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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HydraMotion是个仿真软件包可以提供对液压设备及回路精准运行的仿真，可以使学生学习液压

原理。 

作为一款设计软件，HydraMotion可以创建、操作、观察相关回路，回路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打印

改变以及改进。 

HydraMotion 可以配合 HydraFlex 面板一起使用。在面板上可以组装操作真正的工作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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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与激活 

2.1.系统要求 

 硬件要求: 

 奔腾 4双核 3 GHz 处理器或更高 

 至少 512 MB RAM (1 GB for Vista) 

 硬盘空间至少 100 MB 

 VGA显示器最少 256 colors 

 鼠标 

 独立的 RS232 接口(USB 转 RS232接口 – USB 适配器) 

 软件要求: 

 Windows 32 或 64 位操作系统: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Business/Ultimate editions) 

 Windows 7 (Home Premium/Professional/Enterprise/Ultimate editions) 

 Windows 8/8 Pro/8 Enterprise 

 Windows 8.1/8.1 Pro/8.1 Enterprise 

2.2.安装软件 

这部分介绍如何安装 HydraMotion 软件. 你可以在安装最后从 intelitek网站上获得授权。 

请看 Intelitek在安装 CD盘上提供的软件授权指南用于其他方法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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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软件，按下列操作: 

1. 开启 Windows. 

2. 安装之前关闭所有应用程序.如果你打算再次安装或者安装新的版本在已有的 HydraMotion

目录中，在开始安装软件之前，建议备份任何用户创建的文件，还可以用软件中自带的卸

载工具移除之前安装的 HydraMotion. 

3. 插入 CD光盘到 CD-ROM 驱动器. 安装可以自动开始，如果没有，请运行 CD-ROM \Install 目

录中的 HydraMotionSetup.exe.开始界面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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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Next. 显示授权协议. 

 

5. 点击 I accept 和 Next. 控制器类型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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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控制器类型 Controller Type 并且点击 Next. 语言选择界面显示出来. 

 

选择你希望的语言并且点击 Next.选择安装位置屏幕进行显示. 

默认情况，软件安装在 C:\Intelitek\PneuMotion. 安装过程中你可以更改路径，当然不太建

议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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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 Next. 显示选择程序目录. 

 

8. 点击 Next. 显示安装状态. 状态栏完成时显示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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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点击 Finish 退出安装向导. 

10. 安装结束时 HydraMotionicons 图标出现.. 

 

 

2.3.卸载软件 

这部分介绍如何卸载软件. 卸载软件之前, 你应该备份任何存在的程序和位置文件。 

 

 提示: 如果需要, 卸载软件之前你可以收回你的授权到 Intelitek（之后再恢复）.如需更详细

的信息请查看安装 CD中的软件授权指南 

 

卸载 HydraMotion, 按如下操作: 

1. 从 windows 开始菜单, 选择 All Programs | HydraMotion.显示弹出菜单 

 

2. 选择卸载 HydraMotionto移除 HydraMotionto 软件单元随后说明显示在屏幕上 

2.4. 激活软件 

激活 HydraMotion, 按如下操作: 

1. 如果你打算 HydraMotion软件和 HydraFlex面板一起使用, 请确保所有硬件已经正确安装完

毕并且根据手册提供的安装流程正确连接. 

2. 打开电脑和所有连接的硬件. 

3. 从Windows 开始菜单, 选择 All Programs | HydraMotion.The将显示下面的弹出按钮.  

 

4. 选择 HydraMotion.，将显示 HydraMotion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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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关闭软件 

关闭 HydraMotion, 使用Windows的标准方法关闭程序: 

1. 在 HydraMotion 软件中, 选择 File | Exit. 

2. 双击文件栏的控制按钮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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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述 

3.1.  HYDRAMOTION 软件窗口 

 HydraMotion 主视窗的单元在下面图形中显示出来: 

 

 

标题栏 包含常用的 Windows右键菜单包括控制屏幕尺寸和关闭

控制同时还有一些附加选项可以选择总是在前的窗口. 

菜单栏 包含 HydraMotion软件指令. 一些指令可以从工具栏

（按钮）运行. 

工具栏 包括一些常用的功能及指令的按钮，按键的功能根据当

前激活屏幕或模式或选择的元件决定. 

