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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说明书全面介绍了 Siver Dragon M18i/M20i/M200i 系列数控
系统的特性、系统组成、各部分的系统命令及其使用、操作步骤、
用户编程方法及示例等，是用户快速学习和使用本系统的基本说明
书。本说明书的更新和升级事宜，由武汉协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授权并组织实施。未经本公司授权或书面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无
权对本说明书内容进行修改或更正，本公司概不负责由此而造成的
客户损失。 

在本使用说明书中，我们将尽力叙述各种与该系统操作相关的事
件。由于篇幅限制及产品开发定位等原因，不能也不可能对系统
中所有不必做或不能做的事件进行详细的叙述。因此，本说明书
中没有特别描述的事件均可视为“不可能”或“不允许”的事件。 

本说明书的版权归武汉协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所有，任何单位
与个人进行出版或复印均属于非法行为，我公司将追究其法律责
任。 

❖系统所有规格和设计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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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程序加工基础 

 

1.1.1 坐标系 

在程序加工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坐标系主要有两个：工件坐标系和机

床坐标系。 

 

工件坐标系是编制程序时用到的坐标系。在编程时所指定的坐标位

置都是工件坐标系下的值，因此工件坐标系也叫编程坐标系。 

 

机床坐标系是控制机床运动时用到的坐标系。要让机床按设计的轨

迹运动，需要给伺服电机发送位置指令，该位置就是机床坐标系下

的值。 

 

因此，要使机床按工件坐标系下编程指定的轨迹运动，就必须将工

件坐标系下的指令位置转换到机床坐标系下才能准确的控制机床

的运动。该转换过程由 CNC 系统自动完成，用户只需设定工件坐

标系零点的偏移量即可。所谓工件坐标系零点的偏移量就是指工件

坐标系零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位置。 

 

工件坐标系与机床坐标系的关系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工件坐标系与机床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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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工件坐标系零点的设定 

工件坐标系与加工的工件固连。工件装夹到工作台上以后，工件坐

标系零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位置就固定下来了。 

工件装夹到工作台上后工件坐标系的零点位置可以通过下面两种

方法来确定： 

● 使用工件的基准点定位 

 

工件上的基准点是指工件上的一个确定点且该点在工件坐标系中

的位置已知。 

 

工件装夹到工作台上后，可以通过工件上的基准面和基准点来定位

工件坐标系零点的位置。 

 

假设基准点在工件坐标系下的位置为（XW、YW、ZW），工件坐标系

零点的计算过程如下： 

1) 将刀尖移到基准点位置； 

2) 从 CNC 系统上读取刀尖所在的机床坐标值（XM、YM、ZM）； 

3) 计算工件坐标系零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位置： 

 

• XO = XM–XW 

• YO = YM–YW 

• ZO = ZM–ZW 

 

● 使用夹具定位 

工件通过夹具装夹到工作台上。若每次装夹时工件与夹具的相互位

置是固定不变的（或其位置偏差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就可以通过夹

具来确定工件坐标系零点的位置。 

由于夹具与工件的装夹位置固定，因此可在夹具上确定一基准点，

工件装夹后该基准点在工件坐标系中的位置确定不变。这样，工件

坐标系的零点位置就可通过夹具上的基准点来确定。 

通常，对于大批量的零件加工，都应该使用夹具定位，由于夹具只

需装夹一次，重新装夹工件时无需重新定位，因此这种定位方法可

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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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指令的编程格式 

 

程序由若干指令段构成。 

每个指令段由一个指令字和若干参数字构成。 

 

指令段编程格式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指令的编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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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程序跳段与注释 

■ 程序跳段 

 

对于段前有跳段符‘\’的程序段，系统可选择性执行。跳段有效时，

这些段被忽略，否则，这些段正常执行。 

 

示例： 

G0 X0 Y0 Z0 

\G00 X20 Y30  ;跳段有效时，此程序段被忽略 

G01 Z50 F300 

M30 

 

■ 程序注释 

 

注释文字是程序中对程序进行说明的文字，程序运行时，这些文字

被忽略。 

 

程序注释分两种类型 

● 行注释：程序段中注释符‘；’后的文字为注释文字。 

● 块注释：块注释可以注释多行文本，被括号‘（’和‘）’括起来的

内容为注释文字。 

 

示例： 

 

(程序名：test.nc 

刀具半径：3mm 

主轴转速：3000rpm) 

 

M03 S1000 

;快速定位 

G90 G00 X100 Y200 

G17 G02 X150 I25 F300    ;圆弧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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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程序结构及执行过程 

 

程序由主程序和子程序构成。程序必须有一个主程序，而子程序则

不是必需的。 

 

主程序应放在程序文件的开头，以 M30 或 M99 结束。子程序只能

以 M99 结束。 

 

子程序名只能为数字，其存放位置有两种形式： 

● 子程序与主程序编写在同一个程序文件中，子程序只能在主程

序之后。子程序与子程序之间无顺序要求； 

● 子程序为独立的程序文件，其文件名即为子程序名（不能有扩

展名）。 

 

程序执行过程如图 1-3 所示。 

图 1-3  程序的执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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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准备功能（G 代码） 

 

1.2.1 模态 G 代码 

G 代码按其有效期可分为两种： 

● 非模态 G 代码：只在指定该 G 代码的程序段有效； 

● 模态 G 代码：该类 G 代码执行一次后由 CNC 系统存储，在同

组其它 G 代码执行之前一直有效。 

 

示例： 

G53 X0 Y0 Z0     ;G53 为非模态代码，每次执行时均需指定 

G01 X-200 F300 

Y-100            ;G01 为模态代码，执行一次后被存储，无须再

指定。 

Z-250 

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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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G 代码分组 

 

G 代码按其功能类别分为若干个组，其中 00 组为非模态 G 代码，

其它组均为模态 G 代码。同一程序段中可以指定多个不同组的 G

代码，若在同一程序段中指定了多个同组代码，只有最后指定的代

码有效。 

本系统支持的 G 代码如下表所示。 

序号 G 代码 组别 功能描述 

1  [G00] 

01 

快速定位 

2  [G01] 直线插补 

3  G02 圆弧插补/螺旋线插补(顺时针) 

4  G03 圆弧插补/螺旋线插补(逆时针) 

5  G02.4 
三维圆维插补 

6  G03.4 

7  G04 

00 

暂停，准确停止 

8  G28 返回参考点 

9  G29 从参考点返回 

10  G30 返回第 2、3、4 参考点 

11  G31 跳转指令 

12  G52 设置局部坐标系 

13  G53 选择机床坐标系 

14  G60 单方向定位 

15  G65 宏程序调用 

16  G92 设定工件坐标系 

17  [G15] 
17 

极坐标指令取消 

18  G16 极坐标指令 

19  [G17] 

02 

选择 XY 平面 

20  [G18] 选择 ZX 平面 

21  [G19] 选择 YZ 平面 

22  [G40] 

07 

刀具半径补偿取消 

23  G41 刀具半径补偿，左侧 

24  G42 刀具半径补偿，右侧 

25  G43 
08 

正向刀具长度补偿 

26  G43.4 三维刀具长度补偿（R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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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G44 负向刀具长度补偿 

28  [G49] 刀具长度补偿取消 

29  [G50] 
11 

比例缩放取消 

30  G51 比例缩放有效 

31  [G50.1] 
22 

编程镜像取消 

32  G51.1 编程镜像 

33  G54.1 

14 

选择附加工件坐标系 

34  G54 选择第 1 工件坐标系 

35  G55 选择第 2 工件坐标系 

36  G56 选择第 3 工件坐标系 

37  G57 选择第 4 工件坐标系 

38  G58 选择第 5 工件坐标系 

39  G59 选择第 6 工件坐标系 

40  [G61] 

15 

准确停止 

41  G64.1 高速高精模式Ⅰ 

42  G64.2 高速高精模式Ⅱ 

43  G68 
16 

坐标系旋转有效 

44  [G69] 坐标系旋转取消 

45  G73 

09 

深孔钻循环 

46  G74 反攻丝循环 

47  G76 精镗循环 

48  [G80] 固定循环取消 

49  G81 钻孔循环 

50  G82 钻孔循环（带停顿） 

51  G83 排屑钻孔循环 

52  G84 刚性攻丝 

53  G85 镗孔循环 

54  G86 镗孔循环 

55  G87  反镗循环 

56  [G90] 
03 

绝对值编程 

57  [G91] 增量值编程 

58  [G98] 
10 

固定循环返回到初始点 

59  G99 固定循环返回到 R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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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上电时，以下各组 G 代码默认的模态指令可由通道参数进行选

择（其中 XX 代表通道号）。 

 

01 组：P1XX0300=0：上电时为 G00 

=1：上电时为 G01 

 

02 组：P1XX0320=0：上电时为 G17 

=1：上电时为 G18 

=2：上电时为 G19 

 

03 组：P1XX0310=0：上电时为 G90 

=1：上电时为 G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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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移动指令与状态指令 

从指令的作用来分，G 代码可分为移动指令和状态指令两种。 

 

● 移动指令 

 

移动指令是指能控制机床坐标轴移动的指令，如 G00、G01 等。 

移动指令执行后会输出一串坐标指令，以控制电机的位置。 

根据机床的不同形式，有刀具移动和工件移动之分，本说明书均假

定为刀具移动。 

 

● 状态指令 

 

状态指令执行后只改变其所在组的模态指令，并不输出坐标指令

（不控制坐标轴的移动），但会影响后续移动指令的执行方式及结

果。 

 

例如：G90、G91 为状态指令，执行 G90 后，后续的移动指令编

程的坐标值均为绝对位置；执行 G91 后，后续的移动指令编程的坐

标值均为位置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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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动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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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本移动指令 

 

2.1.1 快速定位（G00） 

■ 指令介绍 

G00执行时,刀具以快移速度移动到用绝对值指令或增量值指令指

定的工件坐标系中的位置。 

G00有两种定位方式：插补定位和非插补定位。 

● 插补定位：系统自动调整各轴速度，使刀具沿直线进行定

位，各轴同时到达定位终点。插补定位时的合成快移速度由

通道参数P1XX0141指定。 

● 非插补定位：各轴定位速度均为最大快移速度，定位轨迹不

一定为直线，各轴也不一定同时到达定位终点。非插补定位

时各轴的快移速度由轴参数P2XX0110指定。 

 

G00定位方式由通道参数P1XX0140选择： 

P1XX0140=0：非插补定位方式 

=1：插补定位方式 

图 2-1  G00 插补定位  

■ 指令格式 

G00  IP_ 

IP_: 绝对值指令时是终点的坐标值；增量值指令时是刀具移动的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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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直线插补（G01） 

■ 指令介绍 

 

G01执行时，刀具沿直线移动到由绝对值指令或增量值指令指定

的工件坐标系中的位置，其移动速度由F指令指定。 

 

F指令指定的进给速度直到新的值被指定之前一直有效，因此无需

对每个程序段都指定F指令。F指令指定的速度值应在系统限定的

范围之内（0～系统参数设定最大速度），若F指令指定的速度超

出最大速度限制，系统以最大速度作为进给速度。 

 

最高进给速度限制由通道参数P1XX0130设置(XX代表通道号)， 

进给加速度由通道参数P1XX0131设置(XX代表通道号)。 

 

■ 指令格式 

G01  IP_  F_ 

 

IP_:  绝对值指令时是终点的坐标值；增量值指令时是刀具移动的

距离。 

F_： 指定进给速度 

 

图 2-2  G01 直线插补 

 

线性轴的进给速度以毫米/分为单位；旋转轴的进给速度以度/分为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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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 线性轴的插补 

 

图 2-3  G01 线性轴插补 

 

• 旋转轴的插补 

 

图 2-4  G01 旋转轴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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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圆弧插补（G02/G03） 

■ 指令介绍 

圆弧移动指令使刀具沿圆弧轨迹顺时针（G02）或逆时针（G03）

进给。 

 

■ 圆弧插补的方向 

 

各平面中顺时针与逆时针方向的定义为： 

● 沿Z轴由正到负的方向看XY平面决定该平面的顺时针和逆时针

方向。 

● 沿Y轴由正到负的方向看ZX平面决定该平面的顺时针和逆时针

方向。 

● 沿X轴由正到负的方向看YZ平面决定该平面的顺时针和逆时针

方向。 

 

顺时针与逆时针方向的定义如图 2-5所示。 

 

图 2-5  圆弧插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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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弧的终点表示 

 

用位置指令（X_，Y_，Z_）指定圆弧的终点。若为绝对值

（G90）方式，（X_，Y_，Z_）指定的是圆弧终点的绝对位置，

若为增量值（G91）方式，则（X_，Y_，Z_）指定的是从圆弧起

点到终点的距离。如图 2-6所示。 

 

图 2-6  圆弧终点表示 

 

■ 从起点到圆弧中心的距离 

 

用指令(I_，J_，K_) 指定圆弧中心的位置。(I_，J_，K_) 指令的

参数是从起点向圆弧中心看的矢量分量，并且不管是G90还是

G91总是增量值。 

 

（I_，J_，K_）的指令参数必须根据方向指定其符号正或负。 

若编程时位置指令(X_，Y_，Z_)全部省略，则表示起点和终点重

合，此时用（I_、J_、K_）编程指定的是一个整圆。 

 

圆弧中心的表示如图 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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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圆弧中心表示 

 

■ 圆弧半径 

 

圆弧中心除了可以由上面所说的(I_，J_，K_)指定外，还可以用圆

弧的半径R指定。当R为正时，指定圆心角小于180度的圆弧；当R

为负时，指定圆心角大于180度的圆弧。如图 2-8所示。 

图 2-8  圆弧半径的正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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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给速度 

 

圆弧插补的进给速度是指刀具沿圆弧切线的速度，该速度由F指令

指定。 

 

■ 指令格式 

 

图 2-9  圆弧指令格式 

 

指令格式说明： 

 

G17：  指定XY平面的圆弧 

G18：  指定ZX平面的圆弧 

G19：  指定YZ平面的圆弧 

G02：  顺时针方向圆弧插补 

G03：  逆时针方向圆弧插补 

X_/Y_/Z_：  圆弧终点位置。G90方式下为绝对位置，

G91方式下为圆弧起点到终点的距离。 

I_/J_/K_ ：  圆弧起点到圆弧圆心的距离（带符号） 

R_ ：  圆弧半径（带符号） 

F_ ：  沿圆弧切线的进给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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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图 2-10  圆弧编程轨迹 

 

上图所示的刀具轨迹可有如下编程方式： 

 

● 绝对值编程 

 

G92 X200.0 Y40.0 Z0 

G90 G03 X140.0 Y100.0 R60.0 F300. 

G02 X120.0 Y60.0 R50.0 

 

或 

 

G92 X200.0 Y40.0Z0 

G90 G03 X140.0 Y100.0 I-60.0 F300. 

G02 X120.0 Y60.0 I-50.0 

 

● 增量值编程 

 

G91 G03 X-60.0 Y60.0 R60.0 F300. 

G02 X-20.0 Y-40.0 R50.0 

 

或 

 

G91 G03 X-60.0 Y60.0 I-60.0 F300. 

G02 X-20.0 Y-40.0 I-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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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三维圆弧插补（G02.4/G03.4） 

■ 指令介绍 

通过指定圆弧上的三个不重合的点（起点、中间点和终点），可以在

三维空间上进行圆弧插补。 

 

■ 指令格式 

 

G02.4/G03.4   X_ Y_ Z_ I_ J_ K_ F_ 

 

G02.4/G03.4： 三维圆弧插补指令。G02.4 与 G03.4 作用相同，

可以相互取代。 

 

X_/Y_/Z_： 绝对值编程时，指令圆弧终点的位置；增量编程时，

指令从中间点到圆弧终点的距离。 

I_/J_/K_： 绝对值编程时，指令中间点的位置；增量编程时，

指令从圆弧起点到中间点的距离。中间点可以是

圆弧上起点和终点之间的任意点 

F_： 沿圆弧切线方向的进给速度 

 

图 2-11  空间圆弧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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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 

 

● 起点、中间点、终点在同一直线上时，进行直线插补； 

 

● 起点和中间点、中间点和终点、终点和起点一致时，到终点为

止进行直线插补； 

 

● 起点、中间点、终点在同一直线上，且终点在起点和中间点之

间时，先从起点到中间点以直线插补方式移动，接着从中间点

到终点以直线插补方式执行返回操作。 

 

由以上限制可知，三维圆弧移动指令不能编程整圆（起点和终点重

合），若要编程整圆，需将整圆分割成几段圆弧，分段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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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螺旋线插补（G02/G03） 

■ 指令介绍 

指令圆弧插补时，再指定一个圆弧平面之外的轴与圆弧同步移动

（随动轴），刀尖的移动轨迹为一条螺旋线。 

 

图 2-12  螺旋线插补 

 

■ 指令格式 

● XY 平面圆弧，Z 轴随动 

 

G17 G02/G03 X_ Y_ Z_ (I_ J_)/R_ L_ F_ 

 

G17： 选定 XY 平面为圆弧平面。 

X_/Y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圆弧终点位置，增量值方式

（G91）时指定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圆弧终点的距离。 

Z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随动轴的终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随动轴的移动距离。 

I_ /J_： 指定圆心到圆弧起始位置的距离（带符号）。 

R_： 指定圆弧半径（带符号）。 

L_： 螺旋线圈数 

F_： 指定沿螺旋线的进给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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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X 平面圆弧，Y 轴随动 

 

G18 G02/G03 X_ Y_ Z_ (I_ K_)/R_ L_ F_ 

 

G18： 选定 ZX 平面为圆弧平面。 

X_/Z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圆弧终点位置，增量值方式

（G91）时指定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圆弧终点的距离。 

Y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随动轴的终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随动轴的移动距离。 

I_ /K_： 指定圆心到圆弧起始位置的距离（带符号）。 

R_： 指定圆弧半径（带符号）。 

L_： 螺旋线圈数 

F_： 指定沿螺旋线的进给速度。 

 

 

● YZ 平面圆弧，X 轴平移 

 

G19 G02/G03 X_ Y_ Z_ (J_ K_)/R_ L_ F_ 

 

G19： 选定 YZ 平面为圆弧平面。 

Y_/Z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圆弧终点位置，增量值方式

（G91）时指定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圆弧终点的距离。 

X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平移轴的终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平移轴的移动距离。 

J_/K_： 指定圆心到圆弧起始位置的距离（带符号）。 

R_： 指定圆弧半径（带符号）。 

L_： 螺旋线圈数 

F_： 指定沿螺旋线的进给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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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跳转(G31) 

■ 指令介绍 

跳转指令用于实现测量功能。 

 

G31 指令为轴移动指令，与 G01 类似，其速度由 F 指定。在执行

G31 指令时，向终点位置移动过程中，若系统检测到指定的外部输

入信号，则停止执行当前段，跳转到指定的程序段继续执行。 

 

■ 指令格式 

G31  IP_  P_  L_  F_ 

 

IP_:  绝对值指令时是终点的坐标值；增量值指令时是刀具移动

的距离。 

P_:   测头号。系统最多可支持6个测头，测头号为1～6。 

P=1时可省略。 

L_:   检测到外部输入时跳转的目标程序段，若未指定L，则自动

跳转到下一段。 

F_：  指定进给速度。 

 

图 2-13  跳转指令执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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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单方向定位（G60） 

■ 指令介绍 

为了消除机床的反向间隙，可以使坐标轴从一个固定的方向趋近于

指令位置。即不管终点位置相对于起始位置为何方向，最终趋近终

点位置的方向是固定的。如图 2-14 所示。 

 

为了实现单方向定位，需要设定一过冲量。 

 

图 2-14  单方向定位 

 

■ 指令格式 

G60 IP_ 

 

IP_： 绝对值方式（G90）时，为单方向定位的终点位置，增量值

方式（G91）时为刀具当前位置到终点位置的距离。 

 

■ 参数设置 

单方向定位的趋近方向和过冲量由轴参数设置（其中 XX 为物理轴

号）： 

 

● 趋近方向由轴参数 P2XX0191 设置 

● 过冲量由轴参数 P2XX0190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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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 G60 指令后必须有位置指令，否则程序报警； 

● 即使刀具移动距离为零，也执行单方向定位； 

● 单方向定位的过冲量设定值应大于对应轴的反向间隙，否则单

方向定位时无法完全消除反向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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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返回参考点（G28，G29，G30） 

■ 指令介绍 

参考点是指机床上的固定点，本系统支持六个参考点。用返回参考

点指令可以使刀具移动到这些参考点位置。 

 

图 2-15  参考点 

返回参考点时，刀具经过中间点自动地快速移动到参考点的位置，

同时，指定的中间点被 CNC 存储，从参考点返回时将使用该中间

点。 

 

图 2-16  返回参考点和从参考点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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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格式 

● 返回第一参考点 

 

G28  IP_ 

 

IP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中间点的绝对位置，相对值方式

（G91）时指定中间点距起始点的距离。 

IP_指令的坐标为工件坐标系下的值。 

 

 

● 返回第二、三、四、五、六参考点 

 

G30  P_  IP_ 

 

P_：  指定返回的参考点序号（2～6，P=2 时可省略）。 

IP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中间点的绝对位置，相对值方式

（G91）时指定中间点距起始点的距离。 

中间点为工件坐标系下的位置。 

 

 

● 从参考点返回 

 

G29  IP_ 

 

IP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返回目标点的位置，相对值方式

（G91）时指定返回的目标点距中间点的距离。 

返回目标点为工件坐标系下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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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 G29 之前应先执行 G28 或 G30 返回参考点，否则系统报错； 

● G28/G30 指令执行时，只有指令了中间点的轴才移动，未指

令中间点的轴保持当前位置； 

● 执行 G28/G30 前，应先取消刀具半径补偿和长度偏置等补偿

功能； 

● 中间点为模态值，G28/G30 程序段中指令的中间点被系统存

储，未指令中间点的轴，将使用之前执行 G28/G30 时指令的

中间点坐标。 

● 执行 M30 或系统复位时中间点被清除； 

● G28、G30 及 G29 执行时刀具的移动速度为快移速度，可用

快速倍率开关进行修调。 

 

■ 示例 

N1 G28 X40.0 

;X 轴返回参考点，中间点（X40.0）被存储起来 

 

N2 G28 Y60.0 

;Y 轴返回参考点，中间点（Y60.0）被存储起来 

 

N3 G29 X10.0 Y20.0 

;X 轴、Y 轴从参考点返回，中间点为（X40.0,Y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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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机床坐标系插补（G53） 

■ 指令介绍 

机床上的一个用作为加工基准的特定点称为机床零点，机床制造

厂对每台机床设置机床零点。用机床零点作为原点设置的坐标系

称为机床坐标系。 

 

在系统上电之后执行手动返回参考点时建立机床坐标系，机床坐

标系一旦建立就保持不变直到电源断掉为止。 

 

当指令机床坐标系插补时，刀具移动到指定的机床坐标系下的目

标位置。用于选择机床坐标系插补的G53指令是非模态G代码，即

它仅在指令机床坐标系插补的程序段有效。 

 

当指令刀具移动到机床的特殊位置时（例如换刀位置），应该用

G53编制在机床坐标系的移动程序。 

 

■ 指令格式 

G53 IP_ 

 

IP_：机床坐标系下的位置指令，指定的绝对位置作为 G53 定位的

目标位置。 

 

■ 注意事项 

● G53 后指定的坐标始终为绝对会标，即使在增量值方式（G91）

时也如此； 

● 极坐标编程对 G53 无效，即使极坐标编程有效（G16），G53

后的坐标始终为机床坐标系下的绝对位置； 

● G53 指令速度指定：当前为 G00 模态时为快移速度，否则，

为切削进给速度（由 F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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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固定循环指令 

 

固定循环指令将刀具的一组动作组合起来，用单条指令来实现。 

 

固定循环指令使编程员编程变得容易。使用固定循环，频繁使用

的加工操作可以用G指令在单程序段中实现，否则，若没有固定循

环，这些加工操作通常需要编写多个程序段；另外固定循环还能

缩短程序，节省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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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高速深孔加工循环（G73） 

■ 指令介绍 

高速深孔加工循环沿着Z轴执行间歇进给直到孔底。当使用这个循

环时，切屑可以容易地从孔中排出并且能够设定较小的回退值，

这允许有效地执行钻孔。 

 

在指定G73之前用辅助功能旋转主轴(M代码)，当G73代码和M代

码在同一程序段中指定时，在第一个定位动作的同时执行M代码，

然后系统处理下一个钻孔动作。当指定重复次数K时，只在第一个

孔执行M代码，对第二个和以后的孔不执行M代码。 

 

G73的动作序列如图 2-17所示。图中虚线表示快速定位，Q表示

每次进给深度，D表示每次的回退值。 

图 2-17  G73 动作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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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格式 

(G98/G99) G73 X_ Y_ Z_ R_ Q_ F_ K_ 

 

X_ Y_： 绝对值方式（G90）时为孔位绝对位置，增量值方式（G91）

时为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孔位的距离。 

Z_： 指定孔底位置。绝对值方式（G90）时为孔底的 Z 向绝对

位置，增量值方式（G91）时为孔底到 R 点的距离。 

R_： 指定 R 点的位置。绝对值方式（G90）时为 R 点的 Z 向绝

对位置，增量值方式（G91）时为 R 点到初始平面的距离。 

Q_： 每次切削进给时的切削深度，接近孔底的最后一次切削深

度有可能小于该值。 Q 值正负相同。 

F_： 钻孔进给速度。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 注意事项 

● 钻孔轴必须为 Z 轴； 

● Z 点必须低于 R 点平面，否则程序报警； 

● D： 每次向上的退刀量；由通道参数 1000310 指定； 

● G73 指令数据被作为模态数据存储，相同的数据可省略。 

 

■ 示例 

 

M3 S2000                    ;主轴开始旋转 

G90 G99 G73 X300 Y-250 Z-150 R-100 Q15 K5 F120   

;定位,钻孔1,然后返回到R点 

Y-550                       ;定位,钻孔2,然后返回到R点 

Y-750                       ;定位,钻孔3,然后返回到R点 

X1000                       ;定位,钻孔4,然后返回到R点 

Y-550                       ;定位,钻孔5,然后返回到R点 

G98 Y-750                   ;定位,钻孔6,然后返回初始位置

平面 

G80 G28 G91 X0 Y0 Z0       ;钻孔取消，返回到参考点 

M5                          ;主轴停止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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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反攻丝循环（G74） 

