结
果，获取并显示在搜索窗口内检测到的孔数。 
如果通过程序调用 VSet，则仅在存储器上进行变更，并不保存视觉序列。要保存新设置时，请调用

VSave。如果未调用 VSave，程序执行结束之后，视觉序列则会被恢复为以前保存的状态。 



 VSet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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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test 
 
  Integer count 
  #define CAMERA1 1 
  #define CAMERA2 2 
 
  VSet FindHoles.Camera, CAMERA1         ' Find holes for part at camera 1 
  VSave 
  VRun FindHoles                            ' Run the Vision Sequence 
  VGet FindHoles.Part.Holes, count       ' Get the # of holes which were found 
  Print "Camera1 holes found =", count 
 
  VSet FindHoles.Camera, CAMERA2         ' Repeat for camera 2 
  VSave 
  VRun FindHoles 
  VGet FindHoles.Part.Holes, count      ' Get the # of holes which were found 
  Print "Camera2 holes found =", count  
 
Fend 

 
参阅 

VGet、VSave、VRun、VSet、视觉序列 

 



VShowMode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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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owModel 语句  
 

适用 
视觉目标：Correlation、Geometric、Polar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VShowModel 语句用于从 SPEL+ 程序在模型窗口显示事先示教的模型。 

详情请参阅“ShowModel 属性”项目。 

 
用法 

VShowModel  Sequence.Object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详细说明 

已变更模型时，请调用 VSaveModel 保存新设置。 

 
使用示例 

VShowModel seq1.corr01 
 

参阅 
VsaveModel、VTeach、VTrain 

 



 VStatsReset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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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tatsReset 语句  
 

适用 
视觉序列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VStatsReset 语句针对当前项目内的 1 个序列重置存储器内的所有统计。这包括序列内的所有目标。

将统计保存在文件中时，请执行 VstatsSave。 
 

用法 

VStatsReset Sequenc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参阅 
VGet、VRun、VStatsResetAll、VStatsSave、视觉序列 



VstatsResetAll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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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tatsResetAll 语句 
 

适用 
当前项目的所有序列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VStatsResetAll 语句针对当前项目的所有序列重置存储器内的所有统计。将统计保存在文件中时，请

执行 VstatsSave。 
 
用法 

VStatsResetAll 
 
参阅 

VGet、VRun、VStatsResetAll、VStatsSave、视觉序列 
 



 VStatsSave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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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tatsSave 语句  
 

适用 
当前项目的所有序列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VStatsSave 语句用于将当前项目的所有视觉统计保存到该项目目录的文件中。文件名为在项目名上

附加扩展名 .stx。 
 
用法 

VStatsSave 
 
详细说明 

关闭 EPSON RC+ 时始终保存统计。因此，通常无需使用 VStatsSave 语句。但要重置保存的统计时，

请在执行 StatsResetAll 或 VStatsReset 之后，执行 VStatsSave。 
未执行序列时，不生成统计文件。 

如果利用 VStatsResetAll 语句重置所有的统计，其文件也会被删除。 

使用紧凑型视觉摄像机时，统计文件保存在紧凑型视觉摄像机内。 

 
参阅 

VGet、VRun、VStatsReset、VStatsResetAll 



VStatsShow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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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tatsShow 语句 
 

适用 
视觉序列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用于显示指定序列的统计。 

 
用法 

VStatsShow Sequenc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详细说明 

VStatsShow 用于在对话框中显示指定序列内所有目标的统计。 

 
 

使用示例 
VStatsShow Seq1 

 
参阅 

VStatsReset、VStatsResetAll、VStatsSave 



 VTeach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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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each 语句 
 

适用 
视觉目标：ColorMatch、Correlation、Geometric、ImageOp、OCR、Polar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VTeach 用于通过 SPEL+ 程序进行视觉模型示教。 

 
用法 

VTeach Sequence.Object, var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返回状态的整数变量 
 