绘图区 屏幕区域用于设计和显示回路 

 

绘图窗口 

状态栏 

   菜单栏 

工具栏
r 

标题栏 

 



 

3 概述  

03.2. 文件菜单 10 

 

状态栏 在屏幕的底端显 HydraMotion软件的信息, 工作模式、

当前活动等等，当你将鼠标放在图标上，图标的描述就

会出现在状态栏中. 

3.2. 文件菜单 

 

文件菜单包括Windows常用的一些功能可以加载、保存和打印气动回路及连

接图的文件和关闭软件. 
 

一次只能打开和编辑一个软件，另外你可以打开另外一个窗口创建编辑第二

个文件. 

 新建  [Ctrl]+N 打开一个新的未命名的文件. 

 
打开  [Ctrl]+O 打开一个已存在的文件. 

 
保存  [Ctrl]+S 保存当前运行的文件. 

 另存为... 用新的名字保存当前文件. 

 
打印  [Ctrl]+P 打印当前运行的文件. 

 删除... 删除之前保存的文件. 

 退出 退出 HydraMotion 软件. 

如果文件被修改，还没保存，将会有警告信息提示. 

更多信息请参照第 8 章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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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编辑菜单 

 

编辑菜单包括在绘图程序中Windows常用的一些功能.这些功能可以编辑

平面图以及原理示意图. 

 复制          [Ctrl]+C 复制所选元件到粘贴板作为标准绘图对象，它可

以粘贴到其他程序中. 

 
复制副本 对所选元件进行复制. 

 
向右旋转 F7 将所选元件向右旋转 90°. 

 
向左旋转 将所选元件向左旋转 90°. 

 
镜像                 F8 将所选元件从左边翻转至右边. 

 
垂直翻转                     
F9 

将所选元件从上端翻转至底端 

 
删除             [Del] 删除所选元件. 

 
参数           ! 设定所选元件参数值. 这可选项只对能否调整参

数的元件有效. 

更多信息请参考第 4 章编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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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视图菜单 

 

视图菜单包含 HydraMotion软件中视图模式的指令. 

 
平面图 显示每个元件的平面图. 

 
原理图 显示每个元件的原理图. 

 
梯形图 打开电气动回路原理控制流程图. 

 
  

时序图 显示不同元件在回路中的时序图. 

 
放大 放大当前视图. 

 
缩小  [Ctrl]+Z 缩小视图到正常状态. 

更多信息请查阅第 6 章视图信息. 

3.5.元件菜单 

 

元件菜单包含选择 HydraMotion元件及图库的指令。 

 
清单           [Ctrl]+F2 打开 HydraMotion元件由系统分类的清单. 

 
图库               F2 打开 HydraMotion元件及装置的图形库 

更多信息请查阅第 4 章选择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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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连接菜单 

 

连接菜单包括 HydraMotion软件中连接元件的各种指令. 

 
连接元件   F5 选择连接元件视图. 

 
删除所有连接 删除回路中的所有连接. 

 链接 PBs 把两个或多个按钮开关一起链接起来. 

 清除 PB 链接 在回路中断开任何 PB 链接. 

 
创建梯形图程序 为电气动仿真创建编辑梯形图程序 

更多信息请查阅第 5 章连接. 

3.7.仿真菜单 

 

仿真菜单包括 HydraMotion软件中仿真气动回路和单独元件的指令. 

 
回路 选择 HydraMotion 仿真特性. 

当平面图显示模式激活时可以仿真 

 
元件 激活元件仿真. 

更多信息请查阅第 7 章仿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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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接口菜单 

 

接口菜单包括在线软件操作的指令. 

 设置                  # 为在线操作配置硬件和软件. 

 显示 I/Os 在线过程中提供形象的输入输出的显示. 

 COM 检测 检测硬件和软件中的通讯. 

更多信息请查阅第 9 章在线操作. 

3.9.窗口菜单 

 

窗口菜单定义回路如何显示在屏幕上. 

 
打开主窗口 打开一个新的主窗口. 

 
关闭主窗口 关闭主窗口. 

 
打开第二窗口 打开第二窗口.. 

 
关闭第二窗口 关闭第二窗口.. 

 分层 Windows 常用按钮条. 

 重排 通用窗口控制用于调整窗口大小及位置. 

 重排图标 通用窗口控制用于重排程序图标 

 关闭全部 关闭所有用于程序编辑的窗口 

重排或者题目设定在改变前不会生效. 