■ 指令介绍 

G74与G84类似，所不同的是G74攻的是一个反螺纹（主轴在R点

处开始反转，到孔底停止，然后正转退出）。 

在刚性攻丝方式中用主轴电机控制攻丝过程。主轴电机的工作和

伺服电机一样。由攻丝轴和主轴之间的插补来执行攻丝。刚性方

式执行攻丝时主轴每旋转一转沿攻丝轴进给一个螺纹导程的距

离，即使在加减速期间这种进给关系也不变化。 

G74的动作如图 2-18所示。沿X和Y轴定位后快速移动到R点，然

后主轴反转，从R点到Z点执行攻丝。当攻丝完成后主轴停止并执

行暂停，然后主轴正转，刀具退回到R点，主轴停止，如果是G98

方式 ，还将快速移动到初始位置。 

 

图 2-18  G74 动作序列 

■ 指令格式 

G74 X_ Y_ Z_ R_ Q_ P_ F_ S_ K_ 

 

X_ Y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孔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式

（G91）时，指定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孔位的距离。 

Z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孔底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孔底到 R 点的距离。 

R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 R 点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 R 点到初始平面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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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_：    每次切削进给时的切削深度，接近孔底的最后一次切削深

度有可能小于该值。Q 值正负相同。 

P_： 指定攻丝到孔底时的暂停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F_： 指定螺纹导程。 

S_： 指定攻丝时的主轴转速。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 注意事项 

● 攻丝轴必须为 Z 轴； 

● Z 点必须低于 R 点平面，否则程序报警； 

● G74 指令数据被作为模态数据存储，相同的数据可省略。 

● 刚性攻丝时程序中指定的 F 为螺纹导程，沿攻丝轴的进给速度

由下式计算： 

进给速度 = 主轴转速×螺纹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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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精镗循环（G76） 

■ 指令介绍 

精镗时，主轴在孔底定向停止后，向刀尖反方向移动，然后快速

退刀。刀尖反向位移量由Q指定，刀尖偏移方向由通道参数填写确

定。 

 

图 2-19  G76 动作序列 

 

■ 指令格式 

(G98/G99) G76 X_ Y_ Z_ R_ Q_ P_ F_ K_ 

 

X_ Y_： 孔位数据，绝对值方式（G90）时为孔位绝对位置，增量

值方式（G91）时为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孔位的距离。 

Z_： 指定孔底位置。绝对值方式（G90）时为孔底的 Z 向绝对

位置，增量值方式（G91）时为孔底到 R 点的距离。 

R_： 指定 R 点的位置。绝对值方式（G90）时为 R 点的 Z 向绝

对位置，增量值方式（G91）时为 R 点到初始平面的距离。 

Q_： 刀具偏移量。 

P_： 孔底暂停时间（单位：毫秒）。 

F_： 切削进给速度。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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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 钻孔轴必须为 Z 轴； 

● Z 点必须低于 R 点平面，否则程序报警； 

● 孔底的偏移量 Q 值为固定循环中保持的模态值，须小心指定，

因为它也用作 G73 和 G83 的切削深度； 

● 刀具偏移方向由通道参数 1000315 指定； 

● G76 指令数据被作为模态数据存储，相同的数据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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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钻孔循环（G81） 

■ 指令介绍 

该循环用作正常钻孔。切削进给执行到孔底，然后刀具从孔底快

速移动退回。 

 

在沿着X和Y轴定位以后快速移动到R点,从R点到Z点执行钻孔加

工,然后刀具快速移动退回。在指定G81之前用辅助功能M代码旋

转主轴，当G81指令和M代码在同一程序段中指定时，在第一个定

位动作的同时执行M代码，然后系统处理下一个动作。 

 

当指定重复次数K时，只在钻第一个孔之前执行M代码，钻后续的

孔时不再执行M代码。 

 

G81的动作序列如图 2-20所示。图中虚线表示快速定位。 

 

图 2-20  G81 动作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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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格式 

(G98/G99) G81 X_ Y_ Z_ R_ F_ K_ 

 

X_ Y_： 绝对值方式（G90）时为孔位绝对位置；增量值方式（G91）

时为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孔位的距离。 

Z_： 指定孔底位置。绝对值方式（G90）时为孔底的 Z 向绝对

位置；增量值方式（G91）时为孔底到 R 点的距离。 

R_： 指定 R 点的位置。绝对值方式（G90）时为 R 点的 Z 向绝

对位置；增量值方式（G91）时为 R 点到初始平面的距离。 

F_： 切削进给速度。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 注意事项 

● 钻孔轴必须为 Z 轴； 

● Z 点必须低于 R 平面，否则程序报警； 

● G81 指令数据被作为模态数据存储，相同的数据可省略。 

 

■ 示例 

M3 S2000      ;主轴开始旋转 

G90 G99 G81 X300 Y-250 Z-150 R-100 F120 

;定位,钻孔1,然后返回到R点 

Y-550       ;定位,钻孔2,然后返回到R点 

Y-750       ;定位,钻孔3,然后返回到R点 

X1000       ;定位,钻孔4,然后返回到R点 

Y-550       ;定位,钻孔5,然后返回到R点 

G98 Y-750                 ;定位,钻孔6,然后返回初始位置平

面 

G80 G28 G91 X0 Y0 Z0  ;钻孔取消，返回到参考点 

M5       ;主轴停止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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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带停顿的钻孔循环（G82） 

■ 指令介绍 

该循环用作正常钻孔。沿着X和Y轴定位以后快速移动到R点,然后

从R点到Z点执行钻孔加工。当到孔底时执行暂停然后刀具快速移

动退回。 

 

指定G82之前用辅助功能M代码旋转主轴，当G82指令和M代码在

同一程序段中指定时，在第一个定位动作的同时执行M代码，然后

系统处理下一个钻孔动作。当指定重复次数K时，只在加工第一个

孔时执行M代码，对后续加工的孔不再执行M代码。 

 

当固定循环中指定刀具长度偏置G43、G44或G49时，在定位到R

点的同时加偏置。 

 

G82 的动作序列如图 2-21 所示。 

图 2-21  G82 动作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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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格式 

(G98/G99) G82 X_ Y_ Z_ R_ P_ F_ K_ 

 

X_ Y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孔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式

（G91）时，指定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孔位的距离。 

Z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孔底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孔底到 R 点的距离。 

R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 R 点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 R 点到初始平面的距离。 

P_： 指定在孔底的暂停时间（毫秒）。 

F_： 指定切削进给速度。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 注意事项 

● 钻孔轴必须为 Z 轴； 

● Z 点必须低于 R 点平面，否则程序报警； 

● G82 指令数据被作为模态数据存储，相同的数据可省略。 

 

■ 示例 

 

M3 S2000        ;主轴开始旋转 

G90 G99 G82 X300. Y-250 Z-150 R-100 P1000 F120  

;定位,钻孔1,然后返回到R点 

Y-550        ;定位,钻孔2,然后返回到R点 

Y-750         ;定位,钻孔3,然后返回到R点 

X1000         ;定位,钻孔4,然后返回到R点 

Y-550         ;定位,钻孔5,然后返回到R点 

G98 Y-750        ;定位,钻孔6,然后返回初始平面 

G80 G28 G91 X0 Y0 Z0     ;钻孔取消，返回到参考点 

M5          ;主轴停止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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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深孔加工循环（G83） 

■ 指令介绍 

该循环执行深孔钻。执行间歇切削进给到孔的底部，钻孔过程中

从孔中排除切屑。 

 

指定G83之前需要先旋转主轴，当G83代码和M代码在同一程序段

中指定时，在第一个定位动作的同时,执行M代码，然后系统处理

下一个钻孔动作。当指定重复次数K时，只在钻第一个孔之前执行

M代码，对后续钻孔不再执行M代码。 

 

Q表示每次切削进给的深度，它必须用增量值指定。每次切削深度

Q后，先快速退回R点平面以排除切屑，然后再快速定位到上一次

钻孔位置上的D点，之后执行切削进给，进给深度为Q。 

 

D表示每次切削进给的定位高度，D点是距离上次钻孔结束位置高

度为D的点。 

 

固定循环中指定刀具长度偏置时，在定位到 R 点的同时加偏置。 

 

G83 的动作序列如图 2-22 所示。 

图 2-22  G83 动作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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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格式 

(G98/G99) G83 X_ Y_ Z_ R_ Q_ F_ K_ 

 

X_ Y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孔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式

（G91）时，指定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孔位的距离。 

Z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孔底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孔底到 R 点的距离。 

R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 R 点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 R 点到初始平面的距离。 

Q_： 每次切削进给时的切削深度，接近孔底的最后一次切削深

度有可能小于该值。Q 值正负相同。 

F_： 指定切削进给速度。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 注意事项 

● 钻孔轴必须为 Z 轴； 

● Z 点必须低于 R 点平面，否则程序报警； 

● D： 定位高度（距离上一次钻孔位置）；由通道参数 1000320

指定； 

● G83 指令数据被作为模态数据存储，相同的数据可省略。 

 

■ 示例 

M3 S2000     ;主轴开始旋转 

G90 G99 G83 X300 Y-250 Z-150 R-100 Q15 K3 F120  

;定位,钻孔1,然后返回到R点 

Y-550      ;定位,钻孔2,然后返回到R点 

Y-750      ;定位,钻孔3,然后返回到R点 

X1000      ;定位,钻孔4,然后返回到R点 

Y-550      ;定位,钻孔5,然后返回到R点 

G98 Y-750     ;定位,钻孔6,然后返回初始平面 

G80 G28 G91 X0 Y0 Z0  ;钻孔取消，返回到参考点 

M5       ;主轴停止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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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攻丝循环（G84） 

■ 指令介绍 

在刚性攻丝方式中用主轴电机控制攻丝过程。主轴电机的工作和

伺服电机一样。由攻丝轴和主轴之间的插补来执行攻丝。刚性方

式执行攻丝时主轴每旋转一转沿攻丝轴进给一个螺纹导程的距

离，即使在加减速期间这种进给关系也不变化。 

刚性攻丝的动作如图 2-23所示。沿X和Y轴定位后快速移动到R

点，然后主轴正转，从R点到Z点执行攻丝。当攻丝完成后主轴停

止并执行暂停，然后主轴以相反方向旋转，刀具退回到R点，主轴

停止，如果是G98方式 ，还将快速移动到初始位置。 

 

图 2-23  刚性攻丝（G84）动作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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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格式 

G84 X_ Y_ Z_ R_ Q_ P_ F_ S_ K_ 

 

X_ Y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孔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式

（G91）时，指定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孔位的距离。 

Z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孔底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孔底到 R 点的距离。 

R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 R 点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 R 点到初始平面的距离。 

Q_：    每次切削进给时的切削深度，接近孔底的最后一次切削深

度有可能小于该值。Q 值正负相同。 

P_： 指定攻丝到孔底时的暂停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F_： 指定螺纹导程。 

S_： 指定攻丝时的主轴转速。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 注意事项 

● 攻丝轴必须为 Z 轴； 

● Z 点必须低于 R 平面，否则程序报警； 

● G84 指令数据被作为模态数据存储，相同的数据可省略。 

● 刚性攻丝时，沿攻丝轴的进给速度由下式计算： 

进给速度 = 主轴转速×螺纹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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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镗孔循环（G85） 

■ 指令介绍 

沿着X和Y轴定位以后快速移动到R点，然后从R点到Z点执行镗

孔，到达孔底后执行切削进给直到返回到R点，到达R点后，若为

G98方式，则快速返回初始平面。 

 

在指定G85之前用辅助功能M代码旋转主轴，当G85指令和M代码

在同一程序段中指定时，在第一个定位动作的同时执行M代码，然

后系统处理下一个镗孔动作。当指定重复次数K时，只在镗第一个

孔时执行M代码，对后续各孔不再执行M代码。 

 

当在固定循环中指定刀具长度偏置G43、G44或G49时，在定位到

R点的同时加偏置。 

 

G85 的动作序列如图 2-24 所示。 

 

图 2-24  G85 动作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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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格式 

(G98/G99) G85 X_ Y_ Z_ R_ P_F_ K_ 

X_ Y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孔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式

（G91）时，指定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孔位的距离。 

Z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孔底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孔底到 R 点的距离。 

R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 R 点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 R 点到初始平面的距离。 

P_： 指定在孔底的暂停时间（毫秒）。 

F_： 指定切削进给速度。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 注意事项 

● 钻孔轴必须为 Z 轴； 

● Z 点必须低于 R 点平面，否则程序报警； 

● G85 指令数据被作为模态数据存储，相同的数据可省略。 

 

■ 示例 

M3 S1000     ;主轴开始旋转 

G90 G99 G85 X300 Y-250 Z-150 R-120 P3000 F120   

      ;定位,镗孔1,孔底暂停3秒，然后返回到R点 

Y-550      ;定位,镗孔2,孔底暂停3秒，然后返回到R点 

Y-750      ;定位,镗孔3,孔底暂停3秒，然后返回到R点 

X1000      ;定位,镗孔4,孔底暂停3秒，然后返回到R点 

Y-550      ;定位,镗孔5,孔底暂停3秒，然后返回到R点 

G98 Y-750     ;定位,镗孔6,孔底暂停3秒，然后返回初始平面 

G80 G28 G91 X0 Y0 Z0  ;取消镗孔，返回到参考点 

M5       ;主轴停止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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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镗孔循环（G86） 

■ 指令介绍 

G86 执行的动作与 G81 相同，但在孔底主轴停止，然后快速退回，

主要用于精度要求不太高的镗孔加工。 

 

■ 指令格式 

(G98/G99) G86 X_ Y_ Z_ R_ F_ K_ 

 

X_ Y_： 绝对值方式（G90）时为孔位绝对位置；增量值方式（G91）

时为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孔位的距离。 

Z_： 指定孔底位置。绝对值方式（G90）时为孔底的 Z 向绝对

位置；增量值方式（G91）时为孔底到 R 点的距离。 

R_： 指定 R 点的位置。绝对值方式（G90）时为 R 点的 Z 向绝

对位置，增量值方式（G91）时为 R 点到初始平面的距离。 

F_： 切削进给速度。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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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反镗循环（G87） 

该指令一般用于镗削下小上大的孔，其孔底 Z 点一般在参照点 R 的

上方，与其它指令不同。 

 

图 2-25  G87 动作序列 

 

■ 指令格式 

(G98/G99) G87 X_ Y_ Z_ R_ Q_ P_ F_ K_ 

 

X_ Y_： 孔位数据，绝对值方式（G90）时为孔位绝对位置，增量

值方式（G91）时为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孔位的距离。 

Z_： 指定孔底位置。绝对值方式（G90）时为孔底的 Z 向绝对

位置，增量值方式（G91）时为孔底到 R 点的距离。 

R_： 指定 R 点的位置。绝对方式（G90）时为 R 点的 Z 向绝对

位置，增量方式（G91）时为 R 点到初始平面的距离。 

Q_： 刀具偏移量。 

P_： 孔底暂停时间（单位：毫秒）。 

F_： 切削进给速度。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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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 钻孔轴必须为 Z 轴； 

● Z 点必须高于 R 点平面，否则程序报警； 

● 孔底的偏移量 Q 值为固定循环中保持的模态值，须小心指定，

因为它也用作 G73 和 G83 的切削深度； 

● 刀具偏移方向由通道参数 1000315 指定； 

● G87 指令数据被作为模态数据存储，相同的数据可省略。 

● G87 指令只能使用 G98，即使编写 G99 也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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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镗孔循环（G89） 

■ 指令介绍 

该循环几乎与G86相同，不同的是该循环在孔底执行暂停。在指

定G89之前用辅助功能M代码旋转主轴。当G89指令和M代码在同

一程序段中指定时，在第一个定位动作的同时执行M代码，然后系

统处理下一个镗孔动作。当指定重复次数L时只在镗第一个孔时执

行M代码，对后续的孔不再执行M代码。 

 

当在固定循环中指定刀具长度偏置G43、G44或G49时，在定位到

R点的同时加偏置。 

 

G89 的动作序列如图 2-26 所示。 

 

图 2-26  G89 动作序列 

 

■ 指令格式 

(G98/G99) G89 X_ Y_ Z_ R_ P_ F_ K_ 

 

X_ Y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孔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式

（G91）时，指定刀具从当前位置到孔位的距离。 

Z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孔底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

式（G91）时，指定孔底到 R 点的距离。 

R_： 绝对值方式（G90）时，指定 R 点的绝对位置；增量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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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G91）时，指定 R 点到初始平面的距离。 

P_： 在孔底的暂停时间（毫秒）。 

F_： 指定切削进给速度。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 示例 

M3 S1000     ;主轴开始旋转 

G90 G99 G89 X300 Y-250 Z-150 R-120 P1000 F120  

;定位,镗1孔, 在孔底暂停1秒，然后返

回到R点 

Y-550      ;定位,镗2孔, 在孔底暂停1秒，然后返回到R点 

Y-750      ;定位,镗3孔, 在孔底暂停1秒，然后返回到R点 

X1000      ;定位,镗4孔, 在孔底暂停1秒，然后返回到R点 

Y-550      ;定位,镗5孔, 在孔底暂停1秒，然后返回到R点 

G98 Y-750     ;定位,镗6孔,孔底暂停1秒，然后返回初始平面 

G80 G28 G91 X0 Y0 Z0  ;取消镗孔，返回到参考点 

M5       ;主轴停止旋转 

 

■ 注意事项 

● 钻孔轴必须为 Z 轴； 

● Z 点必须低于 R 点平面，否则程序报警； 

● G89 指令数据被作为模态数据存储，相同的数据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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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矩形连续钻孔（Gxx.1/Gxx.2） 

■ 指令介绍 

该循环用作矩形连续钻孔。根据各边指定的钻孔数，在矩形的各

个边上进行连续钻孔。 

 

其中钻孔方式 Gxx 包括 G73、G74、G81、G83、G84。 

 

■ 指令格式 

(G98/G99) Gxx.1/Gxx.2 X_ Y_ Z_ R_ A_ B_ J_ Q_ P_ F_ S_ K_ 

 

Gxx.1： 顺时针矩形连续钻孔。 

Gxx.2： 逆时针矩形连续钻孔。 

X_ Y_： 第一条矩形边的终点坐标。 

Z_： 指定孔底位置。 

R_： 指定 R 点的位置。 

A_:     第 1、3 边上的钻孔数。 

B_:     第 2、4 边上的钻孔数。 

J_：    第 2 条边的长度。 

Q_：    每次切削进给时的切削深度，接近孔底的最后一次切削深

度有可能小于该值。Q 值正负相同。 

P_： 指定攻丝到孔底时的暂停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F_： 非攻丝指令中为切削进给速度； 

        攻丝指令中为螺纹导程。 

S_：    指定攻丝时的主轴转速。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 注意事项 

● 钻孔轴必须为 Z 轴； 

● Z 点必须低于 R 平面，否则程序报警； 

● 各边钻孔数 A、B 的指令输入有效范围为 0~9999；指令为负

值时，以绝对值处理。指令小数，小数部分舍掉；如果没有指

令 A 或 B 则默认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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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形由当前起点、第 1 边的终点及第 2 边的长度确定；没有指

定第 1 边的终点，则默认等同当前起点，产生报警；没有指定

第 2 边的长度(即没有指定 J)则报警。指令负值时，以绝对值

处理。 

● 在连续钻孔过程中，当钻孔个数为 0 时，不钻孔。 

● 指令字 A、B 为固定循环指令的参数，不会移动第 4、5 轴。 

● Gxx.1/Gxx.2、A、B、J 均为非模态指令，只在当前程序段有

效。 

 

■ 示例 

 

矩形轨迹钻孔，第 1 边的终点坐标为 X90，Y40；第 2 边的长度为 20mm；采用 G81

的钻孔方式进行加工，要求第 1，3 边各打 3 个孔，2，4 边各打 2 个孔；孔深 25mm； 

 

编程如下： 

M03 S1500； 

G90 G17 G0 X0 Y0 Z25； 

G81.1 X90 Y40 R5 Z-25 A3 B2 J20 F800； 

G80 G0 X100 Y100； 

M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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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圆弧连续钻孔（Gxx.3/Gxx.4） 

■ 指令介绍 

该循环用作圆弧连续钻孔。根据指定的钻孔数，在指定的圆弧上

进行连续钻孔。 

 

其中钻孔方式 Gxx 包括 G73、G74、G81、G83、G84。 

 

■ 指令格式 

(G98/G99) Gxx.3/Gxx.4 X_ Y_ Z_ R_ B_( I_ J_ ) C_ Q_ P_ F_ S_ K_ 

 

Gxx.3： 顺时针圆弧连续钻孔。 

Gxx.4： 逆时针圆弧连续钻孔。 

X_ Y_： 圆弧的终点坐标，固定为 G17 平面。 

Z_： 指定孔底位置。 

R_： 指定 R 点的位置。 

B_:     圆弧的半径，指定负值时为优弧。 

I_ J_： 当未指定 B 值时，同 G02/G03 的 I、J 定义。 

C_:     钻孔个数。 

Q_：    每次切削进给时的切削深度，接近孔底的最后一次切削深

度有可能小于该值。Q 值正负相同。 

P_： 指定攻丝到孔底时的暂停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F_： 非攻丝指令中为切削进给速度； 

        攻丝指令中为螺纹导程。 

S_：    指定攻丝时的主轴转速。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 注意事项 

● 钻孔轴必须为 Z 轴； 

● Z 点必须低于 R 平面，否则程序报警； 

● 在连续钻孔过程中，当起点和终点相同，且以 I、J 编程时，则

进行全圆上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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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孔数 C 的指令的有效输入范围为 0~9999；指令为负值时，

以绝对值处理。指令小数，小数部分舍掉。 

● 当不指令 C 或指令 C 为 0 时，直接走到终点，不钻孔。 

● 指令字 B、C 为固定循环指令的参数，不会移动第 4、5 轴。 

● Gxx.3/Gxx.4、B、C、I、J 均为非模态指令，只在当前程序段

有效。 

 

■ 示例 

 

在全圆上进行 7 个孔的 G84 攻丝，起点和终点均为坐标原点，半径为 50；孔深为 50； 

 

编程如下： 

G90 G17 G0 X0 Y0 Z0； 

G98 G84.3 R0 Z-50 I50 J0 C7 Q5 F1 S1000； 

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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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 棋盘连续钻孔（Gxx.5） 

■ 指令介绍 

该循环用作棋盘连续钻孔。从起点开始，根据指定的方向，在X

轴、Y轴的平行方向进行固定距离的间隔性钻孔，其加工轨迹如同

棋盘上的格子。 

 

其中钻孔方式 Gxx 包括 G73、G74、G81、G83、G84。 

 

■ 指令格式 

(G98/G99) Gxx.5 X_ Y_ Z_ R_ I_ J_A_ B_ Q_ P_ F_ S_ K_ 

 

Gxx.5： 棋盘连续钻孔。 

X_ Y_： 起始和终点坐标。 

Z_： 指定孔底位置。 

R_： 指定 R 点的位置。 

I_:     指定 X 轴方向钻孔的间隔距离，如指定负值，则表示为 X

轴的负方向。 

A_:     X 轴方向孔加工的个数。 

J_:     指定 Y 轴方向钻孔的间隔距离，如指定负值，则表示为 Y

轴的负方向。 

B_:     Y 轴方向孔加工的个数。 

Q_：    每次切削进给时的切削深度，接近孔底的最后一次切削深

度有可能小于该值。Q 值正负相同。 

P_： 指定攻丝到孔底时的暂停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F_： 非攻丝指令中为切削进给速度； 

        攻丝指令中为螺纹导程。 

S_：    指定攻丝时的主轴转速。 

K_： 重复次数（K=1 时可省略）。 

 

■ 注意事项 

● 钻孔轴必须为 Z 轴； 

● Z 点必须低于 R 平面，否则程序报警； 

● 各边钻孔数 A、B 的指令输入有效范围为 0~9999；指令为负

值时，以绝对值处理。指令小数，小数部分舍掉；如果没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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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A 或 B 则默认为 0。如果 A、B 指定为 0，则不进行棋盘钻

孔。如果只指定 A、B 中的任意一个，则只进行直线方式的加

工。 

● 指定在 X 轴方向的打孔个数 A 时，如果未指定 I 值，系统将产

生报警：“未指定 I 值”。如果指定 A 和 I 值，未同时指定 B 值

时，系统将在 X 轴方向进行直线打孔。 

● 指定在 Y 轴方向的打孔个数 B 时，如果未指定 J 值，系统将产

生报警：“未指定 J 值”。如果指定 B 和 I 值，未同时指定 A 值

时，系统将在 Y 轴方向进行直线打孔。 

● 指令字 A、B 为固定循环指令的参数，不会移动第 4、5 轴。 

● Gxx.5、I、J、A、B 均为非模态指令，只在当前程序段有效。 

 

■ 示例 

 

需要在一个工件上，起始的位置为（X20，Y20），用深孔钻的方式在 X、Y 的正方向

上加工 6*4 个孔，要求在 X 轴方向的间隔是 60mm，在 Y 轴方向的间隔是 50mm。

加工的起始平面是-2mm，深度为 8mm，每次切削深度为 4mm； 

 

编程如下： 

M03 S2000； 

G90 G17 G0 X0 Y0 Z0； 

G83.5 X20 Y20 R-2 Z-10 I60 A6 J50 B4 Q4 F1000； 

G80 G0 X0 Y0； 

M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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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 固定循环取消（G80） 

■ 指令介绍 

取消所有的固定循环，执行正常的操作。R点和Z点也被取消。这

意味着在增量方式（G91）中R=0和Z=0，其它钻孔数据也被取消

清除。 

 

■ 指令格式 

G80 

 