值 

以 var 返回状态。 

示教成功时，var 的值显示为 “1”，示教失败时，显示为 “0”。 

 
详细说明 

调用 VTeach 之前，目标必须存在。如果执行 VTeach，则最先拍摄截图，然后在当前模型窗口中进

行模型示教。 
执行 VTeach 之后，请务必调用 VSaveModel 保存新设置。 

 
使用示例 

Integer status 
 
VTeach seq1.corr01, status 
If status = 1 Then 
    VSaveModel seq1.corr01, "c:\models\corr01" 
EndIf 

 
参阅 

CurrentMode 属性、VSaveModel、VTrain 



VTrain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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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rain 语句 
 
适用 

视觉目标： Blob、Correlation、Edge、Geometric、Polar、ImageOp、Frame、Line、Point 
CV1 为固件 Ver.2.1.0 以后版本 

 
说明 

VTrain 用于通过 SPEL+ 程序注册目标的搜索窗口或模型窗口。 

 
用法 

VTrain Sequence  [.Object], var [, flags ]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可省略，如果

省略，则注册所有序列。 

var 表示返回状态的整数变量 

flags 设置 VTrain 操作。可省略。 
1 – 显示示教按钮。 
2 – 不显示模型窗口。 

 
值 

以 var 返回状态。 

单击 <确认> 按钮时，var 的值显示为 “1”，示教失败时，显示为 “0”。 

 
详细说明 

调用 Vtrain 之前，目标必须存在。指定 Object 时，其目标也必须在调用 VTrain 之前存在于指定的序

列内。如果执行 VTrain，对话框中则会显示指定的序列/目标和实时影像。可像利用 Vision Guide 窗
口那样，移动搜索窗口或模型窗口或变更大小。 
已设 flags 的位 1 时，显示示教按钮。为带有模型的目标 (Correlation、Geometric、Polar) 时，如果

单击示教按钮，则会进行模型示教。可在执行 VTrain 之后检查 ModelOK 属性，确认是否进行模型

示教。为 Blob 和 ImageOp 目标时，如果将操作设为“Binarize（二值化）”，则会在单击示教按钮

之后显示柱状图对话框，因此，可调整阈值的上限/下限并在显示中确认变化。 
已设 flags 的位 2 时，不显示模型窗口。请仅在搜索窗口中进行变更。 
为带有模型的目标或不显示示教按钮时，在利用 VTrain 注册模型之后，调用 VTeach。 

 
执行 VTrain 之后，请务必调用 VSave 保存新设置。 

 
参阅 

VTeach、VSave 



 X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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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Point 
 
说明 

用于定义 Point 目标的 X 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X, var 

VSet  Sequence.Object.X,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最小值：0 
摄像机的最大 X 分辨率 − 1 

 
详细说明 

X 属性用于进行图像坐标的 Point 目标水平方向的定位。默认设置时，该属性被设置在拖动新建

Point 目标的 X 轴上的位置。但是，如果要将 Point 目标与同一序列内的其它目标关联起来（比如，

PointType 属性不是 “0 – Screen” 并设置在其它视觉目标中时等），则会自动根据关联的属性变

更 Point 目标的 X 属性。 
将 PointType 属性设为 “0 – Screen” 时，包括 2 种移动 Point 目标的方法。 

– 单击 Point 目标的标签，将目标拖动到要移动的位置。 

– 变更 Point 目标的 X 属性和 Y 属性。 
 
参阅 

Point 目标、Y 属性、目标标签 



X1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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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Line 
 
说明 

用于定义以 (X1,Y1) 坐标组合定义起点位置的目标的 X1 坐标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X1, var 

VSet  Sequence.Object.X1,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最小值：0 
摄像机的最大 X 分辨率 − 1 