 

3 概述  

03.10.帮助菜单 15 

 

3.10.帮助菜单 

 

帮助菜单包括查看软件版本信息以及软件授权指令。    

 关于 打开 HydraMotion软件对话框包含当前软件版本信
息.    

 授权 打开授权窗口可以看到你的授权状态. 

为了看到授权对话框你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应

用，这可以是你选择各种注册方式,比如从 Intelitek

网站、e-mail、传真或者电话途径获取和释放软件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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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件 
组件菜单允许你选择元件以及包括电路图中的文本. 

你可以执行下面的功能，这些功能在绘图区域组件菜单中: 
 移动  旋转 

 翻转  调整大小 

 删除  复制 

4.1.选择组件 

在电路图中查看放置组件可以使用下列的: 

           组件清单对话框 

          件图库 

4.1.1. 组件清单 

 

选择 Components | List 或者点击组件清单按钮.组件清单对话框打开. 

 

 

从清单中选择组件放到绘图区域中，按下列要求操作: 

1. 从组别清单选择分类. 

(如果双击分类名单中的一个, 组件图库 [图形显示] 出现.) 

2. 从清单中选择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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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OK. 

4. 点击绘图区域. 组件就会出现在绘图区域你点击的地方. 

5. 完成组件放置后点击取消关闭对话窗口. 

4.1.2. 元件库 

 

选择 Components | Library,  或者点击组件图库按钮. 

组件窗口打开. 

 

组件既可以显示平面图也可以显示原理图这根据当前激活的显示模式. 

你可以移动和调整组件窗口的大小,如果需要. 你可以使用在窗口底部的水平滚动条找到组件. 

将组件从元件库放置到绘图窗口操作如下: 

1. 点击你想要使用的组件的图片. 

2. 点击绘图区域. 组件就会出现在你所点击的绘图区域的位置上. 

3. 位置不需要精准; 将组件放置到绘图区域后仍然可以移动他们. 

4. 当你完成将组件放置到绘图区域时, 点击绘图区域任意地方来关闭组件元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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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手动操作组件 

一但你已经将组件放置到绘图区域, 你可以操作和整理他们。 

点击组件选择它. 

一个带有边框手柄的图形会出现在你选择的组件四周. 

 

 

4.2.1. 移动组件 

想要移动组件, 按如下操作: 

1. 点击组件. 组件周围将会出现一个边框. 

2. 点击并拖拽组件到需要的位置. 

 

4.2.2. 选择组件 

 

想要旋转组件，按如下操作: 

1. 点击组件。组件周围将会出现一个边框. 

2. 选择 Edit | Rotate Right or Edit | Rotate Left. 

或者 

3. 选择向右旋转,或向左旋转按钮. 

4. 组件将会向右或者向左旋转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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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翻转组件 

 

想要翻转组件，按如下操作: 

1. 想要翻转组件，按如下操作. 

2. 选择 Edit | Flip 或者点击翻转按钮. 

组件将会被翻转过来. 顶部和底部会被颠倒过来. 

4.2.4. 镜像组件 

 

想要镜像组件，按如下操作: 

1. 点击组件。组件周围将会出现一个边框. 

2. 选择 Edit | Mirror 或者点击镜像按钮. 

组件将会被镜像翻转.左边和右边会被颠倒过来 

4.2.5. 改变组件尺寸 

想要改变组件尺寸，按如下操作: 

1. 点击组件。组件周围将会出现一个边框. 

2. 将鼠标放到其中一个边框手柄上. 

指针将会变成双箭头. 

3. 点击和拖拽手柄来调整组件的尺寸. 

或者 

4. 使用 + 和 - 键重新调整组件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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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复制组件 

 

想要在电路图中复制组件,按如下操作: 

1. 点击组件。组件周围将会出现一个边框. 

2. 选择 Edit | Duplicate, 或者点击复制按钮. 

复制的组件将会出现在原始原件顶端. 复制的组件现在被选择了，并且可以被操作. 

你可以按照需要改变复制的组件方向，移动或调整大小. 

File | Copy 命令将选择的组件放到剪切板上. 这个允许你作为一个图形的文件粘贴到另一个应用中. 

它不会复制电路图中的组件 

4.2.7. 删除组件 

 

T 想要删除组件，按如下操作: 

1. 选择你想要删除的组件. 

2. 选择 Edit | Delete, 或者点击删除目标按钮。 一个对话框打开. 