■ 示例 

M3 S1000     ;主轴开始旋转 

G90 G99 G81 X300 Y-250 Z-150 R-120 F120； 

;定位,镗1孔,然后返回到R点 

Y-550      ;定位,镗2孔,然后返回到R点 

Y-750      ;定位,镗3孔,然后返回到R点 

X1000      ;定位,镗4孔,然后返回到R点 

Y-550      ;定位,镗5孔,然后返回到R点 

G98 Y-750    ;定位,镗6孔,然后返回初始平面 

G80 G28 G91 X0 Y0 Z0   ;取消固定循环，返回参考点 

M5       ;主轴停止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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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状态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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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绝对值和增量值编程（G90/G91） 

■ 指令介绍 

有两种方式指令刀具的移动：绝对值方式和增量值方式。在绝对值

方式中编程刀具移动终点的绝对坐标值；而在增量值方式中只编程

刀具移动的距离。 

 

G90 和 G91 分别用于指令绝对值或增量值方式。 

 

■ 指令格式 

G90/G91  

（……） 

 

■ 示例 

如下图所示刀具轨迹，可用绝对值和增量值方式分别编程如下： 

● 绝对值方式 

G90 G00 X100 Y200 

● 增量值方式 

G91 G00 X-50 Y100 

图 3-1  G90/G91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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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极坐标指令（G15/G16） 

■ 指令介绍 

编程时，坐标值可以用极坐标半径和角度输入，角度的正向是所

选平面的第1轴正方向的逆时针转向，负向是顺时针转向。半径和

角度两者可以用绝对值指令（G90）或增量值指令（G91）指

定。 

 

极坐标系的零点有两种设定方法： 

● 设定工件坐标系零点作为极坐标系的原点 

用绝对值方式（G90）指定半径（极坐标系零点和指令位置之间

的距离）时，工件坐标系的零点被设定为极坐标系的原点。如下

图所示。 

 

图 3-2  设定工件坐标系零点为极坐标系零点 

 

● 设定当前位置作为极坐标系的原点 

用增量值方式（G91）指定半径（当前位置和指令位置之间的距

离）时，当前位置被设定为极坐标系的原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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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设定当前位置作为极坐标系的原点 

 

■ 指令格式 

(G17/G18/G19) (G90/G91) G16  

……  

G15 

 

G17/G18/G19：选择极坐标系所在的平面。 

G17—XY 平面。X 轴指定半径，Y 轴指定角度； 

G18—ZX 平面。Z 轴指定半径，X 轴指定角度； 

G19—YZ 平面。Y 轴指定半径，Z 轴指定角度。 

G90/G91： G90 指定工件坐标系零点作为极坐标系原点，从该

点测量半径； 

 G91 指定当前位置作为极坐标系原点，从该点测量

半径。 

G16：    极坐标编程有效。 

……：    极坐标编程指令。 

G15：    极坐标编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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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螺栓孔圆） 

 

图 3-4  极坐标编程示例 

 

● 用绝对值指令指定角度和半径 

 

N1 G17 G90 G16    ;指定极坐标编程，选择XY平面，设定工件

坐标系的零点作为极坐标系的原点。 

 

N2 G81 X100.0 Y30.0 Z-20.0 R-5.0 F200.0  

;指定100mm的距离和30度的角度 

N3 Y150.0    ;指定100mm的距离和150度的角度 

N4 Y270.0    ;指定100mm的距离和270度的角度 

N5 G15 G80      ;取消极坐标编程 

 

● 用增量值指定角度，用绝对值指定极径 

N1 G17 G90 G16     ;指定极坐标编程，选择XY平面，设定工

件坐标系的零点作为极坐标的原点 

 

N2 G81 X100.0 Y30.0 Z-20.0 R-5.0 F200.0  

;指定100mm的距离和30度的角度 

N3 G91 Y120.0   ;指定100mm的距离和+120度的角度增量 

N4 Y120.0    ;指定100mm的距离和+120度的角度增量 

N5 G15 G80   ;取消极坐标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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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比例缩放（G50/G51） 

■ 指令介绍 

执行比例缩放时程序编制的刀具轨迹按给定的比例系数被放大或

缩小(比例缩放)。用X_、Y_和Z_指定的尺寸可以放大和缩小相同

或不同的比例。 

 

图 3-5  比例缩放 P1P2P3P4→P1
’P2

’P3
’P4

’ 

 

● 所有轴按相同比例进行缩放 

在比例缩放指令（G51）中指定 P_时，所有轴按同样的比例放大或

缩小（比例系数由 P 指令参数指定）。 

 

● 各轴按不同的比例缩放 

在比例缩放指令（G51）中指定 I_、J_、K_时，各轴按不同的比例

进行缩放。 

• I: X 轴缩放比例 

• J: Y 轴缩放比例 

• K: Z 轴缩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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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缩放时的镜像功能 

各轴按不同的比例缩放时，若缩放比例为负值，则形成以点对称的

镜像，对称点为比例缩放的中心。 

 

图 3-6  比例缩放的镜像功能 

 

■ 指令格式 

● 各轴按同一比例缩放 

G51 X_ Y_ Z_ P_ 

……  

G50 

 

X_ Y_ Z_：  指定比例缩放中心坐标，未指定轴的缩放中心为当前

位置。不管是绝对值方式（G90）还是增量值方式

（G91），本指令始终指定缩放中心在工件坐标系中

的绝对位置。 

P_：        指定各轴的缩放比例。所有轴（X、Y、Z 轴）均按此

比例进行缩放。 

……：      刀具轨迹编程指令。 

G50：       比例缩放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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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轴按不同比例缩放 

 

G51 X_ Y_ Z_ I_ J_ K_ 

……  

G50 

 

X_ Y_ Z_： 指定比例缩放中心坐标，未指定轴的缩放中心为当前

位置。不管是绝对值方式（G90）还是增量值方式

（G91），本指令始终指定缩放中心在工件坐标系中的

绝对位置。 

I_：        指定 X 轴的缩放比例。 

J_：        指定 Y 轴的缩放比例。 

K_：       指定 Z 轴的缩放比例。 

……：     刀具轨迹编程指令。 

G50：      比例缩放取消。 

 

■ 注意事项 

● 比例缩放指令中 P 和 I/J/K 同时指定时，P 指令有效，I/J/K

被忽略。 

● 未指定缩放比例的轴，默认为不缩放（即缩放比例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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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坐标系旋转（G68/G69） 

■ 指令介绍  

使用旋转指令，可以将程序编制的加工轨迹绕旋转中心旋转一指

定的角度。如果工件的形状由许多相同的图形组成，则可将图形

单元编成子程序，然后用主程序的旋转指令调用。这样可以简化

编程，既节省时间也节省存储空间。 

 

旋转角度可以用绝对值编程，也可用增量值编程。如下图所示。 

 

图 3-7  坐标系旋转 

 

■ 指令格式 

(G17/G18/G19)  G68 α_ β_  R_ 

……  

G69 

 

G17/G18/G19： 选择坐标旋转的平面 

G68：     坐标系旋转有效。 

α_ β_： 旋转中心的绝对位置。α_/β_始终是旋转中心在

工件坐标系中的绝对位置，与 G90/G91 无关。

若未指定α_/β_，则旋转中心默认为刀具当前位

置。 

R_： 用绝对值或增量值指定旋转角度。正值表示逆时

针旋转，负值表示顺时针旋转。当不指定 R_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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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刀具轨迹编程指令。 

G69： 坐标系旋转取消。 

 

■ 注意事项 

● 在 G68 被指定后，在 G68 之后，绝对指令之前，增量值指令

的旋转中心是刀具的当前位置； 

● 应在 G68 指定之前指定平面选择代码（G17/G18/G19），若

在 G68 有效时指定平面选择代码，则程序报警。 

■ 示例 

下图实线为编程轨迹，虚线为旋转后的刀具轨迹，包括两种情况： 

● 旋转轨迹 1，以“旋转中心（70，30）”为旋转中心； 

● 旋转轨迹 2，以刀具位置为旋转中心。 

 

图 3-8  坐标系旋转示例 

 

上述两种刀具轨迹编程如下： 

旋转轨迹 1： 旋转轨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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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G92 X-50 Y-50 G69 G17 

G68 X70 Y30 R60 

G90 G01 X0 Y0 F2000 

G91 X100 

G02 Y100 R100 

G03 X-100 I-50 J-50 

G01 Y-100 

G69 G90 X-50 Y-50 

M30 

%1002 

G92 X-50 Y-50 G69 G17 

G68 X70 Y30 R60 

G91 X50 Y50 

G91 X100 

G02 Y100 R100 

G03 X-100 I-50 J-50 

G01 Y-100 

G69 G90 X-50 Y-50 

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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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准确停止（G61） 

■ 指令介绍 

G61 指定后，刀具沿编程轨迹移动，并在程序段终点位置准确停止，

以精确地切出棱角。 

 

高速高精模式（G64.1/G64.2）指定后，在相邻轨迹连接处将平滑

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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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可编程镜像（G50.1/G51.1） 

■ 指令介绍 

用镜像功能可实现刀具编程轨迹的对称加工（轴对称或点对称）。如

下图所示，图中： 

● 镜像轨迹 1 与编程轨迹为轴对称，对称轴为α=50； 

● 镜像轨迹 2 与编程轨迹为点对称，对称点为（50，60）； 

● 镜像轨迹 3 与编程轨迹为轴对称，对称轴为β=60。 

图 3-9  可编埕镜像 

■ 指令格式 

(G17/G18/G19)  G51.1 α_ β_  

……  

G50.1 

 

G17/G18/G19： 选择镜像的平面，该平面应包含刀具编程轨迹。 

α_ β_：     指定镜像的对称轴或对称点。 

α_和β_只指定一个轴时，为轴对称镜像。 

α_和β_指定两个轴时，为点对称镜像。 

……：     刀具编程轨迹。 

G50.1：     镜像功能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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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进给暂停（G04） 

■ 指令介绍 

执行 G04 时，刀具暂停进给。 

 

G04 暂停后可由以下情况启动运行： 

● 暂停指定时间后自动启动 

● 由等待寄存器触发启动 

 

■ 指令格式 

G04 P_/X_R_ 

 

P_/X_： 指定暂停时间。 

P－毫秒 

X－秒 

 P_指令和 X_指令只能指定一个（且必须指定一个），否则

程序报警。 

R_：    指定暂停后等待的 R 寄存器信号。R 信号为高电平时，继

续运行程序。 

 

■ 注意事项 

● 同时指定暂停时间和等待寄存器时，暂停时间从等待寄存器信

号变高时开始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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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可编程输入（G10） 

■ 指令介绍 

用户可在程序中动态修改坐标系零点位置、刀具数据、寄存器的值等数据，

当执行 G10 时，更改的数据即时生效。该指令为非模态指令。 

 

■ 指令格式 

(1)、G10 L10 E/K/P_ X_Y_Z_ I_  写入坐标系零点位置 

 

E_：     指定坐标系为外部零点偏移，通常 E 值取 0； 

K_：     指定坐标系为工件坐标系 G54~G59，K 取值为 54~59； 

P_：      指定坐标系为附加工件坐标系 P1~P93，P 取值为 1~93； 

X_Y_Z_：坐标偏移量。用于指定需要在写入的坐标系上所需要的偏移

量； 

I_：     指定写入模式为绝对或增量； 

当 I 取值 0 时，将设定值以绝对值方式写入指定坐标系； 

当 I 取值 1 时，将设定值是以增量方式累加到指定坐标系

上。 

 

(2)、G10 L20 P_ K_ Q_ I_       写入刀具数据 

 

P_：     指定刀具号； 

K_：     指定数据类型，K 取值为 0~3； 

         K0-刀具长度； 

         K1-刀具长度磨损； 

         K2-刀具半径； 

         K3-刀具半径磨损； 

Q_：     写入的数据值；  

I_：     指定写入模式为绝对或增量； 

当 I 取值 0 时，将设定值以绝对值方式写入指定坐标系； 

当 I 取值 1 时，将设定值是以增量方式累加到指定坐标系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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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10 L30 D_ Q_             写入寄存器 

 

D_：     D 寄存器号； 

Q_：     写入的数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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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通道同步功能（G110/G111） 

■ 指令介绍 

G110：等待通道同步。 

执行 G110 的通道会暂停运行，直到等到其它通道的同步信号。 

 

G111：置通道同步信号。 

 

 

■ 指令格式 

G110 K_ P_Q_R_ 

 

K_： 指定同步寄存器号，取值范围 0~3。 

 

P_：    指定通道验码。 

        例如 P0001 代表通道 0 

             P0101 代表通道 0 和通道 2 

Q_：   不写 Q 或 Q=0： 等待所有同步信号 

 Q=1:       只等待一个同步信号 

R_：    已收到同步信号的通道对应位置 1； 

G111 K_ 

 

K_： 指定同步寄存器号，取值范围 0~3。 

 

■ 示例 

 

通道 0 程序： 

            G01 X10 Y20 Z30 F1000 

            G04 X2 

            G111 K0               ;置通道 0 同步信号 

            G110 K1 P1000         ;等待通道 3 同步信号，否则程序暂停于此行 

            X0 Y0 Z0 

            M30 

通道 3 程序： 

            G01 X10 Y10 F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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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10 K0 P0001         ;等待通道 0 同步信号，否则程序暂停于此行 

            X0 Y0 F2000 

            G111 K1               ;置通道 3 同步信号 

            M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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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坐标系 

 

3.10.1 设置工件坐标系（G92） 

■ 指令介绍 

通过设定刀具上的点（例如刀尖）在指定的坐标位置来设定工件

坐标系。 

 

如下图所示，当设定刀尖位置为（X=50，Y=40）时，建立了工件

坐标系X1O1Y1，若设定刀尖位置为（X=70，Y=50），则建立了工

件坐标系X2O2Y2。 

 

图 3-10  设置工件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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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G92 设定工件坐标系时，如果刀具长度补偿有效，G92 后的 IP

值应包含刀具长度的补偿值。如下图所示。 

 

图 3-11  G92 设置工件坐标系（包含刀具长度补偿值） 

 

■ 指令格式 

 

G92  IP_ 

 

IP_： 指定刀具上的点在工件坐标系中的坐标位置（包含刀具长度

补偿值）。 

IP_指令中未指定的轴的工件坐标系零点位置保持不变，因此，

G92 具有单独设定各轴的工件坐标系零点位置的功能。 

 

■ 注意事项 

使用 G92 设定的工件坐标系为易失性坐标系，系统断电后将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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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选择工件坐标系（G54/G55/G56/G57/G58/G59） 

■ 指令介绍 

工件坐标系除了可以用 G92 设定外，还可以使用 G 指令选择 CNC

中事先设定好的坐标系作为程序加工使用的工件坐标系。CNC 系

统中可以设置 6 个标准工件坐标系，用如下代码选择： 

● G54：选择第一工件坐标系 

● G55：选择第二工件坐标系 

● G56：选择第三工件坐标系 

● G57：选择第四工件坐标系 

● G58：选择第五工件坐标系 

● G59：选择第六工件坐标系 

 

■ 注意事项 

● 外部零点偏移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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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选择附加工件坐标系（G54.1） 

■ 指令介绍 

除了 G54～G59 可选择的 6 组标准工件坐标系外，还可以使用 93

组附加工件坐标系。 

附加工件坐标系的使用效果与标准工件坐标系相同。 

 

■ 指令格式 

 

G54.1  P_ 

 

P_： 指定附加工件坐标系号，取值范围[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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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 设置局部坐标系（G52） 

■ 指令介绍 

在工件坐标系中编程时，为了使编程容易，可以设置工件坐标系的

子坐标系。子坐标系称为局部坐标系。 

 

图 3-12  局部坐标系 

■ 指令格式 

 

G52  IP_ (I_ J_ K_ R_) 

 

IP_：    局部坐标系的零点相对于工件坐标系零点的偏移量。 

I_/J_/K_：指定坐标系旋转时的旋转轴方向（坐标系不旋转时，可

以省略）。 

R_：    指定坐标系旋转角度（坐标系不旋转时，可以省略）。 

 

■ 改变/清除局部坐标系 

● 用 G52 设置新的局部坐标系，可改变局部坐标系。 

● G52 指定的 IP_全为零时，局部坐标系被清除； 

● 重新执行工件坐标系指令（G54～G59/G54.1/G92）后，局部

坐标系被清除。 

 

■ 注意事项 

● G52 设置的局部坐标系由当前所在的工件坐标系决定。 

● 在设置了局部坐标系后，之后的编程均在该局部坐标系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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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平面选择（G17/G18/G19） 

■ 指令介绍 

对于圆弧插补、执行坐标系旋转与镜像等功能时，需要选择代码执

行的平面。 

 

包括三个平面：XY 平面、ZX 平面、YZ 平面，分别由以下代码选

定： 

● G17：选择 XY 平面，X 轴为第一轴，Y 轴为第二轴 

● G18：选择 ZX 平面，Z 轴为第一轴，X 轴为第二轴 

● G19：选择 YZ 平面，Y 轴为第一轴，Z 轴为第二轴 

 

系统上电时默认的选择平面可由通道参数进行设置（详见参数说明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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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刀具补偿功能 

3.12.1 刀具长度补偿（G43/G44/G49） 

■ 指令介绍 

编程时指定的刀具长度与实际使用的刀具长度不相同时，可以将

两者之间的差值设置在刀具偏置表中，用刀具长度补偿代码进行

补偿。这样，换刀后，不需要修改加工程序，只需修改刀具偏置

表就可以进行正常加工。 

图 3-13  刀具长度补偿 

 

■ 指令格式 

G43/G44  H_ 

……  

G49 

 

G43/G44： 刀具长度补偿指令 

   G43－正向补偿 

   G44－负向补偿 

H_：  刀具长度的补偿号 

……：  刀具移动指令 

G49：   刀具长度补偿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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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 G43/G44 只能沿着 Z 轴方向进行补偿（正向或负向）； 

● H 代码必须与 G43/G44 一起指定，单独指定时程序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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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刀具半径补偿（G40/G41/G42） 

■ 指令介绍 

通常在编程时只是对刀具中心轨迹进行编程（即将刀具半径假设为

0），而进行实际加工时，由于刀具半径不为 0 的影响，需要将刀心

轨迹进行一定的偏置（偏置距离等于刀具半径，偏置方向可为左偏

置或右偏置，视具体工件偏程而定），此时需要用到刀具半径补偿功

能。 

 

图 3-14 刀具半径补偿 

 

■ 指令格式 

G41/G42  D_ 

……  

G40 

 

G41/G42： 刀具半径补偿有效 

G41—左刀补 

G42—右刀补 

D_：  指定刀具半径的补偿号。D 指令后的参数指定刀具参

数表里的补偿号（或刀具号），该补偿号里设定刀具半

径的补偿值。D 指令应与 G41 或 G42 一起指定，单

独指定时程序报警。 

……：  刀具移动指令。 

G40：   刀具半径补偿取消。 

 

■ 注意事项 

 

D 代码必须与 G41/G42 一起指定，单独指定时程序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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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子程序调用（M98） 

■ 指令介绍 

子程序既可以和主程序在同一个程序文件中，也可以是单独的程序

文件。 

 

子程序名与主程序在同一个程序文件中，子程序名必须以 O 或%开

头。 

 

子程序为单独的程序文件，其文件名必须为四位数字，且不能带扩

展名。 

 

子程序结束必须指定 M99 指令。 

 

系统优先调用与主程序在同一个程序文件中的子程序。 

 

■ 指令格式 

M98  P_ 

 

P_： 程序名（含调用次数） 

低四位数字为子程序的名字，除此之外的高位数字为调用次

数，调用次数为 1 时，可省略。 

例如：M98P121001，即子程序名为 1001，调用次数为 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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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 子程序与主程序在同一个程序文件中  

 

G00 X0 Y0 Z0 

G01 X25 Y40 F1000 

M98 P52001    ;调用子程序 2001，调用次数 5 

G00 X0 Y0 

M30 

 

O2001    ;子程序名，必须以 O 或%定义子程序名 

M3 S2000 

G00 Z-10 

G01 Z-50 F100 

G00 Z0 

M05 

M99 

 

● 子程序为独立的程序文件 

 

主程序文件名：main.nc 

G00 X0 Y0 Z0 

G01 X25 Y40 F1000 

M98 P52001    ;调用子程序 2001，调用次数 5 

G00 X0 Y0 

M30 

 

子程序文件名（不能有扩展名）：2001 

%2001 

M3 S2000 

G00 Z-10 

G01 Z-50 F100 

G00 Z0 

M05 

M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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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宏程序 

 

  



 

Version_2104 

102 数控系统用户手册 

4.1 概述 

 

把由一组指令实现的某种功能象子程序一样事先存入存储器中，

用一个指令调用这些功能。程序中只要写出该调用指令，就能实

现这些功能。把这一组指令的集合称为用户宏程序本体，把调用

该指令集合的指令称为“用户宏指令”。用户宏程序本体有时也简

称宏程序。用户宏指令也称为宏程序调用指令。 

 

图 4-1  宏程序调用 

编程人员不必记忆用户宏程序本体，只要记住调用该宏程序的宏

指令就行了。 

 

用户宏程序最大特点是在用户宏程序本体中，能使用变量。变量间

可以运算，并且使用宏指令命令，可以给变量赋值。 

 

下面的程序段为宏程序语句段： 

● 包含赋值运算符（=）的程序段； 

● 包含条件语句（IF）的程序段； 

● 包含循环语句（WHILE）的程序段； 

● 包含 G65 的程序段； 

● 包含变量引用（#）的程序段； 

● 包含程序控制块边界符（{ 和 }）的程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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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变量 

 

普通加工程序直接用数值指定G代码和移动距离，例如G01和

X100.0。使用用户宏程序时，数值可以直接指定或用变量指定。

用变量时，变量值可以使用宏程序的赋值语句改变。 

 

4.2.1 变量的引用 

用户宏程序中使用符号“#”加变量名的方式来对变量进行引用，例

如：G00X#201，即表示将变量201的值作为X轴的编程指令坐

标。如果要改变引用变量的符号，应把负号放在“#”的前面，例如

G00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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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变量的类型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地址 属性 

通

道

变

量 

通道0

变量 

局部变量 0～99 0～99 读/写 

公共变量 100～499 100～499 读/写 

记忆变量 500～1499 500～1499 读/写，断电保存 

系统变量 1500～1999 1500～1999 只读 

通道1

变量 

局部变量 0～99 2000～2099 读/写 

公共变量 100～499 2100～2499 读/写 

记忆变量 500～1499 2500～3499 读/写，断电保存 

系统变量 1500～1999 3500～3999 只读 

通道2

变量 

局部变量 0～99 4000～4099 读/写 

公共变量 100～499 4100～4499 读/写 

记忆变量 500～1499 4500～5499 读/写，断电保存 

系统变量 1500～1999 5500～5999 只读 

通道3

变量 

局部变量 0～99 6000～6099 读/写 

公共变量 100～499 6100～6499 读/写 

记忆变量 500～1499 6500～7499 读/写，断电保存 

系统变量 1500～1999 7500～7999 只读 

轴

变

量 

轴0变量 8000～8099 8000～8099 只读 

轴1变量 8100～8199 8100～8199 只读 

轴2变量 8200～8299 8200～8299 只读 

轴3变量 8300～8399 8300～8399 只读 

轴4变量 8400～8499 8400～8499 只读 

轴5变量 8500～8599 8500～8599 只读 

轴6变量 8600～8699 8600～8699 只读 

轴7变量 8700～8799 8700～8799 只读 

轴8变量 8800～8899 8800～8899 只读 

轴9变量 8900～8999 8900～8999 只读 

轴10变量 9000～9099 9000～9099 只读 

轴11变量 9100～9199 9100～9199 只读 

轴12变量 9200～9299 9200～9299 只读 

轴13变量 9300～9399 9300～9399 只读 

轴14变量 9400～9499 9400～9499 只读 

轴16变量 9500～9599 9500～9599 只读 

主 主轴0变量 9600～9649 9600～9649 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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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

变

量 

主轴1变量 9650～9699 9650～9699 只读 

主轴2变量 9700～9749 9700～9749 只读 

主轴3变量 9750～9799 9750～9799 只读 

主轴4变量 9800～9849 9800～9849 只读 

主轴5变量 9850～9899 9850～9899 只读 

主轴6变量 9900～9949 9900～9949 只读 

主轴7变量 9950～9999 9950～9999 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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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算术表达式 

 

4.3.1 算术运算符 

算术运算符是用于完成基本的算术运算的符号，即用来处理四则

运算的符号。 

 

算术运算符包括： 

● 加（+） 

● 减（-） 

● 乘（*） 

● 除（/） 

 

4.3.2 函数 

■ 函数名 

三角函数（角度以度为单位。如90º30ˊ应指定为90.5º）： 

● 正弦：  SIN 

● 反正弦：ASIN 

● 余弦：  COS 

● 反余弦：ACOS 

● 正切：  TAN 

● 反正切：ATAN 

 

其它函数： 

● 平方根：      SQRT 

● 绝对值:       ABS 

● 四舍五入取整: ROUND 

● 上取整：      FUP 

● 下取整：      FIX 

● 自然对数：    LN 

● 指数函数：    EXP 

 

■ 注意事项 

● 函数ASIN[#j]和ACOS[#j]中，#j的取值范围应为-1≤#j≤1，

否则程序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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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ATAN[#j]中，#j的取值不能为 90º的奇数倍，否则程序

报警； 

● 所有三角函数的角度参数均以度为单位； 

● 函数SQRT[#j]中，#j的取值不能为负值，否则程序报警； 

● 函数LN[#j）中，#j的取值不能为零或负值，否则程序报警； 

● 函数FIX[#j]和FUP[#j]中，使绝对值大于原数的取整为上取

整，使绝对值小于原数的取整为下取整，对于负数的取整应

特别注意。例如： 

• FIX[-23.3]=-23 

• FUP[-23.3]=-24 

 

4.3.3 算术表达式 

算术表达式就是由数字、函数和算术运算符组成的数学运算式。 

 

例如： 

● #32=#11+#8 

● #50=#20*#30-30*SIN[30]/2 

 

■ 运算次序 

通常算术表达式的运算次序为函数→乘除运算→加减运算，但用方

括号嵌套可以改变这种次序。 

如下图所示。其中①→⑤表示运算次序。 

 