 
详细说明 

Line 目标： 
X1 属性用于进行 Line 目标起点的水平方向的定位。默认设置时，该属性被设置为最初拖动新建

Line 目标的位置的起点 X 坐标位置。但是，如果要将 Line 目标与同一序列内的其它目标关联起

来（比如，StartPointType 属性不是 “0 – Screen” 并设置在其它视觉目标中时等），则会自动根

据关联的属性变更 Line 目标的 X1 属性。 
将 StartPointType 属性设为 “0 – Screen” 时，包括 2 种移动该目标的方法。 

– 单击 Line 目标的标签，将目标拖动到要移动的位置。 

– 变更 X1、Y1、X2、Y2 的坐标。 

Edge 目标： 
X1 属性用于定义 Edge 目标起点的水平方向的位置。 

 
参阅 

Edge 目标、Line 目标、StartPointObject 属性、StartPointType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

目标标签 



 X2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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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Line 
 
说明 

用于定义以 (X2,Y2) 坐标组合定义终点位置的目标的 X2 坐标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X2, var 

VSet  Sequence.Object.X2,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最小值：0 
摄像机的最大 X 分辨率 − 1 

 
详细说明 

Line 目标： 
X2 属性用于进行 Line 目标终点的水平方向的定位。默认设置时，该属性被设置为最初拖动新建

Line 目标的位置的终点 X 坐标位置。但是，如果要将 Line 目标与同一序列内的其它目标关联起

来（比如，EndPointType 属性不是 “0 – Screen” 并设置在其它视觉目标中时等），则会自动根据

关联的属性变更 Line 目标的 X2 属性。 
将 EndPointType 属性设为 “0 – Screen” 时，包括 2 种移动该目标的方法。 

– 单击 Line 目标的标签，将目标拖动到要移动的位置。 

– 变更 X1、Y1、X2、Y2 的坐标。 

Edge 目标： 
X2 属性用于定义 Edge 目标终点的水平方向的位置。  

 
参阅 

Edge 目标、EndPointObject 属性、EndPointType 属性、Line 目标、X1 属性、Y1 属性、Y2 属性、

目标标签 



XavgError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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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vgError 结果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 X 方向的平均偏差。 

 
用法 

VGet  Calibration.XAvgError, var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返回实数值（单位：mm）。 

 
详细说明 

XAvgError 为校准期间找到的 X 轴方向校准值的平均偏差。 



 XmaxError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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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axError 结果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 X 方向的最大偏差。 

 
用法 

VGet  Calibration.XMaxError, var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返回实数值（单位：mm）。 

 
详细说明 

XMaxError 为校准期间找到的 X 轴方向校准值的最大偏差。 



XmmPerPixel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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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mPerPixel 结果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 X 方向的单个像素的长度 (mm)。 

 
用法 

VGet  Calibration.XmmPerPixel, var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返回实数值（单位：mm）。 

 
详细说明 

XmmPerPixel 用于以 1 像素几毫米的形式返回摄像机坐标 X 轴的值。 



 Xtilt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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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ilt 结果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 X 方向的倾斜度。 

 
用法 

VGet  Calibration.XTilt, var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详细说明 

Xtilt 是表示摄像机坐标 X 轴方向的摄像机倾斜度的相对值。以图像坐标表示倾斜的方向。(+X 为右。

正值表示向右倾斜，负值表示向左倾斜。 



Y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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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Point 
 
说明 

用于定义 Point 目标的 Y 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Y, var 

VSet  Sequence.Object.Y,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最小值：0 
摄像机的最大 Y 分辨率 − 1 

 
详细说明 

Y 属性用于进行 Point 目标的垂直方向定位。默认设置时，该属性被设置在拖动新建 Point 目标的

Y 轴上的位置。但是，如果要将 Point 目标与同一序列内的其它目标关联起来（比如，PointType
属性不是 “0 – Screen” 并设置在其它视觉目标中时），则会自动根据关联的属性变更 Point 目标

的 Y 属性。 
将 PointType 属性设为 “0 – Screen” 时，包括 2 种移动 Point 目标的方法。 

– 单击 Point 目标的标签，将目标拖动到要移动的位置。 

– 变更 Point 目标的 X 属性和 Y 属性。 
 
参阅 

Point 目标、X 属性、目标标签 



 Y1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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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Line 
 