 

3. 点击 Yes 删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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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添加文本 

HydraMotion 允许你添加文本到你的电路图中. 想要添加文本，按如下操作: 

1. 选择组件列表或者组件元件库. 

2. 选择 Text 目标，在列表或元件库. 

3. 将文本目标放置到绘图区图的任意位置. 

4. 关闭列表或元件库. 

5. 选择文本目标, 如果还没有选择. 

6. 想要在文本对话框中输入文本，做以下操作之一: 

 按 [Enter]. 

 双击文本目标. 

7. 用你想要出现在电路图中的文本替换 “TEXTO”. 

 

8. 点击 OK. 

9. 文本现在作为一个目标出现在电路图中. 

10. 文本现在作为一个目标出现在电路图中，你可以像任何组件一样操作它。 文本不能水平或

者竖直的翻转. 

4.3. 组件参数 

4.3.1. 编辑组件参数 

 

HydraMotion 允许你对一系列的组件设定值，设定这些组件参数按如下操作: 

1. 选择你想要观察或改变参数的组件. 

2. 选择 Edit | Parameters, 或者点击组件参数按钮, 打开输入参数对话 

3. 如果列表中出现不止一个变量, 选择你想要观察或改变的变量. 

4. 选择的变量的当前值会被显示出来. 你可以通过键入新的值或者选择区域下的滚动条的值

来改变这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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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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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连接 
组件和设备通过代表气动和电气连接的彩色的线连接在屏幕上。 

一旦组件连接上了，连接的组件不能旋转,翻转, 或改变大小. 他们可以移动或删除. 

删除一个连接的组件将会删除所有连接在它上边的线. 

5.1.连接组件 

5.1.1. 建立液压连接 

 

连接组件按如下操作: 

1. 选择 Connections | Connect Components, 或者点击连接组件按钮。 

一个网格点会出现在绘图区域,表明现在组件可以被连接. 而且, 带有白框的黑点会出现在可

以建立连接的组件端口上. 

 

 

2. 将鼠标指针放在可用的端口上. 边框变绿, 表明可以建立连接. 

3. 点击鼠标, 绿色的箭头出现，表明第一个端口已经被选择了. 

可选的:你可以通过点击鼠标建立入口和出口的连接来沿着线路向右旋转。红色线会标记你所绘制

的路径。你可以使用这个选项围着组件发送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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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着鼠标指针到第二个端口.。边框变绿. 

5. 点击鼠标, 明亮的绿线连接到两个组件. 

 

5.1.2. 建立电气连接 

 

建立电气连接. 

连接电的组件按如下操作: 

1. 选择 Connections | Connect Components, 或者点击连接组件按钮. 

电的组件通过带有颜色的线圈表明它的插头. 红色插头是带电的.蓝色插头接地. 

在开关和继电器上, 红色插头时 常闭, 黑色插头是 常开, 蓝色插头是 公有地 

2. 将鼠标指针放在第一个插头上, 插头变绿表明连接可以建立. 

3. 点击鼠标, 出现一个明亮的绿箭头,表明插头已经被选择了. 

4. 连着鼠标指针到第二个插头。插头变绿. 

随着你拖拽鼠标到第二个端口，路径将会通过一个浅绿色的线表示出来 

.可选的:你可以在插头之间建立连接. 点击鼠标来沿着路径进行向右角度旋转. 淡绿色的线

标记处你所创建的路径. 你可以使用这个选项围着组件发送线路. 

 

 

5. 点击鼠标. 线路变红,表示连接已经被建立好了.. 

5.1.3. 删除一个连接 

删除连接, 按如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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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鼠标指针放置在你想要删除的线路上. 不要点击. 连接将会闪烁并且改变颜色. 

2. 按 [Del], 连接将会被删除。 

5.1.4. 删除所有连接 

 

删除所有连接按以下任意操作进行: 

 选择 Connections | Delete All Connections. 

或者 

 点击删除所有连接按钮. 

所有连接被删除了. 

5.1.5. 清除不完整的连接 

清除部分的完整连接, 按 [Del]. 

线路被删除了. 

5.1.6. 改变链接的第二个端口 

改变当前的端口, 操作如下: 

1. 鼠标放在你想要删除的线路上. 连接将会闪烁并且改变颜色. 

2. 点击你想要改变的线路. 

3. 线路改变颜色. 第二个端口被断开，同时第一个端口仍保持被选择状态. 

4. 点击你想要作为新连接的端口. 

新的连接会被显示出来. 