图 4-2  算术表达式运算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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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逻辑表达式 

 

逻辑表达式用于判断一个比较式是否成立，通常用在 IF 和 WHILE

语句中作为执行的判断条件。 

 

逻辑表达式的运算结果为 TRUE（真）或者 FALSE（假）。 

 

4.4.1 比较运算符 

比较运算符用于数据的比较运算，包括： 

● 等于（= =） 

● 大于（>） 

● 小于（<） 

● 不等于（< >） 

● 大于或等于（>=） 

● 小于或等于（<=） 

 

4.4.2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用于多个比较运算的逻辑判断，包括： 

● 逻辑与（&） 

● 逻辑或（｜） 

 

4.4.3 浮点数比较 

浮点数进行比较时，其比较的精度由 CNC 内部定为 0.000001，即

两个浮点数的差值的绝对值小于 0.000001 时视为相等。 

图 4-3  变量 #i 和 #j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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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简单逻辑表达式 

简单逻辑表达式是指只含有一个比较运算符的表达式，如： 

 

● #30>#20 

#30 大于#20 时，结果为 TRUE，否则为 FALSE。 

 

● #10+#20<=#30 

#10+#20 的值小于或等于#30 时，结果为 TRUE，否则为

FALSE。 

 

4.4.5 复合逻辑表达式 

■ 概述 

将多个简单逻辑表达式用逻辑运算符进行组合，即构成复合逻辑表

达式，如： 

● #10>#20 & #30<#40 

#10>#20 和#30<#40 两个比较运算都成立时，结果为 TRUE，

否则为 FALSE。 

 

● #10+#20>#30 | #40==#50 

#10+#20>#30 和#40==#50 两个比较运算中，只要有一个成

立，结果为 TRUE，否则为 FALSE。 

 

■ 示例 

IF[#202>0 & #203>0]   

{;#202 和#203 都大于 0 时，才执行下面语句 

G00 X50 

X0 

} 

 

IF[#202>0 | #203>0]    

{;#202 和#203 中只要有一个大于 0，就执行下面语句 

G00 X50 

X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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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条件控制语句(IF/ELIF/ELSE) 

■ 指令介绍 

条件控制语句用于控制一个程序块是否执行。所谓程序块是指由符

号“{”和“}”界定的一组程序语句序列。 

■ 指令格式 

IF 语句的格式（其中 ELIF 和 ELSE 语句块可省略）： 

 

IF[逻辑表达式] 
{ 
 程序块 1 
} 
ELIF[逻辑表达式] 
{ 
 程序块 2 
} 
ELSE 
{ 
 程序块 3 
} 

 

执行过程： 

● IF 条件成立时，执行语句块 1，跳过 ELIF、ELSE 语句； 

● IF 条件不成立，ELIF 条件成立时，执行语句块 2，跳过 IF、

ELSE 语句； 

● IF、ELIF 条件均不成立时，执行 ELSE 后的语句块 3，跳过 IF、

ELIF 语句。 

 

■ 注意事项 

在 IF、ELIF、ELSE 语句后必须有由“{”和“}”界定的程序块（即使语

句序列为空或只有一条语句），否则程序报警。 

 

例如： 

IF[#200<10]   G00 X200      ;错误，应有‘{’和‘}’ 

IF[#200<10] {  G00 X200   }    ;正确 

IF[#200<10] {              }    ;正确，语句序列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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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循环控制语句(WHILE) 

■ 指令介绍 

循环控制语句用于控制程序块的循环执行。 

 

■ 指令格式 

 
WHILE[逻辑表达式] 
{ 
  语句 1 
  语句 2 
…… 
 语句 n 
} 

 

当逻辑表达式成立时，循环执行由符号‘{’和‘}’界定的程序块（语句

1～语句 n）。否则，跳出循环，执行后续语句。 

 

■ 注意事项 

在 WHILE 语句后必须跟上由“{”和“}”界定的程序块（即使语句序列

为空或只有一条语句），否则程序报警。 

 

例如： 

WHILE（#200<10）    G00 X200      ;错误，应有‘{’和‘}’ 

WHILE（#200<10） {  G00 X200   }  ;正确 

WHILE（#200<10） {             }  ;正确，语句序列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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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无条件跳转语句(GOTO) 

■ 指令介绍 

跳转语句执行后，程序将转移到指定的程序段处执行。 

 

■ 指令格式 

GOTO n 

其中 n 用于指定跳转目标段的段号。 

 

■ 注意事项 

GOTO 语句在程序块间跳转时，其跳转的方向只能是从程序块内部

向外部跳转或平级跳转（既不向外也不向内），而不能从程序块外部

向内部跳转。否则程序报警。 

 

例如： 

GOTO 100   ;错误：目标段位于程序块之内，不能从程序块外部

向内跳转 

 

IF[#200==10] 

{ 

N100 G00 X10 Y20 Z30   

GOTO 200           ;正确，平级跳转 

G00 Z150 

N200 G01 Z-50 F500 

GOTO 300           ;正确，从程序块内部向外跳转 

} 

N300 G00 X0 Y0 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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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宏程序的调用 

 

4.8.1 非模态调用（G65） 

■ 指令介绍 

宏程序用G65指令进行调用，该指令为非模态指令。 

 

宏程序调用也是子程序调用，G65与M98的区别： 

用G65调用时可以传递一组参数到宏程序中。而M98则没有参数传

递。 

 

G65 和 M98 都属于子程序调用，子程序可以嵌套调用，最多可以

嵌套 20 级。 

 

■ 指令格式 

G65指令的格式为： 

 

G65  P_  L_  (……) 

 

G65： 宏程序调用指令。该指令必须在P_、L_及参数序列之前

指定。 

P_：  调用的宏程序名。程序名为不超过四位数的整数。 

L_：  调用的次数。调用次数应大于或等于1，否则程序报警。

调用次数为1时可省略。 

……： 参数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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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宏程序调用参数 

 

在进行宏程序调用（G65）时，可以指定调用参数，参数通过局部

变量传递到被调用的宏程序中。 

 

■ 参数调用方法 

调用参数有两种指定方式。两种方式可混合使用，CNC 内部自动识

别。两种方式混合指定时，后指定的参数有效（即后指定的参数将

覆盖前面指定参数值）。： 

 

● 参数指定Ⅰ 

使用除了 G、L、O、N 以外的字母指定自变量，每个字母指定一次，

用以代表某个固定的局部变量。 

 

字母与局部变量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字母 局部变量 字母 局部变量 字母 局部变量 

A # 1 J # 5 T # 20 

B # 2 K # 6 U # 21 

C # 3 L #12 V # 22 

D # 7 M # 13 W # 23 

E # 8 P #16 X # 24 

F # 9 Q # 17 Y # 25 

H # 11 R # 18 Z # 26 

I # 4 S # 19   

 

● 参数指定Ⅱ 

自变量指定Ⅱ中使用 I、J、K 指定自变量，I、J、K 可重复指定 10

次，超过 10 次时程序报警。自变量指定Ⅱ用以传递诸如三维坐标

值的变量。 

 

自变量指定Ⅱ中 I、J、K 与局部变量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表中

I、J、K 的下标用于确定 I、J、K 的重复次数，实际编程中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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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 局部变量 字母 局部变量 字母 局部变量 

I1 # 4 J4 # 14 K7 # 24 

J1 # 5 K4 # 15 I8 # 25 

K1 # 6 I5 # 16 J8 # 26 

I2 # 7 J5 # 17 K8 # 27 

J2 # 8 K5 # 18 I9 # 28 

K2 # 9 I6 # 19 J9 # 29 

I3 # 10 J6 # 20 K9 # 30 

J3 # 11 K6 # 21 I10 # 31 

K3 # 12 I7 # 22 J10 # 32 

I4 # 13 J7 # 23 K10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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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局部变量的级别 

■ 局部变量栈 

栈是一种只有一个出入口的数据存储空间，如下图所示，数据只能

从栈顶进入，也只能从栈顶按顺序退出，因此，先进入的数据后退

出，后进入的数据先退出（即先入后出）。 

 

对栈的操作有两种： 

● 入栈：将数据存入栈的操作称为入栈。 

● 出栈：将数据从栈中读出（且从栈中删除）的操作称为出栈。 

 

图 4-4  出/入栈示意图 

 

■ 局部变量的入栈与出栈 

 

● 局部变量入栈：宏程序每调用一次，局部变量就入栈一次。  

● 局部变量出栈：宏程序每返回一次（M99），局部变量就出栈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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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速加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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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概述 

 

对于复杂曲面加工，通常离散成小线段进行编程。在普通加工模式

下，由于对小线段的处理功能不足，导致加工效率低下，加工表面

不光顺。高速加工模式增强了小线段的处理能力，有效提高小线段

的加工速度和加工表面质量。 

 

系统支持两种高速加工模式： 

● G05.1Q1 ：高速加工模式Ⅰ 

● G05.1Q2 ：高速加工模式Ⅱ（智能轮廓平滑） 

● G05.1Q0  ：关闭高速加工模式（准停方式）  

 

 高速加工模式Ⅰ 高速加工模式Ⅱ 

预读段数 100 100 

速度前瞻功能 有 有 

小线段高速插补功能 有 有 

微小线段合并优化 无 有 

样条拟合／插补功能 无 有 

 

通常情况下，对于小线段编程加工，采用高速加工模式Ⅱ可获得最

佳的加工效果；对于长的直线段或圆弧轨迹加工，则应选择高速加

工模式Ⅰ，以实现高精度的轮廓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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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高速加工模式Ⅰ(G05.1 Q1) 

 

在高速加工模式 I 下，系统自动计算相邻线段连接处的过渡速度，

在保证机床运行平稳的前提下，使过渡速度达到最高，从而实现高

速加工的目的。 

 

在高速加工模式 I 下，插补轨迹与编程轨迹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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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高速加工模式Ⅱ(智能轮廓平滑，G05.1 Q2) 

 

5.3.1 概述 

高速加工模式Ⅱ，即样条平滑插补模式。 

 

在该模式下，程序中由 G01 指定的刀具轨迹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

况下被拟合成样条曲线进行插补。 

 

如下图所示，虚线部分为编程轨迹，实线部分是刀具实际加工的样

条轨迹。拟合成样条后，加工轨迹更加光顺，同时加工效率也会更

高。 

 

图 5-1 样条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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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样条拟合条件 

G01 编程的直线轨迹需要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才能拟合成样条进行

插补。不满足样条拟合条件的程序段，将按直线编程轨迹进行插补。 

 

● 小线段长度限制 

G01 编程的小线段的长度小于限定值时，满足样条拟合条件，否则

不满足。 

 

● 相邻线段矢量之间的夹角 

相邻线段矢量之间的夹角的定义如下图所示。若该夹角小于限定值，

则满足样条拟合条件，否则不满足。 

 

图 5-2 矢量夹角定义 

 

● 相邻线段的长度之比 

当前后两条直线段的长度 L1 和 L2 的比值小于限定值时，满足样

条拟合条件，否则不满足。 

 

假定长度比值的限定值为ε(ε>1)，则允许拟合样条的比值范围为： 

 

1

𝜀
<
|𝐿1|

|𝐿2|
< 𝜀 

 

● 样条拟合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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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条拟合误差是指拟合后的样条与原编程轨迹之间的弓高误差，如

下图。 

 

样条拟合误差小于限定值时，满足样条拟合条件，否则不满足。 

 

图 5-3 样条拟合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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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轴加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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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刀具中心点控制（RTCP） 

 

6.1.1 概述 

RTCP 功能包括三维刀具长度补偿和工作台坐标系编程。 

 

三维刀具长度补偿是指在 5 轴机床中，一边改变刀具的姿态，一边

进行实时刀具长度补偿。在该功能下，即使刀具对工件的方向改变，

仍能保证刀具中心点沿着程序指定的路径移动。 

 

工作台坐标系编程，是指可以在随工作台一起旋转的坐标系编程刀

具轨迹。使用工作台坐标系编程不仅可以简化 CAM 编程，而且还

能取得更好的加工质量和更高的加工效率。 

 

图 6-1  RTCP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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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三维刀具长度补偿 

三维刀具长度补偿是指在五轴机床中，无论刀具旋转到什么位置，

刀具长度的补偿始终沿着刀具轴线方向进行。 

 

6.1.3 工作台坐标系编程 

在五轴加工中，相关的坐标系主要包括三种：机床坐标系、工件坐

标系和工作台坐标系。工件坐标系始终与机床坐标系平行，工作台

坐标系则与工作台固连，并随着工作台一起旋转。如下图所示。 

 

图 6-2  机床坐标系、工件坐标系及工作台坐标系 

 

6.1.4 RTCP 功能指令 

G43.4  H_     ;开启 RTCP 功能 

…… 

G49           ;关闭 RTCP 功能 

 

必须正确设置五轴机床的结构类型和参数，才能正确执行 RTCP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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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倾斜面加工指令 

 

6.2.1 概述 

对于在倾斜面上的加工，可以在该斜面上建立一个特性坐标系

(TCS)，并在该坐标系中进行编程。由于特性坐标系与斜面相适应，

因此在斜面上的编程与平面上的编程同样简单。如下图所示。 

 

6-3  倾斜面特性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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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建立特性坐标系 

■ 三点法建立特性坐标系 

通过指定特性坐标系中的三个点来建立特性坐标系。这三个点分别

是： 

● 特性坐标系零点 

● 特性坐标系 X 轴正方向上任意一点（不能与零点重合） 

● 特性坐标系 XY 平面第一、二象限任意一点（不能在 X 轴上） 

 

图 6-4  三点建立特性坐标系 

 

G68.1 X_ Y_ Z_ I_ J_ K_ U_ V_ W_ ;设定特性坐标系 

……       ;在特性坐标系中的指令 

G69                       ;取消持性坐标系 

 

其中： 

X_/Y_/Z_： 特性坐标系零点 

I_/J_/K_： 特性坐标系 X 轴正方向任意一点 

U_/V_/W_： 特性坐标系 XY 平面一、二象限任意一点，该点不能

在 X 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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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拉角设定 

通过指定决定特性坐标系方向的欧拉角来建立特性坐标系。 

欧拉角的旋转顺序为 ZXZ，如下图所示。 

 

图 6-5  欧拉角 

 

G68.2 X_ Y_ Z_ I_ J_ K_ ;设定特性坐标系 

……     ;在特性坐标系中的指令 

G69      ;取消持性坐标系 

 

其中： 

X_/Y_Z_：特性坐标系零点 

I_/J_/K_：决定特性坐标系方向的欧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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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刀具轴方向控制（G53.1/G53.2） 

■ 概述 

在指定 G68.1 建立特性坐标系后，可以指令 G53.1 或 G53.2 来控

制刀具轴摆动到与特性坐标系 Z 轴平行的方向。 

 

图 6-6  刀具轴方向控制 

 

■ 指令格式 

 

G53.1/G53.2 

 

● G53.1 指令执行时，只有旋转轴运动，直线轴不作补偿运动； 

● G53.2 指令执行时，移动旋转轴的同时，直线轴作补偿运动，

保持刀尖与工件的相对位置不变。 

 

■ 速度指定 

若当前为 G00 模态，则为快移速度；否则，为切削进给速度（由 F

指定）。 

 

■ 注意事项 

● G53.1/G53.2 必须在 G68.1 有效时指定，否则报警； 

● 执行 G53.2 前必须开启 RTCP，否则会导致动作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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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法向进退刀（G00.4/G01.4） 

■ 概述 

法向进退刀是指刀具沿着刀具轴线方向进刀或退刀，如下图所示。 

 

 

 

■ 指令格式： 

G00.4/G01.4  L_ 

 

其中，L 指定进退刀的距离。 

● L>0 时，刀具远离工件移动（退刀）； 

● L<0 时，刀具往工件方向移动（进刀）； 

 

指令 G00.4 的进退刀速度为 G00 速度；指令 G01.4 的进退刀速度

由 F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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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辅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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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M 指令 

 

辅助功能 M 代码执行后，系统向指定的 I/O 地址输出给定的信号

（高电平或低电平），用户可用该信号去控制机床上的各种开关量。 

 

除以下 M 代码由系统内部处理外，其它的 M 代码由机床厂定义。 

● M00：程序暂停 

● M01：程序选择停 

● M02：程序结束，但不返回程序头 

● M03：主轴正转 

● M04：主轴反转 

● M05：主轴停止 

● M30：程序结束，并执行复位。 

● M98：子程序调用 

● M99：子程序返回。若在主程序中执行 M99，则自动跳转到程

头循环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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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S 指令 

 

S 指令用于指定主轴的转速值。执行 M03（主轴正转）、M04（主

轴反转）或手动启动主轴后，主轴将以该S指令指定的转速值旋转。 

 

执行 S 指令时，若主轴已启动，则立即改变主轴转速值，否则，若

执行 S 指令时主轴未启动，则只存储转速值而不启动主轴。 

 

S 指令后指定的主轴转速应大于零，当指定的转速小于零时，负号

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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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T 指令 

 

T 指令用于刀库选刀，指令 T 后所指定数值为所选刀具的刀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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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代码 报警信息 详细内容 

-1 译码器无效 请联系数控系厂商。 

-2 功能未注册 
使用了未注册的功能，请联系数控系统

厂商。 

-3 超出最大联动轴数 
单程序段中编程的轴数超过了最大联动

轴数。 

-9 程序段超过最大长度限制 
单个程序段允许的最大长度为 128 个字

符。 

-10 非法字符 程序段中出现了非法字符。 

-11 程序格式错  

-12 机器类型不匹配 
使用了与当前机器不匹配的指令，如车

床专用指令不能在铣床上使用。 

-13 无效 G 指令 使用了非法 G 指令。 

-14 无效 M 指令 使用了非法 M 指令。 

-15 无效 S 指令 使用了非法 S 指令。 

-16 无效 T 指令 使用了非法 T 指令。 

-17 无效 F 指令 使用了非法 F 指令。 

-18 单程序段指令过多 
单程序段最多允许编程 20 条 G 指令和

M 指令。 

-19 单程序段控制指令过多 单程序段最多允许编程 20 段控制指令。 

-26 变换撤消顺序错 

G51/G51.1/G68 等坐标变换指令，编

程时若有嵌套，应按建立坐标变换时的

相反顺序进行撤消。 

-30 GOTO 标号无效 使用了非法的标号。 

-31 IF 指令格式错  

-32 WHILE 指令格式错  

-33 没有 IF 与 ELSE 匹配  

-34 程序块嵌套层次过多 IF/WHILE 最多允许嵌套 20 层。 

-35 子程序调用层次过多 子程序调用最多允许嵌套 20 层。 

-36 子程序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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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子程序未返回 子程序结束未指定 M99 返回。 

-40 跳转目标不存在 GOTO 指令跳转的目标不存在。 

-41 跳转目标非法 

GOTO 语句在程序块间跳转时，其跳转

的方向只能是从程序块内部向外部跳转

或平级跳转（既不向外也不向内），而不

能从程序块外部向内部跳转。 

-50 缺少程序块指令(IF/WHILE) IF/WHILE 后面缺少程序块。 

-51 缺少程序块起始符'{' 程序块界定符‘{’和‘}’必须成对出现。 

-52 缺少程序块结束符'}' 程序块界定符‘{’和‘}’必须成对出现。 

-53 程序块结束符‘{’多余 程序块界定符‘{’和‘}’必须成对出现。 

-54 表达式过长 
数学表达式允许的最大长度为 128 个字

符。 

-55 程序块注释符位置错误 
程序块注释必须单独成行，不能与程序

指令编写在同一行。 

-56 程序块注释不完整 程序块注释缺少‘（’或‘）’。 

-66 测头号无效 
系统最多支持 6 个测头，测头号范围为

1～6，超出范围的测头号无效。 

-70 圆弧不存在 编程的圆弧不存在。 

-71 圆弧不唯一 编程的圆弧数据对应多个圆弧。 

-72 G02/G03 指令格式错  

-73 
G68 有效时不能编程三维圆

弧 
 

-74 三维圆弧未指定中间点  

-75 参考点编号无效 
系统支持最多 6 个参考点，编号范围为

1～6，超出范围的编号无效。 

-76 执行指令要求通道全轴回零  

-80 未配置攻丝旋转轴 
系统必须配置有位置主轴才能执行攻丝

指令。 

-81 未定义攻丝导程 执行攻丝指令时，必须指定攻丝螺距。 

-82 段内移动指令过多  

-85 寄存器地址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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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暂停时间无效 
G04 暂停时间范围为 0～999999秒，超

出该范围的时间无效。 

-91 G04 缺少参数字 
G04 后必须有 P 或 X 参数字指定暂停时

间。 

-93 M98 缺少参数字 M98 后必须有 P 参数字指定子程序。 

-95 刀具补偿号无效  

-96 
刀具半径有效时不能执行参

考点返回指令 
 

-97 
缩放有效时不能执行参考点

返回指令 
 

-101 G43 缺少参数字 G43 后必须的 H 参数字指定刀补号。 

-102 G68 生效时不能切换平面 
G68 生效时，不能执行 G17/G18/G19

平面选择指令。 

-103 G41/G42 模式不能切换平面 
G41/G42 生效时，不能执行

G17/G18/G19 平面选择指令。 

-104 G43/G44 模式不能切换平面 
G43/G44 生效时，不能执行

G17/G18/G19 平面选择指令。 

-105 
G41/G42 模式不能改变工件

坐标系 

G41/G42 生效时，不能执行坐标系设置

指令（G54～G59/G92/G52 等）。 

-109 G51 缩放系数太小 G51 缩放系数不能小于 0.001。 

-110 镜像轴无效 
G51.1 不能指定当前平面以外的轴为镜

像轴。 

-111 缺少镜像轴 G51.1 未指定镜像轴。 

-115 G52 未指定旋转角度 
G52 设置局部坐标系时，若坐标系有旋

转，必须同时指定旋转轴和旋转角度。 

-116 G52 未指定旋转轴 
G52 设置局部坐标系时，若坐标系有旋

转，必须同时指定旋转轴和旋转角度。 

-117 G52 指定的旋转轴无效 指定旋转轴的 I/J/K 不能全为 0。 

-118 G65 缺少子程序名 
G65 后必须有 P 参数字指定调用的子程

序。 

-120 坐标系不存在 

标准工件坐标系为 G54～G59，附加工

件坐标系编号范围为 1～93，超出范围

的坐标系无效。 

-121 坐标系无效 
只能指定正交坐标系，即三个轴互相垂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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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跳段符位置错 跳段符“\”只能在程序段首。 

-131 O 指令位置错 O 指令必须在程序段首。 

-132 N 指令位置错 N 指令必须在程序段首。 

-133 缺少指令字/参数字值  

-134 无效值  

-135 参数字多余  

-150 数学表达式或数值格式错  

-151 缺少前括号 
数学表达式和逻辑表达式中的运算符‘[’

和‘]’必须成对出现。 

-152 缺少后括号 
数学表达式和逻辑表达式中的运算符‘[’

和‘]’必须成对出现。 

-153 除 0 数学运算表达式出现除 0 错误。 

-154 非法变量  

-155 变量只读  

-170 非法函数名  

-171 TAN 函数参数错 
TAN 函数的参数值不能为 90 度的奇数

倍。 

-172 ASIN 函数参数错 ASIN 函数的参数值范围为-1.0～1.0。 

-173 ACOS 函数参数错 ACOS 函数的参数值范围为-1.0～1.0。 

-174 SQRT 函数参数错 SQRT 函数的参数什不能为负数。 

-175 LN 函数参数错 LN 函数的参数值必须大于 0。 

-200 宏指令格式错  

-201 宏指令参数错  

-250 特性坐标系数据无效 

使用三点建立特性坐标系时，给定的三

个点不能重合，且不能在同一条直线

上。 

-251 特性坐标系不存在 
执行 G53.1（刀具定向）指令前，必须

先建立特性坐标系。 

-300 刀具半径补偿-缓冲区溢出 请联系数控系统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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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刀具半径补偿-建立段无效 刀具半径补偿建立段只能为直线。 

-302 刀具半径补偿-结束段无效 
刀具半径补偿撤消指令前必须有移动指

令。 

-304 刀具半径补偿-无效转接类型  

-305 
刀具半径补偿-偏置圆弧不存

在 

执行刀具半径补偿后的圆弧不存在（加

工内圆弧时刀具半径必须小于圆弧半

径）。 

-306 
刀具半径补偿-偏置直线与圆

弧无交点 

直线与圆弧相接的轨迹中，执行刀具半

径补偿后的直线与圆弧不存在交点。 

-307 
刀具半径补偿-偏置圆弧与圆

弧无交点 

圆弧与圆弧相接的轨迹中，执行刀具半

径补偿后的两圆弧不存在交点。 

-308 刀具半径补偿-偏置轨迹反向 

执行刀具半径补偿后的轨迹与补偿前的

轨迹方向相反（刀具半径必须小于轨迹

长度）。 

-400 未指定 R 平面  

-401 未指定孔底坐标  

-402 R 平面必须在孔底上方  

-403 未指令切削深度 Q  

-407 未指令攻丝导程 F  

-408 R 平面必须在孔底下方  

-409 未指令偏移量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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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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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控装置 

 

1.1.1 Kaiyuan-M5 数控装置 

1.1.2  

 

 

1：显示屏 

2：编辑键盘 

3：主菜单键 

4：机床控制面板 

5：USB 接口 

6：菜单操作键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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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统软件 

 

1.2.1 软件界面 

 

 

图 1-1   CNC 系统界面 

1：状态栏 

2：工艺参数 

3：模态指令 

4：菜单操作 

5：程序监视 

6：坐标显示 

 

■ 状态栏 

状态栏显示系统运行状态，从左向右依次为系统 LOGO 图标、工作

模式、程序运行状态、系统运行状态和系统时间。 

● 工作模式 

系统包括四种工作模式：自动、手动、增量和回参考点。该区域显

示系统当前所处的工作模式。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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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运行状态 