说明 

用于定义以 (X1,Y1) 坐标组合定义起点位置的目标的 Y1 坐标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Y1, var 

VSet  Sequence.Object.Y1,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最小值：0 
摄像机的最大 Y 分辨率 − 1 

 
详细说明 

要一次变更 Line 目标的位置时，也可以通过 SPEL+ 语言设置 Y1 属性值。 

Line 目标： 
Y1 属性用于进行 Line 目标起点的垂直方向的定位。默认设置时，该属性被设置为最初拖动新建 Line
目标的位置的起点 Y 坐标位置。但是，如果要将 Line 目标与同一序列内的其它目标关联起来（比如，

StartPointType 属性不是 “0 – Screen” 并设置在其它视觉目标中时等），则会自动根据关联的属性变

更 Line 目标的 Y1 属性。 
将 StartPointType 属性设为 “0 – Screen” 时，包括 2 种移动该目标的方法。 

– 单击 Line 目标的名称，将目标拖动到要移动的位置。 

– 变更 X1、Y1、X2、Y2 的坐标。 

Edge 目标： 
Y1 属性用于定义 Edge 目标起点的垂直方向的位置。 

 
参阅 

Edge 目标、Line 目标、StartPointObject 属性、StartPointType 属性、X1 属性、X2 属性、Y2 属性、

目标标签 



Y2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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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Edge、Line 
 
说明 

用于定义以 (X2,Y2) 坐标组合定义终点位置的目标的 Y2 坐标位置。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Y2, var 

VSet  Sequence.Object.Y2,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最小值：0 
摄像机的最大 Y 分辨率 − 1 

 
详细说明 

要一次变更 Line 目标的位置时，也可以通过 SPEL+ 语言设置 Y2 属性值。 

Line 目标： 

Y2 属性用于进行 Line 目标终点的垂直方向的定位。默认设置时，该属性被设置为最初拖动新建

Line 目标的位置的终点 Y 坐标位置。但是，如果要将 Line 目标与同一序列内的其它目标关联起

来（比如，EndPointType 属性不是 “0 – Screen” 并设置在其它视觉目标中时等），则会自动根据

关联的属性变更 Line 目标的 Y2 属性。 
将 EndPointType 属性设为 “0 – Screen” 时，包括 2 种移动该目标的方法。 

– 单击 Line 目标的标签，将目标拖动到要移动的位置。 

– 变更 X1、Y1、X2、Y2 的坐标。 
 

Edge 目标： 

Y2 属性用于定义 Edge 目标终点的垂直方向的位置。 

 
参阅 

Edge 目标、EndPointObject 属性、EndPointType 属性、Line 目标、X1 属性、X2 属性、Y1 属性、

目标标签 



 YaxisPntObjResult 属性 
 

Vision Guide 7.0 属性和结果参考 Rev.2 315 

YaxisPntObjResul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Frame 
 
说明 

用于根据由 YaxisPoint 属性指定的视觉目标指定要使用的结果。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YAxisPntObjResul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YAxisPntObjResul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整数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 
 
值 

有效值的范围：1–在 YaxisPoint 属性的 NumberToFind 设置的值。YAxisPoint 属性设为 “Screen” 时，

值始终为 “1”。 
 
详细说明 

YAxisPntObjResult 属性用于指定 Frame 目标的 YaxisPoint 属性以外的结果编号。 

 
参阅 

Frame 目标、OriginPoint 属性、OriginPntObjResult 属性、YAxisPoint 属性、目标标签 



YAxisPoin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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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xisPoint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Frame 
说明 

用于定义用作 Frame 目标 Y 轴上的点的视觉目标。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YAxisPoint, var 

VSet  Sequence.Object.YAxisPoint, value 

Sequence 序列名或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字符串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整数或表达式可用作 YAxisPoint 属性的有效视觉目标为 Blob、Correlation、
Edge、Line。也可以根据 Frame 目标的 “Screen” 设置 YAxisPoint。 