5.1.7. 退出连接窗口 

 

想要退出连接窗口按以下任意操作: 

 点击关闭连接按钮. 
 

或者 

 按 [Esc]. 

栅格点消失，你可以完成电路图上其他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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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链接按压按钮 

出于安全原因, 液压回路图可能需要同时两个按钮按下操作 (双手) 。由于你只能一次点击一个按钮, 

按压按钮连接选项允许你同时仿真, 双手, 激活按压按钮 

只有当交叉选择显示模式激活时按压按钮链接才能被被建立 。当连接或者图解模式被激活时这些
链接不能建立，不管什么时候任何显示模式激活，连接都可以被移除。 

连接两个按压按钮，按如下操作: 

1. 选择 Connections | Link PBs. 

Y 你被提示选择主按压按钮. 这个主就是控制两个按压按钮的按压按钮。 

2. 点击 你想要作为主按压按钮的. 

字母 M 现在被显示在组件内部. 

你将被显示选择从按压按钮。 这个从是被主控制的按压按钮. 

3. 点击 你想要作为从按压按钮的 PB. 

按压按钮现在被链接成一对, 通过同一个数字被表示 (e.g., M1 和 S1） 

 

 

无论何时你激活主按压按钮, 从按压按钮同时被激活. 然而，从按压按钮同样保持自己可被操作. 

5.2.1. 断开一对连接按压按钮 

断开选择的一对按压按钮,按如下操作: 

1. 选择 Connections | Link PBs.  

线路显示出所有链接的按压按钮 

2. 将鼠标指针放置在你想要删除的线上. 不要点击. 

3. 按 [Del],链接将会被删除. 

5.2.2. 断开所有按压按钮连接 

断开所有按压按钮间的连接选择 Connections | Clear PB links. 

所有按压按钮连接被移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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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梯形图 

5.3.1. 创建梯形图 

 

你可以通过梯形图制作 电-液连接 

创建梯形图，按如下任一操作: 

 点击编辑梯形图按钮. 

或者 

 选择 Connections | Create ladder Diagram. 创建梯形图的窗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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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从梯形图创建回路 

创建的梯形图窗口有两部分. 上半部分显示的是梯形图, 下半部分显示的是电气组件表格. ( 那些已

经被放置在绘图区域并且可以被连进回路的名字出现黑色的组件)). 

通过梯形图连进组件, 按如下操作: 

1. 点击表格中的黑色组件. 

单元将会变白, 指针变成被框住的 +. 

2. 点击你想要放置组件的梯形图的梯级位置. 

组件现在出现在梯形图上 

使用出现在顶部窗口上的按钮来制作, 改变 或者删除连接 
. 

 
检查连接. 

如果一个连接或者组件变红连接是有错误的，如果什么

事都没有发生，连接正常. 

 

尽管连接测试成功，实际中平台上的组件可能不会合适

的连接上. 

 
连接组件当选择时，指针会变成识别笔. 

黑线显示一个连接. 点击蓝线将他们变黑 (连接). 

 

 
删除组件或连接 当选择时，光标变成线路剪切工具将光

标放到你想要删除的连接或组件上, 并且点击. 

 

 
移动将梯形图中的提醒向下移动一行. 当选择时，光标

变成色彩较暗的矩形. 

将光标放在你想要移动的梯级上，并且点击,梯级向下移

动一行. 

 
保存在梯形图中制作的连接并且退出主窗口. 

所有在梯形图中制作的连接出现在回路图中 

 

 关闭创建梯形图窗口不保存新的连接。 

梯形图中制作的任何连接不会出现在回路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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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视图 
试图菜单允许你选择组件被显示的视图. 存在两个基本的显示模式: 

 交叉选择 

 图解视图 

任何显示模式激活时放大和缩小选项都可以使用。 

 而且, 视图菜单允许你显示两种类型的图形。 

 梯形图 

 时序图 

6.1. 交叉选择显示 

交叉选择显示模式提供了组件交叉选择的插图, 正如右边图形所示. 不同的颜色允许你看到每个组

件的元素 t. 

 

 

交叉选择允许你观察到以下内容: 

 回路和组件的运行 

 流经连接的仿真气压和它在各种组件上的影响. 

 组件在压力上的反应到改变. 

6.1.1. 激活交叉选择显示模式 

 

激活交叉选择显示模式, 按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 View | Cross-Section 
 

或者 

 点击交叉选择按钮. 