程序包括三种运行状态：停止、运行、进给保持。该区域显示当前

程序所处的状态。 

● 系统运行状态 

系统无报警时，显示“运行正常”。 

系统报警时，根据不同的报警显示为不同的报警文字。 

同时出现多个以下报警时，系统运行状态按复位、超程、急停、报

警的顺序进行优先显示。 

● 系统复位 

按下复位键时，系统执行复位。 

系统运行状态显示“复位”。 

● 超程 

当工作台压上限位开关时，系统出现超程报警。 

系统运行状态显示“超程”。 

● 紧急停止 

当压下急停开关时，系统出现急停报警。 

系统运行状态显示“急停”。 

● 其它报警 

当系统出现复位、超程、急停之外的其它报警时，系统运行状

态显示“报警”。 

■ 坐标显示区 

该区域显示机床当前位置。通过菜单切换，可显示用户坐标、机床

坐标、相对坐标、剩余进给、工件零点、跟随误差等。 

■ 程序监视区 

该区域显示当前运行程序的程序名、程序运行行号、加工时间和程

序代码。 

■ 工艺参数区 

该区域显示当前加工采用的工艺参数，如进给速度、主轴转速、刀

补、倍率修调等。 

■ 模态指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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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显示当前有效的模态 G 指令、F 代码、S 代码。 

■ 菜单操作区 

该区域显示当前界面下可供操作的菜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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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工作模式 

系统包括四种工作模式： 

● 自动 

在自动模式下可运行加工程序、执行 MDI 指令等。 

自动模式由操作面板<自动>键进行切换。 

 

● 手动 

在手动模式下可执行手动移动进给轴、旋转主轴等操作。 

手动模式由操作面板<手动>键进行切换。 

 

● 增量 

在增量模式下可使用手摇控制机床移动、手动增量移动进给轴等操

作。 

增量模式由操作面板<增量>键进行切换。 

 

● 回参考点 

在回参考点模式下，可执行各进给轴回零操作。 

回参考点模式由操作面板<回参考点>键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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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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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手动回参考点 

2.1.1 回参考点方式 

有三种返回参考点的方式（由轴参数选择）。 

 

■ 正负正方式 

图 2-1  正负正回零过程 

 

● 高速定位阶段（A→B） 

回零开始直至压上回零开关的过程为高速定位阶段。 

高速定位阶段使用回零快移速度（由轴参数设置）。 

 

● 过渡阶段（B→F） 

高速定位压上回零开关后，回退脱离回零开关，再向前压上回

零开关，此过程为过渡阶段。 

过渡阶段使用回零中间速度（由轴参数设置）。 

 

● Z 脉冲搜索阶段（F→G） 

过渡阶段完成后，开始搜索轴编码器 Z 脉冲。 

Z 脉冲搜索阶段使用 Z 脉冲搜索速度（由轴参数设置）。 

 

● Z 脉冲位置偏移（G→H） 

机械零点可以在 Z 脉冲位置，也可以相对 Z 脉冲位置有一定的

偏移（偏移量由轴参数设置）。 

该过程使用 Z 脉冲位置偏移速度（由轴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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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负负方式 

 

图 2-2  正负负回零过程 

 

● 高速定位阶段（A→B） 

● 过渡阶段（B→D） 

● Z 脉冲搜索阶段（D→E） 

● Z 脉冲位置偏移（E→F） 

 

■ 正正正方式 

 

图 2-3  正正正回零过程 

 

● 高速定位阶段（A→B） 

● 过渡阶段（B→C） 

● Z 脉冲搜索阶段（C→D） 

● Z 脉冲位置偏移（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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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回参考点方向 

 

回参考点方向由机床厂设置，参见机床使用说明书。 

 

2.1.3 回参考点操作 

■ 操作步骤 

● 按操作面板<回参考点>键切换到回参考点模式； 

● 按操作面板上对应的轴选键（轴是正向回零还是负向回零，由

机床厂设置，参见机床使用说明书）； 

● 轴开始回零； 

● 回零完成：进给轴停止，且系统界面对应的轴出现参考点图标

时，该轴回零完成。 

 

■ 回参考点的终止 

 

在回参考点过程中，可随时按<进给保持>键取消回零。 

 

■ 注意事项 

● 回参考点前应调整好工作台和刀具的位置，避免回参考点过程

中不发生运动干涉； 

● 回参考点由机床厂编制 PLC 程序实现，相关操作以机床使用

说明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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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手动点动进给 

 

点动进给是指按下轴选键的同时，对应的轴开始移动，直到该键松

开时，轴减速停止。 

 

2.2.1 操作步骤 

● 将系统切换到手动模式； 

● 按下对应的轴选键，轴开始移动； 

● 松开轴选键，轴停止移动。 

 

 

2.2.2 移动速度 

 

手动移动速度分为两档：低速档和高速档，由操作面板<快速>键进

行切换。 

 

● 低速档 

操作面板<快速>键的指示灯熄灭时，手动移动速度为低速档，

低速档的速度由轴参数设置（参见机床使用说明书）。 

● 高速档 

操作面板<快速>键的指示灯亮时，手动移动速度为高速档，高

速档的速度由轴参数设置（参见机床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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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手动增量进给 

 

在增量模式下，操作面板单步步长选择键<×1>、<×10>、<×100>、

<×1000>中的某一个键指示灯亮时，为手动增量进给模式，否则为

手轮控制模式。 

 

2.3.1 操作步骤 

● 将系统切换到增量模式； 

● 选择合适的移动步长，并确保对应按键的指示灯亮； 

● 按一下轴选键，轴开始移动，移动指定步长后自动停止。 

 

2.3.2 步长定义 

● ×1:       0.001mm 

● ×10:       0.01mm 

● ×100:       0.1mm 

● ×1000: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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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手轮操作 

2.4.1 与手轮控制相关的参数设置 

■ 手摇平滑系数 

手摇平滑系数越大，轴运动越平稳，手摇停止时的运动延时也会越

明显。  

手摇平滑系数由系统参数 0000041 设置。 

 

■ 手摇方向设置 

当手轮控制工作台运动的方向不正确时，可由系统参数 000040 来

改变手轮控制工作台运动的方向。 

 

2.4.2 手轮控制的操作步骤 

● 按操作面板<增量>键，将系统切换到增量方式(确认：<增量>

键指示灯亮，且 CNC 系统工作方式及状态栏显示“手轮/停止”

状态)； 

● 拨动手轮上轴选波段开关，使开关指向要操作的轴（开关指向

OFF 时，手轮处于关闭状态，不能操作任何轴）； 

● 拨动手轮倍率开关，选择适当的手轮倍率； 

● 转动手轮，移动选中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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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动运行 

 

 

 

 

 

 

 

 

在自动方式下可以运行加工程序及执行 MDI 指令。 

在自动方式下可以运行两类加工程序： 

● 系统程序：系统程序存储在数控系统自带的程序存储区上； 

● U 盘程序：U 盘程序存储在一些 USB 接口的移动存储设备上，

如 U 盘、移动硬盘等； 

 

任何加工程序都必须先加载进内存才能运行。系统程序、U 盘程序

都可由 CNC 系统加载进内存直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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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选择加工程序 

3.1.1 进入程序选择界面 

程序选择界面进入方法：[程序]→[选择程序]。 

图 3-1  程序选择界面 

 

在程序选择界面窗口下可操作的菜单包括： 

[载    入]：将所选择的程序加载进内存。 

[时间排序]：程序按其修改时间进行排序。 

[名称排序]：程序按其名称进行排序。 

[程序管理]：执行程序的复制、粘贴、删除等操作。 

[系统盘]  ：显示系统内部存储器上的程序列表。 

[U 盘]    ：显示 U 盘上的程序列表。 

[扩展程序]：显示系统扩展程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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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程序预览 

在程序选择界面，当光标选中程序后，可以在右下方的程序预览界

面上预览所选择的程序。如图 3-1 所示。 

 

3.1.3 加载系统程序 

加载系统程序的步骤如下： 

● 切换到程序选择界面； 

● 首次进入程序选择界面时，系统默认显示的是系统程序列表，

也可按菜单[系统盘]切换到系统存储器； 

● 使用上下方向键[↑]、[↓]或[PageUp]、[PageDown]键选择要

加载的程序； 

● 按菜单[载入]将所选择的程序加载进内存。 

图 3-2  系统程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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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加载 U 盘程序 

U 盘程序的加载步骤如下： 

● 切换到程序选择界面； 

● 按菜单[U 盘]切换到 U 盘程序列表。 

● 使用上下方向键[↑]、[↓]或[PageUp]、[PageDown]键选择要

加载的程序； 

● 按菜单[载入]将所选择的程序加载进内存； 

 

图 3-3  U 盘程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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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载入扩展程序 

扩展程序的载入及修改需要取得机床制造商及以上的权限。 

扩展程序可以加载入内存进行查看、编辑、修改、保存，建议一般

情况下不要对扩展程序进行操作。 

 

图 3-4  扩展程序载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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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程序启动/暂停/终止 

3.2.1 程序启动 

在加工程序载入内存准备就绪后，可按操作面板<循环启动>键启动

程序的运行。 

程序启动后<循环启动>键指示灯亮且 CNC 系统界面状态栏显示

“运行”状态。 

 

3.2.2 程序暂停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随时按操作面板<进给保持>键暂停程序的运

行。 

程序暂停后，<进给保持>键指示灯亮，CNC 系统界面状态栏显示

“进给保持”状态。 

程序暂停并未退出程序加工状态，可随时按<循环启动>键再次启动

程序的运行。 

程序处于暂停状态时，可将系统切换到手动或手轮方式下手动移动

坐标轴；再次切换回自动方式继续运行程序时，系统会自动返回程

序中断点。因此，应保证返回程序断点过程无运动干涉。 

注意：在执行刚性攻丝指令（G74/G84）时，<进给保持>无效。 

 

3.2.3 程序终止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若想终止当前程序的运行，有两种操作方法： 

● 使用[停止运行]或[重新运行]菜单终止程序运行 

程序进给保持状态，按菜单[程序]→[停止运行]/[重新运行]，弹出如

图 3-5 所示对话框。直接按[ENTER]键退出当前加工，或按

[CANCEL]键取消停止操作。 

[停止运行]：程序停止后，程序运行行光标保持不变。 

[重新运行]：程序停止后，程序运行行光标跳回到程序首行。 

图 3-5  停止运行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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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RESET]键终止程序运行 

在程序运行的任意时刻（运行或进给保持），都可按[RESET]复位键

终止当前程序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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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程序断点 

 

在加工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使加工过程中途停止下来，停止加

工时程序正在执行的段以及机床的位置、模态信息等就称为该程序

的断点信息。 

当需要重新从程序断点处开始加工时，需要用到程序断点保存与恢

复功能。 

3.3.1 程序断点窗口 

程序断点窗口进入方法：[程序]→[程序断点] 

 

图 3-6 程序断点窗口 

 

3.3.2 断点保存 

程序在进给保持状态时，可以保存断点数据；非进给保持状态，无

法保存程序断点。 

在进给保持状态，切换到程序断点窗口（如上图），按菜单[保存断

点]即可完成程序断点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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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断点恢复 

在程序停止状态（无程序运行）时，可以恢复程序断点。 

程序断点窗口进入方法：[程序]→[程序断点] 

程序断点管理窗口如图 3-6 所示。 

要恢复已保存的断点，按以下操作： 

● 进入断点管理窗口； 

● 按系统菜单[恢复断点]，若断点有效，系统将自动加载断点程序

并进行中断点的恢复。 

 

3.3.4 注意事项 

● 恢复程序断点时，程序相关辅助功能需要手动开启（如主轴旋

转、冷却等）。 

● 如果断点程序的加工参数（如刀具长度、刀具半径、工件坐标

零点等）发生了变化，就不能再使用参数变化前存储的断点文

件来进行加工恢复，否则会导致加工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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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程序调试功能 

3.4.1 单段运行 

自动运行加工程序前或在加工过程中的任意时刻，按操作面板<单

段>键，该键指示灯亮时，加工程序处于单段运行状态，即执行完一

个程序段后自动暂停，此时循环启动灯灭，进给保持灯亮，再按<循

环启动>键可启动下一段的执行； 

当<单段>键指示灯灭时，加工程序处于连续运行状态，即程序段与

段之间不执行暂停，直至程序结束。 

连续按<单段>键可在单段运行和连续运行状态之间进行切换。 

3.4.2 跳段 

自动运行加工程序前或在加工过程中的任意时刻，按<跳段>键，该

键指示灯亮时，跳段功能开启，即在加工程序段前有跳段符号“\”的

段，在执行过程中将被跳过（不执行）。 

<跳段>键指示灯灭时，跳段功能关闭，即使前面有跳段符“\”的程

序段，加工过程中同样被执行。 

连续按<跳段>键可以切换跳段功能的开启和关闭状态。 

3.4.3 程序校验 

对于新编写的加工程序，可以使用程序校验功能来快速验证编程轨

迹是否正确。 

程序校验运行过程中，程序中的 M 代码，除了 M00，M01，M02，

M06，M30，M98，M99，M128，M129 之外，均不被执行，此

外，程序中的 S、T 代码也不会被执行。 

 

程序校验操作方法： 

● 将系统切换到自动模式，并按<程序校验>键，并确认该键指示

灯亮，且系统状态态显示“自动/校验”模式； 

● 按<循环启动>，开始程序校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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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程序校验运行 

 

3.4.4 机床锁 

自动运行加工程序前（自动非运行状态），按<机床锁>键，该键指

示灯亮时，表示加工程序处于模拟加工状态。即程序正常运行，坐

标正常刷新，刀位轨迹也正常显示，但机床各坐标轴实际位置保持

不动。 

在机床锁状态下执行加工程序，用户可从刀位轨迹的显示及坐标变

化上观察程序的运行状态，以检查程序的正确性。 

在自动方式程序停止状态，连续按<机床锁>键可切换机床锁的开启

和关闭状态。 

机床锁和程序校验的区别： 

● 机床锁的运行速度为编程速度； 

● 程序校验以最快的速度画出刀位轨迹，以快速验证编程轨迹的

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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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Z 轴锁 

自动运行加工程序前（自动非运行状态），按<Z 轴锁>键，该键指示

灯亮时，表示加工程序处于 Z 轴锁住状态。即程序正常运行，坐标

正常刷新，刀位轨迹也正常显示，但机床 Z 轴实际位置保持不动（其

它轴正常移动）。 

在自动方式程序停止状态，连续按< Z 轴锁>键可切换 Z 轴锁的开

启和关闭状态。 

3.4.6 空运行 

自动运行加工程序前或在加工过程中的任意时刻，按操作面板<空

运行>键，该键指示灯亮时，表示空运行有效，即在程序运行过程

中，程序中由 F 指令指定的进给速度无效，程序运行的指令速度由

通道参数设定，进给倍率同样有效。 

<空运行>键指标灯熄灭时，空运行无效，程序运行速度由 F 指令指

定。 

连续按<空运行>键可切换空运行功能的开启和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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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手轮中断 

■ 概述 

手轮中断功能开启后，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旋转手轮实时

的将手轮转动量叠加到当前轴的移动上，这种叠加是通过工件坐标

系零点的偏移来实现的。 

手轮中断量，使工件坐标系和局部坐标系发生偏移。因此，虽然手

轮中断使机床移动，但是在工件坐标系和局部坐标系中的坐标值保

持不变。 

手轮中断会偏移所有的工件坐标系。 

 

图 3-8  手轮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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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手轮中断量 

查看手轮中断量操作方法：[位置]→[手轮中断]。 

 

图 3-9  查看手轮中断量 

 

■ 清除手轮中断量 

手轮中断量清除方法：[位置]→[手轮中断]→[清除] 

只能在程序停止状态清除手轮中断量。 

此外，手动回参考点时会自动清除手轮中断量。 

其它清除方法参看机床厂商提供的说明书。 

■ 保存手轮中断量 

手轮中断量保存方法：[位置]→[手轮中断]→[保存]。 

执行手轮中断后，叠加到工件零点上的偏移量是临时性的，断电后

将丢失。为了在断电后仍能保留该偏移量，需要对手轮中断量进行

保存。 

手轮中断量的保存是直接叠加到外部零点偏移来实现。 

只能在程序停止或进给保持状态保存手轮中断量。 

其它保存方法参看机床厂商提供的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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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MDI 程序运行 

 

在 MDI 方式下，可以手工输入程序段，并在不保存的情况下运行该

程序。 

MDI 输入的程序指令格式与自动运行的加工程序相同。 

 

图 3-10  MDI 程序输入界面 

 

3.6.1 MDI 程序执行步骤 

● 将系统切换到自动方式； 

● 按[MDI]键切换到 MDI 程序输入窗口，该输入窗口光标闪烁时，

可输入 MDI 程序； 

● 输入 MDI 程序指令，输入完成后按[录入]菜单； 

● 将系统切换到自动方式； 

● 按<循环启动>键，启动 MDI 程序的执行。 

 

MDI 程序输入完成后必须按[录入]菜单进行确认才能进入指令缓冲

区等待执行；否则，即使按<循环启动>指令也不会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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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MDI 程序暂停/恢复/终止 

MDI 程序被暂停后，该指令的执行状态及数据缓冲区仍被保存，因

此该指令是可以恢复运行的； 

MDI 程序被终止后，该指令的执行状态将被清除，数据缓冲区被清

空，指令不可恢复，只能重新开始执行。 

 

● 暂停指令运行 

MDI 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可随时按操作面板<进给保持>键暂停当前

指令的执行。 

 

● 恢复指令运行 

MDI 程序暂停状态下，，可按<循环启动>键恢复当前指令的执行； 

 

● 终止指令运行 

• 指令暂停后，按[停止]菜单，可终止运行 MDI 程序； 

• 按[RESET]键终止运行 MDI 程序； 

 

3.6.3 MDI 运行设置 

用户参数 5000000 可设置 MDI 执行完成后，是否清空 MDI 程序。 

 

  



 

Version_2104 

172 数控系统用户手册 

 

 

 

 

 

 

 

 

 

 

 

 

 

 

 

 

 

4 程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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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程序文件的分类 

 

● 系统程序：存储在系统内部存储器上的程序。 

● 外部程序：存储在外接 U 盘或移动硬盘上的程序。 

● 扩展程序：为实现某些动作序列而编制的程序。扩展程序的程

序名为 9000～9999，该部分程序名由扩展程序占用，其它程

序不得使用。 

 

程序类型由其存储的位置及形式决定，当存储位置或形式发生改变

时，该程序所属的类型也会相应改变。 

例如把外部程序拷入系统内部存储器后，该程序类型由外部程序改

变为系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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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程序文件的编辑 

 

修改程序文件需要输入用户管理员及以上权限。 

程序文件必须先进行载入操作，才能修改。 

 

4.2.1 进入程序编辑窗口 

 

图 4-1  程序编辑界面   

 

程序编辑窗口的上方显示程序的相关信息，包括： 

● 程序名：当前打开程序的文件名； 

● 程序锁图标：当锁图标为加锁状态时，不能修改程序（如程序

运行中、无修改权限等）； 

● 程序保存图标：当程序修改未保存时，显示该图标；保存后该

图标消失； 

● 行：当前光标所在的程序行及程序总行数； 

● 列：当前光标所在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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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已经存在的程序文件 

● 按[程序]键切换到程序界面； 

● 按[选择程序]菜单，进入程序选择面； 

● 移动光标选择需要修改的程序； 

● 按[载入]菜单，将选择的程序加载进内存； 

● 按[编辑]菜单，进入程序编辑窗口。 

 

■ 新建程序文件 

● 按[程序]键切换到程序界面； 

● 按[新建]菜单，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新建程序文件名； 

● 文件名输入完成后，近[ENTER]键确认后，直接进入程序编辑

窗口。 

 

新建程序的程序名与存储器中已经存在的程序名不能重名，否则系

统报错。 

 

程序名 9000~9999 为扩展程序名所用，如果新建程序的程序名为

9000~9999 之间，则系统会提示新建的程序为扩展程序，新建的

扩展程序将会存放在数控系统的扩展程序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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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保存文件 

保存程序文是指将文件写入程序存储器永久性保存。文件保存后，

即使系统断电也不会丢失。 

若打开的是系统内部存储器上的程序(即系统程序)或扩展程序，则

程序保存时存入内部存储器中；若打开的是外部存储器上的程序

（即外部程序），则程序保存时存入外部存储器（U 盘）。 

在程序编辑窗口下按[保存]菜单，可保存程序文件。 

 

■ 注意事项 

在程序编辑窗口中对一个程序进行修改后，系统程序缓冲区实时更

新为修改后的内容，此时按循环启动，运行的是修改后的程序，即

使该程序未保存； 

若要放弃当前修改的内容，在未保存的前提下，可以重新加载该程

序。 

 

4.2.3 文件另存 

文件另存也是保存文件，不同的是“保存文件”时文件名不改变，以

原文件名保存。“文件另存”则可以将文件存为一个新的文件，原来

的文件依然存在。 

若文件打开后进行过修改，则“文件另存”只会将修改的内容存入新

的文件中，原来的文件内容不变。 

 

■ 文件另存操作步骤： 

● 在程序编辑界面按系统菜单[另存为]，弹出程序名输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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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程序名输入框 

 

● 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新的文件名，确认无误后按[ENTER]键

开始另存文件。 

 

4.2.4 查找/继续查找 

 

查找操作可以在打开的程序文件中搜索指定的字符串。 

查找不区分大小写字母，即字母大写和小写是一样的。 

查找操作从当前光标位置向后搜索，直至程序末尾。 

 

■ 查找 

● 在程序编辑界面下按[查找]菜单，弹出如图所示输入框； 

 

图 4-3 查找输入框 

 

● 输入框中输入要查找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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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输入无误后按[ENTER]键，系统开始从当前光标位置向后

查找输入的字符串；  

● 当查找到给定的字符串时，系统将当前光标于该字符串后，并

将该字符串选中显示；否则，若搜索完整个文件也没查到给定

的字符串，则显示查找失败。 

 

■ 继续查找 

在进行过一次查找操作后，系统会保存用户输入过的查找字符串。

若要继续查找后面相同的字符串，可以使用[继续查找]菜单而不必

重新输入查找字符串，继续查找操作将从当前光标位置开始向后搜

索。 

 

4.2.5 替换 

替换操作在文件中查找指定的字符串，并将该字符串替换为新的字

符串。 

替换操作会替换掉光标所在位置后的所有字符串（光标所在位置前

的字符串不会替换）。 

替换操作不区分字母的大小写。 

 

■ 操作步骤 

● 将光标定位在替换搜索的起始位置； 

● 在全屏编辑界面下按系统菜单[替换]，弹出如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所示输入框； 

图 4-4 替换输入框 

 

● 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查找对象（被替换的字符串）和新的字符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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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输入无误后按[ENTER]键，系统开始在当前光标位置之后替

换给定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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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程序块 

程序块是指程序中一块连续的字符串单元。 

程序块的位置由块头（块的起始位置）和块尾（块的结束位置）确

定。 

 

图 4-5  程序块 

 

■ 程序块操作菜单 

● [定义块头] 

将当前光标位置定义成程序块的起始位置。 

● [定义块尾] 

将当前光标位置定义成程序块的结束位置。 

● [块清除] 

清除已经定义好的程序块，但不清除粘贴缓冲区。 

● [块复制] 

将定义好的程序块复制到粘贴缓冲区。程序块复制后可以使用粘

贴操作插入到文件中指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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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剪切] 

将定义好的程序块复制到粘贴缓冲区。 

与块复制不同的是，块剪切还从文件中将程序块删除。剪切后的

程序块可以使用粘贴操作插入到文件中的指定位置。 

● [块粘贴] 

将粘贴缓冲区中的程序块插入到光标所在位置。 

块粘贴操作并不清除粘贴缓冲区中的内容，因此，可以连续使用

块粘贴操作将同一程序块插入到文件中不同的地方。 

 

4.2.7 语法检查 

语法检查可以在不运行程序的前提下，检查程序中是否有编程错误。 

语法检查只检查程序中的语法错误，不能检查编程轨迹是否有误。 

建议在运行新的加工程序前，都执行一次语法检查，以免在加工过

程中出现语法错误导致中途停机。 

 

图 4-6  程序语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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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程序文件的管理 

 

与程序文件管理相关的操作包括：  

● 程序文件的删除 

● 程序文件的拷贝 

● 程序文件的更名 

 

4.3.1 程序管理界面 

进入程序管理界面的操作方法：[程序] → [程序管理] 

 

图 4-7 程序管理界面 

 

4.3.2 程序文件的删除 

● 将系统切换到程序管理界面； 

● 使用[系统盘]和[U 盘]菜单选择要操作的存储器；  

● 移动光标选中要删除的程序文件，并按[选中]菜单，使该文件

被选中（程序名前有“√”表示该文件已被选中）；连续按[选中]

菜单，可以切换选中和未选中状态； 

● 如果要删除多个文件，重复前一步；如果要删除全部文件，可

以直接按[全部选中]菜单； 



 

程序管理 

183 操作 

● 按菜单[删除]，弹出如图所示确认信息； 

 

图 4-8 文件删除确认 

 

● 确认无误后按[ENTER]键，完成文件删除操作；或按[CANCEL]

键可以取消文件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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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程序文件的拷贝 

● 将系统切换到程序管理界面； 

● 使用[系统盘]和[U 盘]菜单选择要拷贝的程序所在的存储器；  

● 移动光标选中要删除的程序文件，并按[选中]菜单，使该文件

被选中（程序名前有“√”表示该文件已被选中）；连续按[选中]

菜单，可以切换选中和未选中状态； 

● 如果要拷贝多个文件，重复上一步；如果要拷贝所有文件，可

以直接按[全部选中]菜单； 

● 程序选择完成后，按[复制]菜单，系统生成程序拷贝列表； 

● 使用[系统盘]和[U 盘]菜单选择程序拷贝的目标存储器； 

● 按[粘贴]菜单，开始拷贝程序； 

 

4.3.4 程序文件的排序 

文件排序是对当前程序列表窗口中的程序文件按一定的规则进行

排序。 

● [名称排序] 

按程序文件名的 ASCII 码的顺序进行排序。 

正序排列：文件名的 ASCII 码值小的排在前面； 

逆序排列：文件名的 ASCII 码值大的排在前面。 

连续按[名称排序]菜单，可切换程序名称正序或逆序排列。 

● [时间排序] 