值 
Screen 或在 Frame 目标之前执行并返回 PixelX 和 PixelY 结果的某个目标 

默认值：   Screen 
详细说明 

最初将 Frame 目标拖拽到 Vision Guide 窗口的图像显示区域时，如果将 YAxisPoint 属性设为默认

的 “Screen”，Frame 目标则被放在拖动的位置上。但由于 Frame 目标通常都与其它视觉目标相关联，

因此，需要设置 OriginPoint 或 YaxisPoint。可通过设置这 2 个属性将其它目标的基准帧用于定位基

准。将特定的对象物用于部件的基准点检测（基准帧的定义）时，该功能是非常便利的。可将其它

视觉目标工具定位到与由此定义的帧位置有关的图像中。 
OriginPoint 和 YAxisPoint 属性相互组合来定义视觉帧。（OriginPoint 用于定义原点，YAxisPoint 用
于定义 Y 轴方向。） 
在各视觉序列中，仅可将该视觉序列中 Frame 之前执行的视觉目标选为 YAxisPoint，敬请注意。（可

利用序列标签变更视觉目标的执行顺序。） 
通过点、单击、接口进行访问时，单击 YAxisPoint 属性的设定值字段。如果单击显示的箭头，下拉

列表中则会显示可用于定义 Frame 的 Y 轴方向的视觉目标及默认的 “Screen”。单击要设置的选项。 
利用点、单击、操作，通过目标标签设置 YAxisPoint 属性时，下拉列表中仅显示在该 Frame 目标之

前定义的目标。这是为了防止错误指定未在 Frame 目标以前定义的 OriginPoint。 
Vision Guide 自动检查可将哪个视觉目标用作 YAxisPoint，并仅在下拉列表中显示可使用的目标名称。 

 

参阅 
Frame 目标、Frame 属性、OriginPoint 属性、目标标签 



 YavgError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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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vgError 结果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 Y 方向的平均偏差。 

 
用法 

VGet  Calibration.YAvgErr, var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返回实数值（单位：mm）。 

 
详细说明 

YAvgError 为校准期间找到的 Y 轴方向校准值的平均偏差。 



YmaxError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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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axError 结果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 Y 方向的最大偏差。 

 
用法 

VGet  Calibration.YMaxErr, var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返回实数值（单位：mm）。 

 
详细说明 

YMaxError 为校准期间找到的 Y 轴方向校准值的最大偏差。 



 YmmPerPixel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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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mPerPixel 结果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 Y 方向的单个像素的长度 (mm)。 

 
用法 

VGet  Calibration.YmmPerPixel, var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值 

返回实数值（单位：mm）。 

 
详细说明 

YmmPerPixel 用于以 1 像素几毫米的形式返回摄像机坐标 Y 轴的值。 



Ytilt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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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ilt 结果 
 
适用 

视觉校准 
 
说明 

用于返回摄像机坐标 Y 方向的倾斜度。 

 
用法 

VGet  Calibration.YTilt, var 

Calibration 校准名或表示校准的字符串变量 

var 表示结果值的实数变量 
 
详细说明 

Ytilt 是表示摄像机坐标 Y 轴方向的摄像机倾斜度的相对值。以图像坐标表示倾斜的方向。（+ Y 为

下方向。） 
正值表示向下倾斜，负值表示向上倾斜。 



 ZoomFactor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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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Factor 属性 
 
适用 

 
视觉目标：ImageOpe 

 
说明 

将输入图像放大、缩小至任意大小。 

 
用法 

VGet  Sequence.Object.ZoomFactor, Ver 
VSet  Sequence.Object.ZoomFactor, Value 

Sequence  表示序列名的字符串变量 

Object 目标名称或表示目标名称的字符串变量。目标必须存在于指定的序列中。 

var 表示属性值的实数型变量 

value 表示属性新值的实数值或表达式 
 
值 

正实数值 (0 < ) 

 
详细说明 

将输入图像放大、缩小至任意大小。缩小图像时，缩小图像的外侧为黑色（灰度级 0）。 
 
参阅 

ImageOpe 目标、Operation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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