6.2. 图解视图 

图解选项显示了组件的标准视图形态, 如右边图形显示. 这个显示模式对于观察和分析组件在液压

回路或者混合系统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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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视图模式仅用来观察目的. 在这个模式下仿真和连接不能执行. 

 

6.2.1. 激活图解视图模式 

 

激活图解视图显示模式, 按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 View | Schematic 
 

或者 

 点击图解按钮 

6.2.2. 放大 

 

放大按如下操作: 

1. 选择 View | Zoom In, 或者点击放大图片按钮. 

选择的屏幕对话框打开. 

 

2. 一个矩形连接到光标.在屏幕上 移动矩形来选择你想要放大的部分,并且点击鼠标. 

  

选择放大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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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缩小 

 

缩小按如下操作: 

 选择 View | Zoom Out 
 

或者 

 点击缩小图片按钮.  

回路图变回到正常的视图. 

6.3. 时序图 

时序图监控回路运行中的流量. 时序图提供给使用者液压回路中压力和流量的图形视图。 

 

 

6.3.1. 激活时序图 

 

观察时间图表,按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 View | Parameter Diagram 
 

或者 

 点击监控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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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梯形图显示 

梯形图是电液回路的图像控制流量表.通过你在图像中制作的电气连接通过软件自动生成。 

6.4.1. 显示梯形图 

 

  

显示在当前激活窗口的梯形图的回路图，按以下任一操作: 

 选择 View | Ladder Diagram 

或者 

 点击显示梯形图按钮，梯形图窗口打开。 

 

 

 

6.4.2. 关闭梯形图 

 
关闭梯形图, 点击退出梯形图按钮, 或者使用任何关闭标准窗口的方法 



 

7 仿真  

7.1 单个组件仿真 33 

 

7. 仿真 
仿真模式允许你观察组件单独的或者作为整个回路一部分的的运行 。 

只有当交叉模式有效时仿真才能生效.t. 

7.1. 单个组件仿真 

可以有四中方式仿真单个组件运行: 

 自动单步: 这个仿真显示了选择的组件的连续变化状态，这是初始设定. 

 自动连续. 这个模式会显示选择组件连续运行模式 

 手动单步: 这个仿真显示了选择的组件的一次一个的状态. 你必须连续点击组件来显示每一

个状态 

 手动连续. 这个模式会显示选择组件连续运行模式。你必须连续点击组件以使仿真连续运

行。  

自动连续和手动连续软件并不是对所有组件都试用。. 

7.1.1. 自动仿真组件 

 
自动仿真操作单独组件，按如下操作: 

1. 选择你想要仿真的组件. 

2. 选择 Simulation | Componentand 然后选择两个自动模式之一 

点击工具栏按钮激活单独组件仿真自动行走模式。 

7.1.2. 手动仿真组件 

手动仿真操作单个组件, 按如下操作: 

1. 选择组件. 

2. 选择 Simulation | Componentand 选择两种手动仿真模式之一。. 

3. 点击组件来改变组件的状态 

7.1.3. 停止单独组件的仿真 

 
退出仿真模式来改变回路图. 

停止组件仿真, 点击从单个组件仿真按钮退出. 

一般的视图模式被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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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回路仿真 

 
HydraMotion 允许你仿真一个完整的回路操作 

观看整个回路的仿真按如下操作: 

 选择 Simulation | Circuit. 
 

或者 

 点击仿真回路按钮. 

当你在仿真模式下，可以点击图表中的任何按钮开关来看他们怎么影

响液压回路 

7.2.1. 停止回路仿真 

 停止回路仿真，点击仿真回路按钮的退出键. 

正常的视图模式会新开始. 

 



 

8 文件管理  

7.2 回路仿真 35 

 

8. 文件管理 
HydraMotion 文件通过标准的窗口文件工具被管理, 在文件菜单下查找. 

 

 新建           [Ctrl]+N 打开一个新的未命名的文件. 

 

 

 
打开       [Ctrl]+O 打开一个对话框来选择一个存在的回路图. 

 
保存          [Ctrl]+S 保存当前激活的文件. 

如果文件没有被命名，一个对话框会打开来定义文件名。通过初

始，系统提供一个文件名 (e.g. HY0012.BIN). 你可以赋予文档任何

你想要的标题.文档命名必须只能包含英文字母或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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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存为 在一个新的文件名下保存当前被激活的文件.  