按程序文件的修改时间进行排序。 

正序排列：修改时间近的文件排在前面； 

逆序排列：修改时间远的文件排在前面。 

连续按[时间排序]菜单，可切换时间正序或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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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形显示 

 

 

 

 

 

 

 

      

图形显示是将刀具路径通过图形仿真的形式在屏幕上画出来。 

通过观察轨迹图形与设计路径是否一致来检查程序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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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进入图形界面 

 

进入图形界面的操作方法：[位置]→[图形]。 

在显示的加工轨迹图形中，红色线条为快速定位的轨迹

（G00），绿色线条为刀具进给时的轨迹（G01/G02/G03）。 

图形可以显示XY、YZ、ZX、XYZ四个视图，通过[视图切换]菜单

进行切换。 

 

图 5-1  图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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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图形操作 

 

● [左移]：使窗口中的图形向左移动。若仿真图形超出了图形窗

口的右边界，此时可按[左移]菜单，使图形向左移，将超出右

边界的部分移出使其可见。 

● [右移]：使窗口图形向右移动。 

● [上移]：使窗口图形向上移动。 

● [下移]：使窗口图形向下移动。 

● [放大]：放大显示图形的缩放系数。 

● [缩小]：缩小显示图形的缩放系数。 

● [还原]：将显示图形的缩放系数还原为 1。 

● [清除]：清除显示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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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图形设置 

 

图形参数设置，需要输入用户操作员及以上权限。 

 

■ 图形显示坐标系 

图形显示的坐标系可以通过用户参数 5000010 设置。 

● 5000010=0：显示局部坐标系轨迹 

● 5000010=1：显示工件坐标系轨迹 

● 5000010=2：显示机床坐标系轨迹 

 

■ 图形缩放系数 

各视图显示图形的缩放系数，由用户参数 5000011～5000014 设

置。 

缩放系数可以直接修改用户参数，也可以在图形界面使用[放大]、

[缩小]菜单设置。 

 

■ 循环启动清除图形 

循环启动是否清除图形，由用户参数 5000015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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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刀具补偿 

6.1.1 概述 

刀具补偿参数包括：  

● 刀具长度 

指刀具相对于基准刀具的长度偏差。 

通常在刀库存放的刀具中有一把基准刀具，该基准刀具的长度设置

为 0，刀库中其它刀具的长度值即是相对于基准刀具的长度偏差值。 

● 刀具半径 

指刀具切削部分的半径。 

● 刀具磨损 

刀具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有一定的磨损，该参数用作系统执行刀具长

度或半径补偿时的修正量。 

刀具长度补偿值 = 刀具长度设定值－刀具长度磨损 

刀具半径补偿值 = 刀具半径设定值－刀具半径磨损 

  



 

数据输入 

191 操作 

6.1.2 刀具补偿界面 

进入刀具补偿界面方法：[用户] → [刀补] 

 

图 6-1 刀具补偿表界面 

 

6.1.3 刀具补偿参数设置方法 

■ 刀具参数修改方法 

● 进入刀具补偿界面； 

● 按编辑键盘上下左右键[↑]、[↓]、[←]、[→]或[PageUp]、

[PageDown]键定位需要设置的刀具参数； 

● 按键盘[Enter]键或直接输入刀具参数，弹出输入框； 

● 在弹出的输入框里输入新的参数值，完成后再按键盘[Enter]键

确认输入。 

■ 快速输入菜单 

● [输入机床 Z]： 将当前机床 Z 坐标值输入到刀具长度参数。 

● [输入相对 Z]： 将当前相对 Z 坐标值输入到刀具长度参数。 

 

[输入机床 Z]和[输入相对 Z]只能输入到刀具长度参数，选择其它参

数时，提示“输入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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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坐标系设置 

6.2.1 坐标系概述 

系统使用的坐标系包括机床坐标系、工件坐标系、局部坐标系，各

坐标系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 6-2 坐标系示意图 

 

■ 考点 

参考点是机床上的固定位置。 

系统总共可以设置六个参考点，其中第一参考点是机床坐标系的基

准。 

参考点的位置由轴参数设置（其中 XX 为物理轴号）。 

 

● 2XX0091：第一参考点 

● 2XX0092：第二参考点 

● 2XX0093：第三参考点 

● 2XX0094：第四参考点 

● 2XX0095：第五参考点 

● 2XX0096：第六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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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床坐标系 

机床坐标系是机床控制的基准坐标系，也是工件坐标系的基准。 

系统上电后，执行手动回参考点可建立机床坐标系。机床坐标系建

立后保持不变，直到断掉电源为止。 

对于绝对值电机，即使断电，机床坐标系也不会丢失，重新上电后

不需要手动回参考点。 

 

机床坐标系与各参考点的位置关系如图 6-3 所示。 

 

图 6-3 机床坐标系与参考点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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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件坐标系 

工件坐标系是建立在加工零件上的坐标系，是局部坐标系的基准。 

系统可以设置六个标准工件坐标系（G54～G59）及 93 个附加工

件坐标系（G54.1P1～P93）。 

工件坐标系的零点由参数设定，其设定值是工件坐标系零点相对于

机床坐标系零点的偏移值。 

 

■ 局部坐标系 

局部坐标系是建立在加工零件上局部位置的坐标系，也就是编程坐

标系。 

局部坐标系相对于工件坐标系建立，通常局部坐标系的偏移量为零，

即局部坐标系和工件坐标系重合，此时工件坐标系也为编程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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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工件坐标系设置 

进入工件坐标系设置界面方法：[用户] → [坐标系] 

 

图 6-4 工件坐标系设置界面 

 

■ 工件坐标系的设置方法 

● 进入工件坐标系设置界面； 

● 使用翻页键[PageUp]、[PageDown]选择工件坐标系（外部零

点偏移、G54～G59、附加坐标系）； 

● 选定工件坐标系后，使用上下方向键[↑]、[↓]选择要设置的坐

标轴； 

● 选定坐标轴后，按[ENTER]键或直接输入坐标值，弹出输入框； 

● 在输入框中输入新的工件坐标零点偏移值； 

● 确定输入无误后，按[ENTER]键确认输入。 

  



 

Version_2104 

196 数控系统用户手册 

■ 工件坐标系相关操作 

● [当前位置] 

将坐标轴的当前位置定为工件零点位置，并自动将当前位置的机床

坐标输入到坐标系参数里。 

该菜单与轴选光标配合使用，即只对轴选光标选择的坐标轴进行操

作。 

例如：若光标显示在 G56 的 Y 轴上，则操作[当前位置]菜单时，将

Y 轴所在的位置的机床坐标值作为 G56 的 Y 轴偏移值，并自动输

入到 G56 的 Y 轴参数里。 

● [偏置] 

将当前光标选择的坐标轴的工件零点位置偏移一段距离。 

用户输入偏移距离后，系统自动计算新的零点位置，并存入对应坐

标轴零点参数中。 

填入正值即向正方向偏移，填入负值即向负方向偏移。 

● [旋转] 

将工件坐标系绕某个轴旋转一定的角度。 

● [方向复位] 

将工件坐标系恢复成与机床坐标系平行。 

● [查找] 

查询基本坐标系、附加坐标系及外部零点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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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工件坐标系测量 

通过采集工件上一些特定坐标点，系统可以自动计算工件坐标系位

置。 

 

■ 记录坐标 

记录坐标就是将工件上的特定点记录下来，记录完所有特定点后，

就可以计算工件坐标系。 

系统最多可记录四个坐标点，不同的测量类型需要记录的坐标点个

数不同，不必要都记录四个坐标点。 

• [记录 1]：记录第一个坐标点。 

• [记录 2]：记录第二个坐标点。  

• [记录 3]：记录第三个坐标点。 

• [记录 4]：记录第四个坐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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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中测量 

分中是将两个测量点的中点作为工件零点位置。 

分中需要测量工件上两个坐标点。 

 

图 6-5 分中测量 

 

测量方法： 

● 在坐标系中移动光标，选择需要测量的轴； 

● 将刀具移动到工件分中测量的一端，并按[记录 1]菜单记录该

点坐标； 

● 将刀具移动到工件分中测量的另一端，并按[记录 2]菜单记录

该点坐标； 

● 按[输入]菜单，系统计算两个记录坐标的中点，并自动输入到

工件坐标系中选中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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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相交测量 

如果工件上可以找到两个面，分别与工件坐标系的 X 轴和 Y 轴重

合，则可以使用垂直相交功能测量工件坐标系。 

垂直相交测量可以一次性计算出 X 和 Y 轴的工件零点和方向。 

垂直相交测量需要测量工件上的三个点： 

● X 轴上任意一点 

● X 轴上第二点（该点必须在 X 轴第一点的负方向） 

● Y 轴上任意一点 

图 6-6 垂直相交测量 

测量方法： 

● 将刀具移动到工件 X 轴上任意位置，并按[记录 1]菜单记录该

点坐标； 

● 将刀具向 X 轴负方向移动，测量 X 轴上另一点，并按[记录 2]

菜单记录该点坐标； 

● 将刀具移动到工件 Y 轴上任意位置，并按[记录 3]菜单记录该

处坐标； 

● 按[输入]菜单，系统计算工件坐标系 X 轴和 Y 轴的零点和方向，

并自动输入到工件坐标系的 X 轴和 Y 轴。 

注意： 

必须按上图所示的顺序测量三个点，否则计算出来的坐标系方向会

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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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斜相交测量 

如果工件上存在一个与 X 轴重合的面，及另一个通过工件坐标系零

点的斜面，则可以使用倾斜相交功能测量工件坐标系。 

倾斜相交测量可以一次性计算出 X 和 Y 轴的工件零点和方向。 

倾斜相交测量需要测量工件上的四个点： 

● X 轴上任意一点 

● X 轴上第二点（该点必须在 X 轴第一点的负方向） 

● Y 轴上任意一点 

● Y 轴上第二点（该点必须在 Y 轴第一点的正方向） 

 

图 6-7 倾斜相交测量 

 

测量方法： 

● 将刀具移动到工件 X 轴上任意位置，并按[记录 1]菜单记录该

点坐标； 

● 将刀具向 X 轴负方向移动，测量 X 轴上另一点，并按[记录 2]

菜单记录该点坐标； 

● 将刀具移动到倾斜面上，并按[记录 3]菜单记录该点坐标； 

● 将刀具远离工件零点移动，测量倾面上的另一点，并按[记录 4]

记录该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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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输入]菜单，系统计算工件坐标系 X 轴和 Y 轴的零点和方向，

并自动输入到工件坐标系的 X 轴和 Y 轴。 

 

■ 注意事项 

必须按上图所示的顺序测量四个点，否则计算出来的坐标系方向会

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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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心测量 

如果工件零点在工件上一个圆的圆心，则可以使用圆心测量功能测

量工件坐标系。 

圆心测量只能测量出工件坐标系零点位置，不能测量工件坐标系方

向。 

圆心测量需要测量工件圆上任意三个点。 

 

图 6-8 圆心测量 

 

测量方法： 

● 将刀具移动到工件圆上任意位置，并按[记录 1]菜单记录该点

坐标； 

● 将刀具移动到工件圆上第二个位置，并按[记录 2]菜单记录该

点坐标； 

● 将刀具移动到工件圆上第三个位置，并按[记录 3]菜单记录该

点坐标； 

● 按[输入]菜单，系统计算工件坐标系 X 轴和 Y 轴的零点，并自

动输入到工件坐标系的 X 轴和 Y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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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系统参数设置 

6.3.1 参数权限分级 

系统参数按权限级别分为三个等级： 

● 系统制造商级 

本级参数属于与系统运行相关的核心参数，修改这类参数可能会引

起系统的运行异常，对其修改需要最高的权限要求。 

● 机床制造商级 

本级参数属于机床配置参数，由机床制造厂修改。 

● 用户级 

本级参数为终端用户使用的各类参数。用户级参数又可分为用户管

理员和用户操作员两级权限。 

 

在参数设置界面，系统制造商级参数的权限显示为‘S’；机床制造商

级参数显示为‘M’；用户级参数显示为‘UM’或‘UO’。 

 

权限的详细内容参见“权限管理”一节。 

 

三级权限与三级参数的修改对应表如下： 

          参数 

权限 

系统制造商 

参数 

机床制造商 

参数 
用户参数 

系统制造商权限    

机床制造商权限    

用户权限    

‘’表示该行的权限能够修改该列的参数 

‘’表示该行的权限不能够修改该列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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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参数数据类型 

■ 十进制参数 

该类型参数为十进制整数，不包含小数部分。 

十进制参数在修改时只能输入 0～9 的数字和正负号‘+’、‘-’。 

 

■ 十六进制参数 

该类型参数为十六进制整数，不包含小数部分。 

十六进制参数在修改时，可以输入 0～9 的数字以及 A、B、C、D、

E、F 六个字母。 

 

■ 实型参数 

该类型参数由一个浮点数组成，包含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实型参数在修改时可以输入 0～9 的数字、‘+’、‘-’及小数点。 

 

■ 字符串型参数 

该类型参数由一组 ASC 字符串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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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参数设置 

进入参数设置界面的操作方法：[设置] → [参数设置] 

参数的设置过程： 

● 输入参数修改需要的权限； 

● 进入参数设置窗口；  

● 使用键盘<↑>、<↓>键或<PageUp>、<PageDown>键来定

位要修改的参数项，也可使用检索方式直接定位要修改的参

数号。 

● 在选定参数项后按[ENTER]键或直接输入参数内容，弹出输

入框； 

● 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新的参数值，确认无误后再次按

[ENTER]键确认输入。 

 

图 6-9 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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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参数检索 

在参数表中查找指定参数号的参数项，并将光标定位到查找结果。 

 

查找方法： 

● 在参数设置界面按[查找]菜单，弹出输入框； 

● 在输入框中输入要检索的参数号，再按“ENTER”键； 

● 系统开始搜索指定参数，如果搜索成功，自动将光标定位到该

参数项；否则，显示“查找失败”消息。 

 

图 6-10 查找参数号 

 

图 6-11 参数查找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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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刀库配置 

 

6.4.1 配置刀库数据存储空间 

刀库相关数据存储在 D 寄存器中，各数据的存储空间由 D1000～

D1003 进行配置。 

● D1000：刀库容量，即刀库最大装刀数量。 

● D1001：刀库表在 D 寄存器中的偏移地址。 

● D1002：刀套类型表在 D 寄存器中的偏移地址。 

● D1003：刀具类型表在 D 寄存器中的偏移地址。 

 

6.4.2 配置刀库表 

进入刀库配置界面的操作方法：[设置]→[刀库表] 

 

图 6-12 刀库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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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库表相关操作菜单 

● [当前刀套] 

将光标所在行设置为当前刀套（即在换刀位置的刀套）。 

● [复位] 

复位刀库表，复位数据包括： 

• 所有刀具号按顺序排列 

• 所有刀套类型恢复为小刀 

• 所有刀具类型恢复为小刀 

• 将1号刀套设置为当前刀套 

• 清空主轴刀具号（即主轴为无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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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M 代码扩展 

6.5.1 M 代码概述 

辅助功能 M 代码执行后，系统向指定的 I/O 地址输出给定的信号

（高电平或低电平），用户可以用该信号去控制机床上的各种开关

量。 

 

以下 M 代码由系统内部处理，用户不需对其进行扩展定义： 

● M00：程序暂停。 

● M01：程序选择停。 

● M02：程序结束，程序停留在该行。 

● M30：程序结束。 

● M98：子程序调用。 

● M99：子程序返回。 

 

系统最多可以扩展 500 个 M 代码。 

对于系统内部处理的 M 代码，用户也可对其进行扩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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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M 代码属性 

■ M 代码 

M 代码值，如 M18、M20。 

■ 功能描述 

描述该 M 代码实现的功能。 

■ 输出信号 

指定 M 代码执行时所输出的寄存器地址。在 PLC 程序中可以使用

该寄存器进行相关的控制。 

■ 输出值 

设置 M 代码执行时，向输出寄存器写入的状态。 

● 输出低电平 

● 输出高电平 

如果 M 代码没有设置输出信号，该属性无效。 

■ 等待信号 

指 M 代码执行后的完成确认信号。 

如果 M 代码设置有等待信号，则 M 代码执行后，程序将暂停，直

到等待信号变为指定状态。 

如果没有设置等待信号，则 M 代码执行完成后，程序的暂停时间由

M 代码的延时属性指定。 

■ 等待值 

设置 M 代码执行后等待寄存器的状态值。 

● 等待值为 0，等待寄存器为低电平时，M 代码执行完成； 

● 等待值为 1，等待寄存器为高电平时，M 代码执行完成； 

如果 M 代码没有设置等待信号，该属性无效。 

■ 延时 

设置 M 代码执行后程序暂停的时间（单位为毫秒），暂停时间到达

后程序继续向下执行。 

当设置有等待信号时，暂停时间从等待信号到达时开始。 

■ 调用程序 

指定 M 代码执行时调用的扩展程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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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M 代码执行过程 

● 系统内部处理（只针对内部 M 代码）； 

● 写输出寄存器，如果没有设置输出寄存器，本步骤跳过； 

● 等待寄存器完成确认，如果没有设置等待寄存器，本步骤跳过； 

● 延时，如果延时设置为 0，本步骤跳过； 

● 调用子程序，如果没有设置调用程序，本步骤跳过； 

● M 代码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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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M 代码扩展定义 

进入 M 代码扩展界面操作方法：[设置] → [M 代码] 

窗口中显示“-”的设置项表示该项参数无效（不需要设置）。 

 

图 6-13 M 代码扩展定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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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报警扩展 

6.6.1 报警分类 

■ 系统内部报警 

这部分报警由 CNC 系统内部定义，用户不能更改。 

系统内部报警地址范围为 A0.0～A59.31。 

■ 用户报警 

用户扩展报警由用户自行定义，其地址范围为 A60.0～A69.31，总

共 32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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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报警属性 

■ 地址 

指报警对应的 A 寄存器地址。 

■ 通道掩码 

设置报警在各通道的使能。 

对应通道掩码位为 1 时，报警在该通道有效，否则无效。 

 

图 6-14 通道掩码 

 

■ 级别 

报警级别 系统限制 

1 
• 显示报警信息 

• 不影响系统操作和程序运行 

2 

• 显示报警信息 

• 不能运行程序 

• 允许手动操作 

3 

• 显示报警信息 

• 不能运行程序 

• 不能手动操作 

 

■ 报警内容 

出现报警时在系统界面显示的报警文本。 

■ 关键词 

与报警内容类似，只是关键词更精简，方便在 PLC 程序中显示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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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报警扩展 

进入报警扩展界面的操作方法：[设置] → [用户报警] 

 

 

图 6-15 报警扩展界面 

 

■ 报警扩展定义的设置步骤 

● 使用键盘上下左右方向键 [↑]、[↓]、[←]、[→]或[PageUp]、

[PageDown]键选择要设置的报警项； 

● 选择好报警项后按[ENTER]键或直接输入设置值，弹出输入框； 

● 在输入框中输入设置数据； 

● 确认输入无误后，按[ENTER]键确定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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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权限管理 

6.7.1 概述 

权限用于系统功能的划分与限制。 

用户只能使用与其权限相当的功能。高级权限用户可以使用低级权

限的功能，但低级权限用户无法使用高级权限的功能。 

 

系统权限分为四级，由高到低依次为： 

● 系统制造商级权限 

● 机床制造商级权限 

● 用户管理员级权限 

● 用户操作员级权限 

 

6.7.2 权限管理 

进入权限管理界面的操作方法：[设置]→[权限管理] 

 

图 6-16 权限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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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限登录 

● 进入权限管理界面； 

● 移动光标，选择需要登录的权限名； 

● 按[ENTER]键，弹出密码输入框； 

● 在输入框中输入权限密码，按[ENTER]键确认； 

● 如果密码输入正确，登录成功，在对应的权限名前显示‘√’，否

则提示密码错误。 

 

■ 修改权限密码 

● 进入权限管理界面； 

● 移动光标，选择需要修改密码的权限名； 

● 按[ENTER]键，弹出旧密码输入框； 

● 在输入框中输入旧密码，按[ENTER]键确认。如果输入正确，

弹出新密码输入框； 

● 在输入框中输入新密码，按[ENTER]键确认，新密码需要输入

两次； 

● 如果旧密码输入成功，且两次输入的新密码相同，则密码修改

成功。 

 

■ 权限降级 

权限降级允许从高级权限降级到低级权限。 

每按一次[降级]菜单，权限降低一级，直至注销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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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变量查看与修改 

 

变量的值既可以在宏程序中使用代码修改，也可以在窗口中查看并

手动修改变量的值。 

进入变量修改窗口的操作方法：[用户] → [变量] 

 

图 6-17 变量窗口 

 

变量分为局部变量、公共变量、记忆变量和系统变量(包括通道变量、

轴变量及主轴变量)，其中局部变量、公共变量、记忆变量可以修改，

其它变量为只读，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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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统计信息 

 

统计功能是对工件加工件数进行计数的功能。 

进入统计信息窗口的操作方法：[用户] → [加工统计]。 

工件加工计数的使用方法，请参阅机床厂家的机床说明书。 

 

图 6-18 统计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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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数据导出 

数据导出功能可以将系统相关数据导出到 U 盘。 

数据导出需要输入相应的权限，导出前需先插入 U 盘。 

进入数据导出界面的操作方法： [设置] → [系统信息]→ [数据导

出] 

■ 操作菜单 

● [选择] 

将当前光标所在的数据设置为选择状态（数据前显示‘√’）。连续按

[选择]菜单，可以切换已选择和未选择状态。 

● [全部选择] 

将所有数据设置为选择状态。连续按[全部选择]菜单，可以切换所

有数据的已选择和未选择状态。 

● [导出] 

将选中的数据导出到 U 盘。 

 

图 II-2  数据导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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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LC 编程 

 

 

 

 

 

 

 

 

系统采用梯形图语言进行 PLC 编程。 

梯形图语言的编程方法请参见《PLC 编程说明书》，本章不对编程

方法进行说明，只对编程环境（编程界面）的使用方法作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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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PLC 在线编程与诊断 

 

7.1.1 PLC 编程界面 

进入 PLC 编程界面的操作方法：[诊断] → [PLC 梯形图] 

 

图 7-1 PLC 编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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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梯形图程序构成 

梯形图程序分为运算区和输出区。 

运算区包括参与梯形图运算的寄存器或功能指令，运算区中的寄存

器既可以为输入信号也可为输出信号。PLC 对运算区内的寄存器只

进行读操作。 

输出区指定运算结果的输出寄存器。输出区的寄存器只能为可写的

寄存器，PLC 对该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PLC 梯形图程序由常开触点、常闭触点、水平导通线、竖直导通线、

输出线圈、常开触点上升沿、常开触点下降沿、常闭触点上升沿、

常闭触点下降沿、置位输出、复位输出及功能指令等构成。 

 

 

图 7-2 PLC 梯形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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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编程菜单说明 

■ 基本指令菜单 

●   常开触点 

●   常闭触点 

●   输出线圈 

●   输出线圈（取反输出） 

●   水平导通线 

●   竖直导通线 

●  上升沿 

●  下降沿 

●  置位输出 

●  复位输出 

 

■ 功能指令菜单 

在[指令]菜单下选择[功能指令]菜单之后，在 PLC 界面左上角弹出

功能指令菜单列表。 

在功能指令菜单上通过上下左右方向键[↑]、[↓]、[←]、[→]移

动光标选择功能指令。当光标选中功能指令后，按[ENTER]回车键，

即可在 PLC 编程窗口光标所在位置插入选中的功能指令。 

按[CANCEL]键可以关闭功能指令菜单。 

功能指令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见《PLC 编程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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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PLC 功能指令菜单 

 

■ 梯形图编辑菜单 

● [插入行] 

在当前光标所在行前面插入一个新行。 

插入行操作之后，当前光标所在的行成为一个空白行，光标之后的

行依次向下移动一个行的位置。 

 

图 7-4 插入行 

 

● [删除行] 

删除当前光标所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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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行操作后，当前光标所在行被删除，并且光标之后的行依次向

上移动一个行的位置。 

 

图 7-5 删除行 

 

如果光标所在行存在功能指令，根据光标所在位置，删除行功能有

所不同： 

• 如果光标停留在功能指令上时，[删除行]操作会删除功能

指令所占的整行程序。 

• 若光标停留在基本指令上，[删除行]只删除光标所在的一

段基本指令（不删除功能指令）。 

 

● [定位行] 

将光标移动到指定行位置。 

 

● [查找]/[继续查找] 

查找功能可以在梯形图中查找指定名称的元件，查找功能不区分大

小写。 

查找功能为模糊查找，即从元件名的头部开始匹配。例如查找目标

为“Y3.1”时，可以查找到“Y3.1”、“Y3.10”、“Y3.15”等。 

如果要精确查找某个元件，需输入完整的元件名。 

在查找到一个目标之后，可按[继续查找]菜单向后查找下一个目标，

继续查找时不用再输入元件名。 

 

● [保  存] 

将梯形图写入存储器，保存后的梯形图断电也不会丢失。 

对梯形图程序进行编辑修改时，都是在 PLC 备份程序上进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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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编辑过程中，系统运行的仍然是原来的 PLC 程序。 

对梯形图进行保存后，系统开始运行新的 PLC 程序。 

 

● [块操作] 

块操作可以将梯形图中一块区域复制到粘贴缓冲区中，供粘贴或剪

切使用。 

 

块操作相关菜单： 

• [定义块头]：将光标所在行定义为程序块的开始行。 

• [定义块尾]：将光标所在行定义为程序块的结束行。 

• [块拷贝]：将定义好的程序块复制到光标所在位置。 

• [块剪切]：将定义好的程序块复制到光标所在位置，同时

删除原位置的程序块。 

 

● [屏蔽] 

PLC 程序中被屏蔽的部分不被执行。 

使用屏蔽功能时，必须将光标移动到右边的输出节点上，然后按[屏

蔽]菜单键。 

图 7-6 屏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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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恢复] 

备份是指将 PLC 程序复制一份并存入备份存储区。 

恢复是指将备份存储区中存储的 PLC 备份程序恢复为系统运行的

PLC 程序。 

 

图 7-7 恢复梯形图 

 

● [替换] 

替换功能是将梯形图中指定的元件替换为另一种新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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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梯形图编程示例 

用常开、常闭触点及输出线圈可实现与、或、非等运算。 

例如要实现 Y02.0 = (X02.0 &（/X02.5）)  | （/X03.0）的运算

(其中‘/’表示取反)，梯形图的编程步骤如下： 

 

● 将光标定位到编程位置的起始处，点系菜单 (常开触

点)，在元件输入框里输入“X02.0”，回车确定，元件 X02.0

出现在当前光标位置； 

 

● 将光标右移一位，点菜单 （常闭触点），在元件输

入框里输入地址号“X02.5”，回车确定，元件 X02.5 出现在当

前光标位置； 

 

● 将光标定位到下一行起始处，点菜单 （常闭触

点），在元件输入框里输入地址号“X03.0”，回车确定，元件

X03.0 出现在当前光标位置； 

 

● 将光标右移一位，点菜单 （水平导通线），在当前

光标位置处画一水平导通线； 

 

● 将光标上移一位，点菜单 （竖直导通线），在当前

光标右下位置画一竖直导通线； 

 

● 点菜单 （输出线圈），在元件输入框中输入地址号

“Y02.0”，回车确定，自动生成输出线圈及必需的水平导通

线。 

 

完成的梯形图如下图所示。 

 

图 7-8 梯形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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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PLC 在线诊断 

PLC 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梯形图界面观察程序的运行状态。 

绿色的节点表示该节点处于导通状态（值为 1）。 

白色的节点表示该节点处于断开状态（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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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寄存器监视 

7.2.1 寄存器概述 

寄存器是 PLC 的运算单元，通过监视寄存器的状态，可以了解 PLC

的运行状态。 

  

主要有以下几类寄存器：  

● 寄存器 X：机床输入到 PLC 的信号。 

● 寄存器 Y：PLC 输出到机床的信号。 

● 寄存器 F：数控系统输入到 PLC 的信号。 

● 寄存器 G：PLC 输出到数控系统的信号。 

● 寄存器 K：操作面板输入到 PLC 的信号。 

● 寄存器 L：PLC 输出到操作面板的信号。 

● 寄存器 R：PLC 中间寄存器。 

● 寄存器 A：报警信号。 

● 寄存器 B：断电保存寄存器。 

 

  



 

Version_2104 

232 数控系统用户手册 

7.2.2 寄存器访问域 

 

图 7-9 寄存器访问域 

所有寄存器都是 32 位，每个寄存器按访问域可分为： 

● 寄存器组 

整个 32 位寄存器。 

组的访问方式为寄存器名+组号，例如 F120，即访问第 120 组

F 寄存器。 

● 寄存器字 

每个寄存器可分为两个字，每个字 16 位。 

字的访问方式为寄存器名+‘W’+组号+‘.’+字号，例如 FW120.0，

即访问第 120 组 F 寄存器的第 0 个字。 

字号范围 0～1。 

● 寄存器字节 

每个寄存器可分为 4 个字节，每个字节 8 位。 

字节的访问方式为寄存器名+‘B’+组号+‘ .’+字节号，例如

FB120.0，即访问第 120 组 F 寄存器的第 0 个字节。 

字节号范围 0～3。 

● 寄存器位 

每个寄存器 32 位。 

位的访问方式为寄存器名+组号+‘.’+位号，例如 F120.0，即访

问第 120 组 F 寄存器的第 0 位。 

位号范围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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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寄存器状态 

进入寄存器状态监视界面的操作方法：[诊断] → [寄存器状态] 

寄存器状态可以监视寄存器每一位的状态，并以不同的颜色进行区

分： 

● 红色：该位状态为 1 

● 灰色：该位状态为 0 

 

图 7-10 寄存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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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寄存器组 

进入寄存器组监视界面的操作方法：[诊断] → [寄存器组] 

寄存器组用以监视每一组寄存器的值，该值显示为十进制整数。 

 

图 7-11 寄存器组 

 

每一组寄存器有五项显示内容：  

● 地址：寄存器组的顺序地址。 

● 注释：对该组寄存器的功能说明。 

● 关键词：关键词与注释类似，只是更精简，以方便在 PLC 程序

中显示。 

● 值：该组寄存器当前存储的数据。 

● 属性：寄存器的读写类型及存储类型。 

• R：可读寄存器 

• W：可写寄存器 

• M：记忆型寄存器（断电保存） 

 

  



 

PLC 编程 

235 操作 

7.2.5 寄存器位 

进入寄存器位监视界面的操作方法：[诊断] → [寄存器位] 

寄存器位与寄存器状态类似，都是显示寄存器每一位的状态。不同

的是寄存器位可以显示每一位更详细的信息。 

每一个寄存器位也显示五项内容，与寄存器组相同。 

 

图 7-12 寄存器位 

 

在 PLC 程序界面，寄存器位下方显示该位的关键词，右下角可以显

示其完整的注释内容。 

 

图 7-13  PLC 程序中的元件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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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PLC 消息 

7.3.1 概述 

使用 PLC 功能指令 MSG，可以在系统界面显示指定消息。 

PLC 消息可以在系统界面输入，PLC 程序中只需指定对应的消息

号即可。 

系统显示 PLC 消息后，可按任意键清除。 

 

图 7-14  PLC 消息 

 

7.3.2 PLC 消息设置 

PLC 消息的定义可以在 PLC 消息界面中输入。 

进入 PLC 消息设置界面的操作方法：[设置] → [PLC 消息] 

PLC 消息设置窗口左侧为消息号，该消息号由 PLC 功能指令 MSG

调用；右侧为 PLC 消息内容。 

 

图 7-15  PLC 消息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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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旋转轴循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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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旋转轴循环功能可以避免旋转轴的坐标溢出。 

旋转轴的循环功能开启时，对于增量编程的指令，刀具移动指令中

指定的距离；对于绝对值指令，系统做如下处理： 

● 将编程的指令坐标变换到 0～360°； 

● 如果没有设置选择最短路径，刀具的移动方向根据转换后的目

标位置与当前位置的关系来确定：目标位置小于当前位置时，

向负方向移动；目标位置大于当前位置时，向正方向移动； 

● 如果已设置选择最短路径，刀具沿最短路径方向移动到目标位

置。 

 

■ 设置 

旋转轴循环功能由轴参数设置（其中 XX 为物理轴号）： 

● 2XX0180：坐标循环使能，设置为 1 时开启，为 0 时关闭。 

● 2XX0181：短路径选择使能，设置为 1 时开启，为 0 时关闭。 

短路径选择只有在循环功能开启后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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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假定 A 轴为旋转轴，并且每转移动量为 360°。 

开启旋转轴的循环功能，并设置为选择最短路径，执行下面程序时，

A 轴移动如下所示。 

G90 A0； 实际移动量 
移动结束后的 

绝对坐标值 

N1 G90 A-150.0; -150 210 

N2 G90 A540.0; -30 180 

N3 G90 A-620.0; -80 100 

N4 G91 A380.0; +380 120 

N5 G91 A-840.0; -840 0 

  

图 8-1  旋转轴循环功能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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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补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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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反向间隙补偿 

 

通常在丝杠与工作台之间存在一定的配合间隙，该间隙会影响机床

的定位精度。 

机床的反向间隙补偿值由机床厂测量，并在系统中进行相应的补偿

参数设置。 

 

反向间隙的补偿由轴参数设置(其中 XX 为物理轴号)： 

● 2XX0400：反向间隙补偿使能 

● 2XX0401：进给反向间隙（微米） 

● 2XX0402：快移反向间隙（微米） 

● 2XX0403：反向间隙补偿步长 (微米) 

 

■ 注意 

修改反向间隙补偿参数后，需要重回参考点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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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螺距误差补偿 

通常丝杠在制造时会存在一定的螺距误差，该误差会影响机床的定

位精度。 

螺距误差的补偿是分段进行的，先将工作台的行程范围划分为若干

段，然后设置每段节点处的补偿值。 

■ 参数设置 

螺距误差补偿由轴参数设置（参数号中 XX 为物理轴号）。 

● 螺距误差补偿使能 

• 2XX0410：螺距误差补偿使能 

• 2XX0412：螺距误差循环补偿使能 

● 螺距误差补偿类型 

• 2XX0411：螺距误差补偿类型（0-单向螺补；1-双向螺补） 

● 螺距误差补偿起点 

• 2XX0413：螺距误差补偿起点（机床坐标位置） 

● 螺距误差补偿间距 

• 2XX0414：螺距误差补偿间距 

补偿间距大于 0 时，从补偿起点开始向正方向进行分段补偿。 

补偿间距小于 0 时，从补偿起点开始向负方向进行分段补偿。 

补偿间距等于 0 时，不进行补偿。 

● 螺距误差补偿点数 

• 2XX0417：螺距误差补偿点数 

● 螺距误差补偿数据存储地址 

螺距误差补偿数据存储在数据表中，偏移地址由如下参数设置： 

• 2XX0415：螺距误差补偿数据偏移地址(第 1 方向) 

• 2XX0416：螺距误差补偿数据偏移地址(第 2 方向) 

■ 注意 

修改螺距误差补偿参数后，需要重新回参考点才能生效。  



 

补偿设置 

243 操作 

■ 螺距误差补偿示例一：单向螺补/正行程 

 

假设 X 轴的补偿起点为 0，行程为 550mm，补偿间距为 50mm，

各参数设置如下： 

● 2000413：X 轴螺距误差补偿起点设置为 0； 

● 2000414：X 轴螺距误差补偿间距设置为 50(从补偿起点向正

方向进行补偿)； 

● 2000411：X 轴螺距误差补偿类型设置为 0； 

● 2000417：X 轴螺距误差补偿点数设置为 11； 

● 2000415：螺距误差补偿数据偏移地址(第 1 方向)设置为 0，

即补偿数据在数据表中的起始地址为 4000000。 

 

 

测得 X 轴螺距误差数据及补偿设置如下： 

 

运动方向 
指令位置 

(mm) 

实际位置 

(mm) 

补偿表设置 

(微米) 

正向 

0 0 4000000 =0 

50 49.996 4000001 = 4 

100 100.003 4000002 = -3 

150 150.005 4000003 = -5 

200 200.015 4000004 = -15 

250 249.998 4000005 = 2 

300 300.007 4000006 = -7 

350 350.012 4000007 = -12 

400 400.025 4000008 = -25 

450 450.10 4000009 = -10 

500 499.991 4000010 = 9 

550 549.985 400001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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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距误差补偿示例二：单向螺补/负行程 

 

假设 X 轴的补偿起点为 0，行程为-550mm，补偿间距为 50mm，

则参数设置如下： 

● 2000413：X 轴螺距误差补偿起点设置为 0； 

● 2000414：X 轴螺距误差补偿间距设置为-50(从补偿起点开始

向负方向进行补偿)； 

● 2000411：X 轴螺距误差补偿类型设置为 0； 

● 2000417：螺距误差补偿点数设置为 11； 

● 2000415：螺距误差补偿数据偏移地址(第 1 方向)设置为 0，

即补偿数据在数据表中的起始地址为 4000000。 

 

测得 X 轴螺距误差数据及补偿设置如下： 

 

运动方向 
指令位置 

(mm) 

实际位置 

(mm) 

补偿表设置 

(微米) 

负向 

0 0 4000000 = 0 

-50 -49.996 4000001= -4 

-100 -100.003 4000002 = 3 

-150 -150.005 4000003 = 5 

-200 -200.015 4000004 = 15 

-250 -249.998 4000005 = -2 

-300 -300.007 4000006 = 7 

-350 -350.012 4000007 = 12 

-400 -400.025 4000008 = 25 

-450 -450.10 4000009 = 10 

-500 -499.991 4000010 = -9 

-550 -549.985 400001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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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距误差补偿示例三：双向螺补/正行程 

假设 X 轴的补偿起点为参考点 0，行程为 550mm，补偿间距为

50mm，则参数设定如下： 

● 2000413：X 轴螺距误差补偿起点设置为 0； 

● 2000414：X 轴螺距误差补偿间距设置为 50； 

● 2000411：X 轴螺距误差补偿类型设置为 1； 

● 2000417：螺距误差补偿点数设置为 11。 

● 2000415：第 1 方向补偿数据偏移地址设置为 0； 

● 2000416：第 2 方向补偿数据偏移地址设置为 100。 

测得 X 轴螺距误差数据及补偿设置如下： 

运动方向 指令位置 实际位置 补偿表设置(微米) 

正向 

0 0 4000000 = 0 

50 49.996 4000001 = 4 

100 100.003 4000002 = -3 

150 150.005 4000003 = -5 

200 200.015 4000004 = -15 

250 249.998 4000005 = 2 

300 300.007 4000006 = -7 

350 350.012 4000007 = -12 

400 400.025 4000008 = -25 

450 450.10 4000009 = -10 

500 499.991 4000010= 9 

550 549.985 4000011= 15 

负向 

550 550.002 4000100 = -2 

500 500.004 4000101 = -4 

450 449.995 4000102 = 5 

400 399.992 4000103 = 8 

350 350.006 4000104 = -6 

300 300.010 4000105= -10 

250 250.003 4000106 = -3 

200 199.998 4000107 = 2 

150 149.993 4000108 = 7 

100 100.005 4000109 = -5 

50 50.012 4000110 = -12 

0 0 4000111 = 0 



 

Version_2104 

246 数控系统用户手册 

■ 螺距误差补偿示例四：双向螺补/负行程 

假设 X 轴的补偿起点为参考点 0，行程为-550mm，每间隔 50mm，

进行一次测量，则参数设定如下： 

● 2000413：X 轴螺距误差补偿起点设置为 0； 

● 2000414：X 轴螺距误差补偿间距设置为-50； 

● 2000411：X 轴螺距误差补偿类型设置为 1； 

● 2000417：螺距误差补偿点数设置为 11； 

● 2000415：第 1 方向补偿数据偏移地址设置为 0； 

● 2000416：第 2 方向补偿数据偏移地址设置为 100。 

测得 X 轴螺距误差数据及补偿设置如下： 

运动方向 指令位置 (mm) 实际位置 (mm) 补偿表设置(微米) 

负向 

0 0 4000000 = 0 

-50 -49.996 4000001 = -4 

-100 -100.003 4000002 = 3 

-150 -150.005 4000003 = 5 

-200 -200.015 4000004 = 15 

-250 -249.998 4000005 = -2 

-300 -300.007 4000006 = 7 

-350 -350.012 4000007 = 12 

-400 -400.025 4000008 = 25 

-450 -450.10 4000009 = 10 

-500 -499.991 4000010= -9 

-550 -549.985 4000011= -15 

正向 

-550 -550.002 4000100 = 2 

-500 -500.004 4000101 = 4 

-450 -449.995 4000102 = -5 

-400 -399.992 4000103 = -8 

-350 -350.006 4000104 = 6 

-300 -300.010 4000105= 10 

-250 -250.003 4000106 = 3 

-200 -199.998 4000107 = -2 

-150 -149.993 4000108 = -7 

-100 -100.005 4000109 = 5 

-50 -50.012 4000110 = 12 

0 0 400011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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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直线度补偿 

直线度补偿可以对导轨变形导致的直线度误差进行补偿。 

■ 参数设置 

直线度补偿由轴参数进行设置（其中 XX 为物理轴号）： 

● 2XX0420：直线度补偿使能 

● 2XX0421：直线度补偿参考轴号 

● 2XX0422 ：直线度补偿起点 

● 2XX0423：直线度补偿间隔 

• 补偿间隔大于 0：从补偿起点开始向正方向进行补偿； 

• 补偿间隔小于 0：从补偿起点开始向负方向进行补偿； 

• 补偿间隔等于 0：不作补偿。 

● 2XX0424：直线度补偿数据在数据表中的偏移地址 

● 2XX0425：直线度补偿数据点数 

 

■ 注意 

改变直线度补偿参数后，需要重新回参考点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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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反向跃冲补偿 

坐标轴在反向时，摩擦类型发生变化（动摩擦→静摩擦→动摩擦），

导致轴在反向运动时滞后于其他轴，这种滞后反应出来的就是反向

跃冲误差。 

反向跃冲补偿由轴参数进行设置(其中 XX 为物理轴号)： 

● 2XX0405：反向跃冲补偿使能 

● 2XX0406：反向跃冲补偿值（微米） 

● 2XX0407：反向跃冲补偿时间（毫秒） 

● 2XX0408：反向跃冲补偿延时（毫秒） 

  

以 X 轴为例： 

 

图 9-1  X 轴过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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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 2000405~2000408 参数正确设置后，一般都能够在圆弧

过象限的加工精度上有较大的改善，如下图所示。 

 

图 9-2  补偿前后的反向跃冲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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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系统异常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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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系统报警指示 

在系统界面上方报警指示区域内可以显示系统的报警状态。 

报警状态分为以下几种： 

● 系统复位 

按下复位键、松开急停开关或超程释放时，系统需要一定的复位时

间，在复位期间内，系统不可操作。 

复位期间在报警指示区域内显示“复位”。 

● 超程 

工作台压上限位开关时，系统出现超程报警，并在报警指示区域内

显示“超程”。 

● 紧急停止 

压下急停开关时，系统出现急停报警，并在报警指示区域内显示“急

停”。 

● 系统报警 

当系统出现以上报警之外的其它报警时，在报警指示区域内显示

“系统报警”。 

 

以上报警同时出现时，在报警指示区域按如下顺序优先显示。 

 

 

 

  

复   位 超程 急停 系统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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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报警信息查询 

 

系统出现报警时，用户可以在报警信息窗口查看当前系统所有报警

的详细情况。 

进入报警信息窗口的操作方法：[诊断] → [报警信息] 

 

图 10-1 报警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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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紧急停止 

 

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后，机床运动立即停止，主轴停止转动。机床的

其它输出是否关闭由机床厂自行定义，详情参看机床厂说明书。 

要解除急停恢复系统操作，只需旋转急停按钮解除急停即可。 

解除急停前务必确认机床处于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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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压上行程开关 

 

工作台压上限位开关时，机床运动立即停止，主轴停止转动。机床

的其它输出是否关闭由机床厂自行定义，详情参看机床厂说明书。 

要解除超程状态，首先按下操作面板<超程解除>按钮（不松开），

待复位成功后，用手动操作将超程的轴向安全方向移动，移出限位

开关后松开<超程解除>按钮，系统恢复正常操作。 

  



 

系统异常及处理 

255 操作 

10.5 系统软限位 

 

软限位是由系统参数设定的每个坐标轴的运动极限，当坐标轴的运

动超出该范围时，系统出现软限位报警，所有坐标轴减速停止。 

在软限位报警的情况下，自动方式下不能运行程序和 MDI 指令，只

能手动操作。 

要解决软限位报警，只需切换到手动或增量方式，将轴向安全方向

移动，移出软限位后系统自动解除报警。 

 

正负软限位由轴参数设置(其中 XX 为物理轴号)： 

● 2XX0150：正软限位使能 

● 2XX0151：负软限位使能 

● 2XX0152：正软限位（毫米） 

● 2XX0153：负软限位（毫米） 

● 2XX0154：软限位安全距离（毫米） 

● 2XX0155：第 2 正软限位使能 

● 2XX0156：第 2 负软限位使能 

● 2XX0157：第 2 正软限位（毫米） 

● 2XX0158：第 2 负软限位（毫米） 

● 2XX0159：第 2 软限位安全距离（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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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报警日志 

 

系统可以查询历史报警。 

进入报警日志窗口的操作方法：[诊断]→[报警日志] 

报警日志的最大记录条数，由系统参数 0000025 设置。 

 

图 10-2 报警日志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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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为系统内部报警，其它扩展报警参见机床说明书。 

 

报警点位 报警信息 详细说明 

A0.0 序列号错误 请联系系统厂商。 

A0.1 系统未注册 请联系系统厂商。 

A0.2 系统使用到期 请联系系统厂商。 

A0.3  超过最大控制轴数  

A0.5 系统版本不一致 请联系系统厂商。 

A0.10 系统复位  

A0.11 系统急停  

A0.15 PLC 已停止运行  

A1.0 通道急停  

A1.2 通道复位  

A1.3 程序错误 
程序中存在语法错误，

详见程序报警信息。 

A1.5 机床不在断点位置  

A1.10 测头未触发 

G31 程序段到达终点未

检测到测头输入信号。 

通过设置通道参数可以

屏蔽该报警。 

A5.0 未回零  

A5.1 回零失败  

A5.2 绝对位置初始化失败  

A5.3 伺服参数上传失败  

A5.4 伺服参数下载失败  

A5.5 正向超程  

A5.6 负向超程  

A5.7 正向软限位  

A5.8 负向软限位  

A5.10 跟随误差过大  

A5.11 超速 请联系系统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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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线 

参见附录，按照各端口定义接线 

注意： 

       

I/O 输入口 1 脚为 COM 口： 

接 0V 为 PNP，输入信号高电平有效； 

接 24V 为 NPN，输入信号低电平有效； 

 

本系统的输出信号全部为低电平； 

 

二、 参数设置 

1、 系统参数设置 

 

⚫ 数控系统型号：此参数出厂时已配置好，不要随意修改； 

 

脉冲系列：M5 系统填 0；M5 Plus 竖式系统填 1；M5 Plus 横式系统填 2；M5 II 填 3； 

总线系列：X6 系统填 4；X6 Plus 竖式系统填 5；X6 Plus 横式系统填 6； 

 

 

 

   

   

⚫ IO 输入类型(NPN/PNP)：  

填 0：公共端 COM 口接 24V；IO 输入信号为低电平有效； 

填 1：公共端 COM 口接 0V；IO 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有效 

     

 



   

⚫ 串口(串口 1 或串口 4)通讯波特率：系统与驱动器进行 485 通讯的波特率参数设置 

 

                               使用迈信驱动器填 9600； 

                               使用德欧、安川驱动器填 19200； 

 

 

 

⚫ 串口(串口 1 或串口 4)通讯校验类型： 

                               使用迈信、安川驱动器填 2； 

                               使用德欧驱动器填 1； 

 

2、 通道参数设置 

 

⚫ 通道配置参数：按照实际使用的进给轴数量从 0 开始填入对应的通道轴 

 

 

例如：机床需要增加一个旋转轴 A 轴，作为第四轴，那么将参数 1000013 设为 3，相

应的在“诊断”-“寄存器位”-“[B]”中将 B0.14 设为 1，如下图 

 

 

⚫ 速度配置参数：设置通道进给最高速度，仅对 G01 限制，与 G00 快移速度无关； 

 

 

 

3、 轴参数设置 

⚫ 伺服驱动器品牌：根据实际使用的绝对值驱动器品牌填写； 

 



 
 

⚫ 通讯使用串口号：使用网口填 1；使用 3 芯 485 通讯口填 4； 

⚫ 螺距：根据机床丝杆螺距填写； 

⚫ 指令电子齿轮比分子、分母：根据实际减速比填写，区分电机端和轴端； 

⚫ 编码器类型：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式； 

⚫ 编码器每转分频输出脉冲数：此参数为驱动器反馈给系统的每转分频脉冲数，一般情

况下需乘 4；总线系统中直接设置为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 编码器每转脉冲数：根据实际编码器位数(编码器分辨率)填写；例如 17 位编码器则

填 131072，24 位编码器则填 16777216； 

⚫ 反馈电子齿轮比分子、分母：根据减速比填写，区分电机端和轴端； 

⚫ 编码器位置偏移：本参数功能为绝对值电机初次设置机床机械零点。将进给轴移动到

需要设置为机械零点的地方，此时系统界面显示的机床坐标值为 a，那么将 a 的值填

入本参数即可； 

 

 

 

 

速度配置： 

          最高速度限制：对 G00、G01 均生效； 

          G00 快移速度：仅对 G00 生效； 



 
 

限位配置：首先设置正、负软限位使能，再设置相应的正、负软限位；复位即可生效； 

 

 
 

4、 主轴参数设置 

A、 模拟量控制 

 

⚫ 主轴电机最大转速：此参数填写的转速值对应 10V 电压 

⚫ 主轴旋向控制方式：0 为模拟量控制，适用于没有正反转信号控制的情况 

                  1 为 IO 控制，即需要 PLC 来控制正反转信号 

 



 

 

B、 位置控制 

 

⚫ 通道 U 轴物理轴号：设为 5 

     

 

 

⚫ 配置轴 5 的参数，如下图： 

 

 

 

⚫ M 代码控制 

M50：将主轴由速度控制方式切换到位置控制方式 



M51：将主轴由位置控制方式切换到速度控制方式 

 

5、 用户参数设置 

⚫ PLC 参数 (“诊断”—“寄存器位”—“[B]”) 

 

B 寄存器设置：使用回车键更改相应的寄存器[状态]值 

 

 

 



B0.0：设置进给轴回零方式。B0.0 设置为 0，表示进给轴配置为绝对值电机，进给轴回零时，

PLC 控制进给轴移动到设置好的机械零点位置；B0.0 设置为 1，表示进给轴配置为增量式电

机，进给轴回零前，需要在 PLC 里设置各轴的回零挡块信号。 

 

B0.2：设置 G00 倍率修调跟随方式。B0.2 设置为 0，表示 G00 倍率修调由面板按键单独控

制，不跟随 G01 的倍率变化；B0.2 设置为 1，表示 G00 倍率修调跟随 G01 倍率变化。 

 

B0.4：设置主轴是否有速度到达信号。B0.4 设置为 0，表示机床有速度到达信号，则主轴速

度到达信号由机床的速度到达信号给与；B0.4 设置为 1，机床没有速度到达信号，则主轴的

速度到达信号由延迟时间来给与，当主轴转动之后，延迟一段时间（寄存器组里的 T0012 和

T0014 设置），PLC 再自动给与主轴的速度到达信号。B0.4 的设置决定了主轴速度到达信号的

方式：是通过信号给与还是通过时间延迟给与。B0.4 需要根据机床的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根据机床类型，B0.8、B0.9、B0.10 设置值如下表所示： 

 

机床类型 B0.8 B0.9 B0.10 

普通铣床 0 0 0 

钻攻中心 1 0 0 

斗笠式加工中心 0 1 0 

机械手加工中心 0 0 1 

 