保存文件对话框打开.。在标题栏下输入新的名字.初始下系统会

提供一个文件名 (e.g., HY0012.BIN) 

 
打印           [Ctrl]+P 打印当前激活的文件. 

 

 删除... 打开一个带有之前保存过的文件清单的对话框。 

选择一个你想要删除的文件点击 OK 

 

. 

 

 退出 退出 HydraMotion. 

如果已经改变文件, 但不想保存, 会显示一个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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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统设置 

9.1. 程序窗口 

窗口菜单包含了用来显示的窗口程序的窗口命令. 

 
打开主窗口 打开一个新的主窗口. 

这个命令功能同 File | New 一样. 

 
关闭主窗口 关闭激活的主窗口.如果发生了改变, 但还没有保存, 将

会显示一个警告信息. 

关闭激活的主窗口.如果发生了改变, 但还没有保存, 将

会显示一个警告信息. 

 
打开第二个窗口 打开一个新的第二个窗口. 

第二个窗口会在主窗口下打开，它同主窗口的功能一

样. 它可以被移动和调整大小. 

在 HydraMotion. 中只有主窗口和第二个窗口可以同时
打开。 

 
关闭第二个窗口 关闭激活的第二个窗口.如果发生了改变, 但还没有保存, 

将会显示一个警告信息 

这个按钮紧挨着打开和关闭之间.如果一个窗口当前没
有激活，它将打开一个窗口，如果一个窗口当前激活
了，它将关闭一个窗口. 

 层叠 一般的窗口控制为调节尺寸和层叠打开窗口以便每个标

题栏是可见的. 

 Tile 通常用来调节窗口大小和排放打开的窗口是通过尺寸. 

 Arrange Icons 通常用来窗口控制来重新对线已经最小化的图标 

 Close All 关闭所有用来编辑程序的所有打开的窗口 

层叠或是标题设定知道改变或才保持生效. 

9.2.线上操作 

HydraMotion 可以被用来控制实际的电-液回路并且提供 HydraFlex 实验室盘的图形追踪. 

CIC 单元 (PLC MicroLogix)被需要作为软-硬件界面. 参考提供的带有盘和 CIC 单元(PLC MicroLogix)文

件作为安装说明 

想要获取更多有关在线上操作的如何配置 HydraMotion 软件的信息，参见： 

 配置用来在线操作的软件(PLC MicroLog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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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配置用来线上操作的软件(PLC MicroLogix) 

配置用来线上操作的软件, 按如下操作: 

1. 确保电脑, 仪表盘; PLC MicroLogix 和电源供给像下图示例合适的连接起来. 

 

1 PLC MicroLogix 

2 PLC 到 电源线 

3 电源连接 

4 电源线(红和黑)到电

分配器 

5 电分配器连接 

6  带有磁性传感器的双

作用气缸 

7 4/3 电磁控制阀 

8 电感接近开关 

PLC MicroLogix 连接到电源和仪表盘 

2. 使用 HydraMotion 来加载或者绘制一个被（将被）组装到 HydraFlex 仪表盘电-气回路  

以下图片显示了一个例子，同样的回路在 HydraMotion 和 HydraFlex 盘中的对比。 

 

 

 

 

3. 选择 Interface | Setup. 设置的对话框打开. 这个框允许你通过软件选择被控制和追踪的组件. 

3 

5

 

7 

6

 

4

 

1 

4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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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在回路图中制作的电输入输出连接在设置对话框中都有效. 

4. 使用检查框, 选择将被线上运行的组件。一但组件被选择线上操作，他们只答复外部的 I/O

信号 HydraMotion 图形追踪这些组件的运行（不会仿真他们的运行） 

5. 检查控制器配置按钮来连接 HydraMotion 软件到 PLC MicroLogix.，以下显示的是窗口配置。 

 

6. 从 Comm Port 下拉菜单, 选择需要的 COM 点 并且点击 Apply.  

7. 点击 Close. 确定信息会显示出来.  

8. 点击 Yes. 会显示一个需要你重启你应用的信息，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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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启 HydraMotion 应用. 

10. 选择 Interface | COM Test 同控制器连接，其中一个选项会出现在窗口右下角的状态栏下  

 :表明 HydraMotion 同 thePLC MicroLogix 控制器通讯上 

 :表明在 HydraMotion 软件和 控制器间没有通讯 ，这种情况下检查控制器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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