B0.8、B0.9、B0.10 全部设置为 0，则选择了普通铣床的 PLC 模块。 

 

B0.8 设置为 1，则选择了钻攻中心的 PLC 模块。 

 

B0.9 设置为 1，则选择了斗笠式加工中心的 PLC 模块。 

 

B0.10 设置为 1，则选择了机械手加工中心的 PLC 模块。 

 

注意：1、B0.8、B0.9、B0.10 中只能设置其中一个为 1，否则的话 PLC 将报警“B 寄存器中选

择机床类型错误”；2、如果 B0.8、B0.9、B0.10 有任何修改都必须要进行系统重启。 

 

 

B0.11：设置是否手动调试机械手刀臂。B0.11 设置为 0，表示不设置为手动调试模式； B0.11

设置为 1，表示可以手动调试机械手刀臂。 

 

B0.12：设置斗笠式加工中心刀盘进退信号的控制方式。B0.12 设置为 0，表示刀盘进退由双

阀控制； B0.11 设置为 1，表示刀盘进退由单阀控制。 

 

B0.14~B0.18 为配置多轴时的配置选项，配置如下表所示： 

 

机床轴配置情况 B0.14 B0.15 B0.16 B0.17 B0.18 

仅 XYZ 三轴 0 0 0 0 0 

XYZ 轴+A 轴 1 0 0 0 0 



XYZ 轴+B 轴 0 1 0 0 0 

XYZ 轴+C 轴 0 0 1 0 0 

XYZ 轴+AB 轴 1 0 0 1 0 

XYZ 轴+AC 轴 1 0 0 0 1 

XYZ 轴+BC 轴 0 1 0 0 1 

 

注意：B0.14~B0.18 之中有任何的修改都需要进行系统的重启，系统重启之后修改生效。 

 

⚫ PLC 参数 (“诊断”—“寄存器组”—“[T]”) 

 

T0000：设置“伺服复位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1000； 

T0002：设置“伺服强电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500； 

T0004：设置“伺服使能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500； 

T0006：设置“抱闸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1000； 

 

T0008：设置“润滑间隔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1800000； 

T0010：设置“润滑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30000； 

 

T0012：设置“主轴正反转延迟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3000； 

T0014：设置“主轴停转延迟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3000； 

T0016：设置“主轴速度未到达报警阈值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8000； 

 

T0018：设置“换刀失败报警阈值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5000； 

 

T0020：设置“指令复位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10； 

T0022：设置“抱闸延时断使能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100； 

T0024：设置“指令重置启动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100； 

T0026：设置“指令重置取消定时器预置值(毫秒)”，默认为 100； 

 

 

⚫ PLC 参数 (“诊断”—“寄存器组”—“[D]”) 

 

D1000：设置刀库容量，按照实际刀库容量进行填写； 

 

D1004：Z 轴第二参考点位置，适用于斗笠式或机械手刀库类型，按照 Z 轴换刀时第

二参考点实际位置进行填写，单位为微米，带正负号； 

 

 

6、 补偿参数设置 

⚫ 各进给轴补偿参数填写 



 

 

⚫ 各进给轴补偿数据填写 

 

 

三、 I/O 信号及 PLC 调试 

1、 I/O 信号填入 PLC 



在 PLC 中选择“程序索引”，用键盘选择“I/O-XY”及“I/O-

ATC”，填入相应的 X、Y 信号：左边空白处填入 X 信号；右边空

白处填入 Y 信号 ；R 信号不要随意更改删除。 

 

 

2、 M 代码及用户报警设置 

⚫ “设置”—“M 代码”： 



 

 

 

 

 

⚫ “设置”—“用户报警” 



 

 

四、 刀库调试 

⚫  B 寄存器中，B0.8—B0.12 根据机床刀库类型进行设置： 

 

⚫ 机械手刀库装刀流程 

1、 复位刀库表，检查是否刀具号与刀位号一一对应，主轴刀具号为 0，此时主轴上

应没有刀具；也可以将主轴刀具号设为 25(24 把刀库的情况)； 

2、 例如要装的刀具是 3 号刀，则运行程序或者录入 MDI：M6T3，使主轴刀具与 T3

所在的刀位进行交换； 

3、 将 3 号刀手动装在主轴上； 

4、 运行程序或者录入 MDI：M6，即可将 3 号刀装入刀库中； 

5、 装刀完成； 

 

⚫ 斗笠式刀库装刀流程 

1、 复位刀库表，确保刀具号与刀位号一一对应； 

2、 将主轴刀具号设为当前刀位号； 

3、 将 1 号刀手动装在主轴上； 



4、 接下来要装 3 号刀，则运行 M6T3，等待换刀完成后再手动将 3 号刀装在主轴上

即可； 

  

五、 系统升级、备份及恢复 

1、 系统升级 

A、 将 xxx.upg 升级文件放到 U 盘根目录，插到系统 U 盘口； 

B、 进入“设置”—“系统信息”—“系统升级”； 

C、 选择升级包，按下“升级”即可； 

 

 
 

 

2、 系统备份及恢复 

调试完机床后，进入“设置”—“系统信息”—“数据导出”或“数据导入”，选择

相应的数据类型，插入 U 盘，进行导出或倒入即可： 

 



 

 

六、 常见问题及报警解决方法 

 

⚫  进给轴超速报警 

 

检查轴参数里的“电机最大转速”，确保电机实际转速不要超过此参数值； 

 

⚫ “主轴速度未到达”报警 

 

 

 

解决方法： 

1、 若主轴驱动有提供速度到达信号和零速到达信号，则在 PLC 里将信号填入相应的

空白处； 

2、 若主轴驱动不提供速度到达信号和零速到达信号，则在“诊断”—“寄存器位”

—“[B]”中将 B0.4 设为 1； 

 

⚫ 程序加工过程中，加工速度突然变慢，检查参数、程序及面板倍率开关均正常 

 

原因：可能是某个轴快要接近软限位，系统自动限速 

 



解决方法：修改程序或者修改参数中软限位安全距离 

 

⚫ “主轴刀具号不能小于等于 0”报警 

 

 

 

松刀后，主轴刀具号自动设为 0，表示空刀；此时手动装刀后，如果不手动设置主轴

刀具号，在紧刀后 3 秒会报警； 

 

解决办法：设置->刀库表->填写主轴刀具号，即可解除这个报警； 

 

七、 附录：系统接口定义 



 

  



DEALOUR M200i 总线产品接口定义 

⚫ 手摇接口 HWL-1、HWL-2 的引脚定义如下： 
 

 

 

⚫ 主轴口(高密 26 芯)信号定义如下表： 
 

 

信号名 
说明 

F7.0 X 轴选择 

F7.1 Y 轴选择 

F7.2 Z 轴选择 

F7.3 4th 轴选择 

F7.4 5th 轴选择 

F7.5 手摇倍率 X1 

F7.6 手摇倍率 X10 

F7.7 手摇倍率 X100 

F7.8 手摇倍率 X1000 

F7.9 手摇急停 

F7.10 6th 轴选择 

F7.11 7th 轴选择 

HA 手摇 A 相 

HB 手摇 B 相 

+5V、GND 手摇 DC5V 电源 

 

信号名 功能说明 

+24V，GND PLC DC24V 电源 

X1.8 主轴准备好 

X1.9 主轴定向完成 

X1.10 主轴零速到达 

X1.11 主轴速度到达 

X1.12 主轴报警 

Y1.8 主轴模式切换 

Y1.9 主轴使能 

Y1.10 主轴定向 

Y1.11 主轴反转 

Y1.12 主轴正转 

Y1.13 主轴复位 

SA+、SA- A 相位反馈信号 

SB+、SB- B 相位反馈信号 

SZ+、SZ- Z 脉冲反馈信号 

CP+、CP- 指令脉冲输出（A 相） 

 



DIR+、DIR- 指令方向输出（B 相） 

DA+、DA- 主轴模拟量指令-10～+10V 输出 

 

⚫ 主轴编码器接口： 
 

 

 
 

⚫ 两个输入接口（DB25/F）信号定义： 
 

信号名 说 明 

SA+、SA- 主轴编码器 A 相位反馈信号 

SB+、SB- 主轴编码器 B 相位反馈信号 

SZ+、SZ- 主轴编码器 Z 脉冲反馈 

+5V、GND DC5V 电源 

 

信号名 说明 

COM 输入信号公共端 

(接 0V 为 PNP；接 24V 为 NPN) 

GND PLC 24V 电源地 

X0.0  

X0.1  

X0.2  

X0.3  

X0.4  

X0.5  

X0.6  

X0.7  

X0.8  

X0.9  

X0.10  

X0.11  

X0.12  

X0.13  

X0.14  

X0.15  

X0.16  

X0.17  

X0.18  

X0.19  

X0.20  

X0.21  

X0.22  

X0.23  

 



  
 

 

⚫ 两个接口输出（DB25/M）信号定义 
 

 

X0.24  

X0.25  

X0.26  

X0.27  

X0.28  

X0.29  

X0.30  

X0.31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信号名 说明 

GND PLC 24V 电源地 

Y0.0  

Y0.1  

Y0.2  

Y0.3  

Y0.4  

Y0.5  

Y0.6  

Y0.7  

Y0.8  

Y0.9  

Y0.10  

Y0.11  

Y0.12  

Y0.13  

Y0.14  

Y0.15  

Y0.16  

Y0.17  

Y0.18  

Y0.19  

 



 

 

 

⚫ 电源接口信号定义： 

 

 
⚫ RS485 通讯接口信号定义： 

 

Y0.20  

Y0.21  

Y0.22  

Y0.23  

Y0.24  

Y0.25  

Y0.26  

Y0.27  

Y0.28  

Y0.29  

Y0.30  

Y0.31  

Y1.0  

Y1.1  

Y1.2  

Y1.3  

Y1.4  

Y1.5  

Y1.6  

Y1.7  

 

信号名 说 明 

+24V GND DC 24V 电源 

AC-FAIL 掉电检测 

 

信号名 说 明 

GND 公共地 

RS485A、RS485B RS485 数据传输 

 



 

 

 

⚫ DA2 第二主轴接口信号定义： 
 

 

 
⚫ M3 总线接口定义 

 

 

57 输入： IN1：X0.0~X0.19 共 20 个

IN2: X0.20~X1.7 共 20 个SPDL： 

X1.8~X1.12 共 5 个HWL: 

F7.0~F7.11 共 12 个 

 

46 输出： OUT1：Y0.0~Y0.19 共 20 个

OUT2: Y0.21~Y1.7 共 20 个SPDL： 

Y1.8~Y1.13 共 6 个 

信号名 说 明 

DA2+ DA2 第二主轴模拟量指令-10～+10V 

输出 

DA2- DA2 模拟量地 

GND 公共地 

 

信号名 说 明 

TX+,TX- 信号发送 

RX+,RX- 信号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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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数一览表 

 
本章主要内容如下： 

 

1.1 参数编号的分配 
 

1.2 参数的数据类型 
 

1.3 参数访问级别与修改权限 
 

1.4 参数生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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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数编号的分配 
 

DEALOUR 数控系统各类参数的参数编号（ID）分配如下表所示： 
 

参数类别 ID 分配 描述 

系统参数 0000000～0000299 占用 300 个 ID 号 

 

 

通道参数 

通道 0 1000000～1001999  
按通道划分，每个通道占用 2000 个 ID 

号 

通道 1 1010000～1011999 

通道 2 1020000～1021999 

通道 3 1030000～1031999 

 

 

 

 

 

 

 

 

 

坐标轴参数 

轴 0 2000000～2001499  

 

 

 

 

 

 

 

按轴划分，每个轴占用 1500 个 ID 号 

轴 1 2010000～2011499 

轴 2 2020000～2021499 

轴 3 2030000～2031499 

轴 4 2040000～2041499 

轴 5 2050000～2051499 

轴 6 2060000～2061499 

轴 7 2070000～2071499 

轴 8 2080000～2081499 

轴 9 2090000～2091499 

轴 10 2100000～2101499 

轴 11 2110000～2111499 

轴 12 2120000～2121499 

轴 13 2130000～2131499 

轴 14 2140000～2141499 

轴 15 2150000～2151499 

 

 

主轴参数 

主轴 0 3000000～3000099  
按主轴划分，每个主轴占用 100 个 ID 

号 

主轴 1 3010000～3010099 

主轴 2 3020000～3020099 

主轴 3 3030000～3030099 

数据表参数 4000000～4009999 占用 10000 个 ID 号 

用户参数 5000000～5000099 占用 100 个 ID 号 

 

1.2 参数的数据类型 
 

DEALOUR 数控系统参数的数据类型包括以下几种： 
 

➢ 十进制参数：参数值为十进制整数，不包含小数部分。该类型参数在修改时只能输入 

0～9 的数字和正负号‘+’、‘-’。 

➢ 十六进制参数：参数值为十六进制整数，不包含小数部分。该类型参数在修改时， 

可以输入 0～9 的数字以及 A、B、C、D、E、F 六个字母。 

➢ 实数型参数：参数值为浮点数，包含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该类型参数在修改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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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输入 0～9 的数字以及‘+’、‘-’、‘.’字符。 
 

➢ 字符串型参数：参数值由一串 ASC 字符串组成。 

 

1.3 参数访问级别与修改权限 
 

1. 各级别参数必须输入相应口令登陆后才允许修改与保存。 
 

2. 高级别登陆后允许修改低级别参数。 
 

3. 参数访问级别如下表所示： 
 

参数访问级别 面向对象 英文标识 

1 用户操作员 UO 

2 用户管理员 UM 

3 机床制造商 M 

4 系统制造商 S 

 

1.4 参数的生效方式 
 

DEALOUR 数控系统参数生效方式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 立即生效：参数修改后立即生效 
 

➢ 保存生效：参数修改保存后生效（主要用于伺服参数调整） 
 

➢ 回零生效：参数修改后进行回参考点操作完成后生效 
 

➢ 复位生效：参数修改保存后按复位键生效 
 

➢ 重启生效：参数修改保存后重启数控系统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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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编号说明： 
 

➢ 位 0~5：系统参数序号 
 

➢ 位 6：参数类别，对于系统参数，类别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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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控系统型号 
 

参数编号 0000000 

参数名称 数控系统型号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系统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数控系统的型号。 
 

➢ 0：Kaiyuan-M5。 
 

➢ 1：Kaiyuan-M5 Plus 

 

 

 

 

 

2.2 控制周期 
 

参数编号 0000010 

参数名称 控制周期 

数据单位 us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10000 

缺省数值 3000 

访问级别 系统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数控系统的控制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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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插补周期 
 

参数编号 0000011 

参数名称 插补周期 

数据单位 us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10000 

缺省数值 4000 

访问级别 系统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插补周期是指 CNC 插补器进行一次插补运算的时间间隔，是 CNC 重要参数之一。通

过调整该参数可以影响加工工件表面精度，插补周期越小，加工出来的零件轮廓平滑度

越高，反之越低。 

 

 
注 意 

 

插补周期受插补运算时间和系统位置控制周期的影响。虽然通过减小插补周期的手段可

以提高加工工件表面平滑度，但是减小插补周期的同时 CNC 进行插补运算的负荷也会

加重。用户以及机床调试人员不允许随便修改此参数。 

 

 

 

2.4 界面刷新周期 
 

参数编号 0000020 

参数名称 界面刷新周期 

数据单位 ms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1000 

缺省数值 100 

访问级别 系统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数控系统人机界面刷新显示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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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是否监视扩展程序 
 

参数编号 0000021 

参数名称 是否监视扩展程序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数控系统在调用扩展程序的时候，是否在程序监视窗口显示扩展程序的

内容。 

➢ 0：不显示扩展程序的内容 
 

➢ 1：显示扩展程序的内容 

 

 

 

2.6 报警日志最大记录条数 
 

参数编号 0000025 

参数名称 报警日志最大记录条数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1000 

缺省数值 100 

访问级别 系统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数控系统记录报警日志的最大条数，当记录数超过该设置时，系统滚动

记录（自动删除旧的记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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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报警时自动显示报警界面 
 

参数编号 0000026 

参数名称 报警时自动显示报警界面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数控系统出现报警时，是否自动显示报警信息窗口。 
 

➢ 0: 不自动显示报警信息窗口。 
 

➢ 1: 若系统出现新的报警信息时，自动显示报警信息窗口。 

 

 

 

2.8 PLC 二级程序分块大小 

 
参数编号 0000030 

参数名称 PLC 二级程序分块大小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100 

缺省数值 5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DEALOUR 数控系统采用两级 PLC 模式，即高速 PLC1 和低速 PCL2。PLC1 执行实时

性要求较高的操作，如模式切换、运行控制等，必须每扫描周期执行一次；PLC2 执行

实时性要求较低的操作，如数控面板指示灯控制等，一个扫描周期内只执行指定行数。 

该参数通过设置每周期执行PLC2 的阶梯数来调整PLC2 的响应速度，参数设定值越大， 

每个控制周期执行 PLC2 语句就越多，PLC2 响应速度也越快。因此，PLC2 的执行周期

为： 

执行周期 = （PLC2 总阶梯数/设定值）× PLC 扫描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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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O 输入使能 

 
参数编号 0000031 

参数名称 IO 输入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数控系统是否允许 IO 输入。 
 

➢ 0：禁止输入 
 

➢ 1：允许输入 

 

 

 

2.10 IO 输出使能 

 
参数编号 0000032 

参数名称 IO 输出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数控系统是否允许 IO 输出。 
 

➢ 0：禁止输出 
 

➢ 1：允许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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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手摇方向取反 

 
参数编号 0000040 

参数名称 手摇方向取反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手摇控制工作台运动的方向。 
 

当运动方向不正确时，可以通过修改该参数来调整运动方向。 
 

➢ 0：不取反 
 

➢ 1：取反 

 

 

 

2.12 手摇平滑系数 

 
参数编号 0000041 

参数名称 手摇平滑系数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2~32 

缺省数值 8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手摇插补时的平滑系数。设置值越大，机床运动越平稳，但手摇停止后的运

动延时也会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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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 

2. 系统参数 
 

 

2.13 系统语言 

 
参数编号 0000060 

参数名称 系统语言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系统显示语言类型，可实现中文界面与英文界面的相互切换。 
 

➢ 0：显示中文界面。 
 

➢ 1：显示英文界面。 

 

 

 

2.14 串口 1 通讯波特率 

 
参数编号 0000070 

参数名称 串口 1 通讯波特率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4800~115200 

缺省数值 96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系统串口 1 的通讯波特率。 

 

 

 

2.15 串口 1 通讯数据位 

 
参数编号 0000071 

参数名称 串口 1 通讯数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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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8~8 

缺省数值 8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系统串口 1 的通讯数据位。 

 

 

 

2.16 串口 1 通讯停止位 

 
参数编号 0000072 

参数名称 串口 1 通讯停止位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1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系统串口 1 的通讯停止位。 

 

 

 

2.17 串口 1 通讯校验类型 

 
参数编号 0000073 

参数名称 串口 1 通讯校验类型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2 

缺省数值 2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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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参数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系统串口 1 的通讯校验类型。 
 

➢ 0：无校验 
 

➢ 1：奇校验 
 

➢ 2：偶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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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道参数 
 

通道参数编号说明： 
 

➢ 位 0~3：通道参数序号 
 

➢ 位 4~5：通道序号 
 

➢ 位 6：参数类别，对于通道参数，类别为 1 

 

 
注：以下通道参数以通道 0 为例进行说明，即参数编号第 4，5 位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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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OUR 数控系统软件参数说

明书 

3. 通道参数 
 

 

 

3.1 通道名 
 

参数编号 1000000 

参数名称 通道名 

数据类型 字符串 

数值范围 1~8 个字符 

缺省数值 MILL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通道名，如将通道 0  的通道名设置为“CH0”，通道 1  的通道名设置 

“CH1”。 

数控系统人机界面状态栏能够显示当前工作通道的通道名，当进行通道切换时，状态栏

中显示的通道名也会随之改变。 

 

 

 

3.2 通道控制类型 
 

参数编号 1000001 

参数名称 通道控制类型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2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当前通道的控制类型。 
 

➢ 1：铣床 
 

➢ 2：车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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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通道轴物理轴号 
 

参数编号 1000010~1000018 

参数名称 通道轴物理轴号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31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组参数用于配置当前通道内各进给轴的轴号，即实现通道进给轴与物理轴之间的映

射。 

➢ 0~31：指定当前通道进给轴的物理轴号。 
 

➢ -1：当前通道进给轴没有映射逻辑轴，为无效轴。 

 

 

 

3.4 主轴物理轴号 
 

参数编号 1000050~1000052 

参数名称 主轴物理轴号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7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组参数用于配置当前通道内各主轴的轴号，即实现通道主轴与物理主轴之间的映射。 
 

➢ 0~7：指定当前通道主轴的轴号。 
 

➢ -1：当前通道主轴没有映射逻辑轴，为无效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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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OUR 数控系统软件参数说

明书 

3. 通道参数 
 

 

3.5 通道轴编程轴名 
 

参数编号 1000060~1000068 

参数名称 通道轴编程轴名 

数据类型 字符串 

数值范围 1 个字符 

缺省数值 “X”、“Y”、“Z”、“A”、“B”、“C”、“U”、“V”、“W”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如果 CNC 配置了多个通道，为了在编程时区分各自通道内的轴，系统支持自定义坐标

轴编程名。 

该组参数用于设定当前通道内各进给轴的编程名，缺省值为每个通道内 9 个基于机床笛

卡尔坐标系的坐标轴名（X/Y/Z/A/B/C/U/V/W）。 

 

 

 

 

3.6 程序预读段数 
 

参数编号 1000120 

参数名称 程序预读段数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0~5000 

缺省数值 5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系统预读的程序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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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 

 

 

3.7 准停周期数 
 

参数编号 1000121 

参数名称 准停周期数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000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系统的准停周期数。 
 

准停模式（G61）运行程序时，在每个运动段结束时，系统会暂停一定时间，以等待电

机运动到位。 

暂停时间为： 
 

暂停时间=准停周期数×插补周期 

 

 

 

3.8 进给最高速度限制 
 

参数编号 1000130 

参数名称 进给最高速度限制 

数据单位 mm/min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0~100000 

缺省数值 10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切削进给（G01/G02）时的速度上限，该速度为合成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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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OUR 数控系统软件参数说

明书 

3. 通道参数 
 

 

3.9 进给加速度 
 

参数编号 1000131 

参数名称 进给加速度 

数据单位 mm/sec^2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0~100000 

缺省数值 5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切削进给（G01/G02）时的加速度。加速度设置越大，机床响应越快，也更

容易发生振动。 

 

 
注 意 

 

该参数根据电机转动惯量、负载转动惯量、驱动器加速能力确定。

常用加工加减速时间常数与加速度对照表如下： 

加速度 10000 2000 1000 500 200 

加减速时间 2ms 8 ms 16 ms 32 ms 84 ms 

 

 
示 例 

 

加工加速度设为 1000 mm/s2，则加工加减速时间计算方法如下： 

1000mm/60s≈16.667mm/s 

16.667/1000≈0.017s≈17ms 

 

 

 

3.10 进给加加速 
 

参数编号 1000132 

参数名称 进给加加速 

数据单位 mm/sec^3 

数据类型 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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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范围 0~500000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切削进给（G01/G02）时的加加速。加加速越小，加速度变化越平缓。 

 

 
注 意 

 

该参数根据电机大小、驱动器性能及负载大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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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 

3. 通道参数 
 

 

 

3.11 快移定位类型 
 

参数编号 1000140 

参数名称 快移定位类型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决定快移定位的类型。 
 

➢ 0：各轴独立定位。 
 

➢ 1：直线插补定位。 

 

 

 

3.12 快移插补速度 

 
参数编号 1000141 

参数名称 快移插补速度 

数据单位 mm/min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00~100000 

缺省数值 10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插补方式快移定位（G00）时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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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快移插补加速度 

 
参数编号 1000142 

参数名称 快移插补加速度 

数据单位 mm/sec^2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0~100000 

缺省数值 2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插补方式快移定位（G00）的加速度。 

 

 

 

3.14 快移插补加加速 
 

参数编号 1000143 

参数名称 快移插补加加速 

数据单位 mm/sec^3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500000 

缺省数值 10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插补方式快移定位（G00）的加加速。 

 

 

 

3.15 圆弧最大误差 
 

参数编号 1000150 

参数名称 圆弧最大误差 

数据单位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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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道参数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 ~5000 

缺省数值 1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指定当轴进行圆弧插补时，所允许的最大误差值。在 G02、G03 指定的圆弧中， 

圆心到起点的距离同圆心到终点的距离之差如果大于本设定值，系统报错误错误。 

 

 

 

3.16 圆弧过滤半径阈值 
 

参数编号 1000151 

参数名称 圆弧过滤半径阈值 

数据单位 u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 ~5000 

缺省数值 1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定圆弧过滤时的半径上限值，即当程序中指令的圆弧半径小于该参数设定值

时，圆弧将被转换成直线。 

 

 

 

3.17 向心加速度 
 

参数编号 1000152 

参数名称 向心加速度 

数据单位 mm/sec^2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0 ~100000 

缺省数值 5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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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由牛顿第二定律，力的作用会使物体产生一个加速度。向心力产生的加速度就是向心加速

度。向心加速度是反映圆周运动速度方向变化快慢的物理量。向心加速度只改变速度的方

向，不改变速度的大小。最大向心加速度用于设定向心加速度的最大值的限制。 

 

 

 

3.18 空运行速度 
 

参数编号 1000160 

参数名称 空运行速度 

数据单位 mm/min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0 ~20000 

缺省数值 3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当 CNC 切换到空运行模式时，机床将采用该参数设置的进给速度执行程序。

详细使用方法参见《DEALOUR 用户说明书》。 

 

 

3.19 刚性攻丝直线轴加速时间 

 
参数编号 1000165 

参数名称 刚性攻丝直线轴加速时间 

数据单位 ms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28 

缺省数值 32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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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道参数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进行刚性攻丝加工时，直线轴从0 加速到1000mm/min 或从1000mm/min 

减速到 0 的时间。该参数决定了直线轴的加速度大小，加速时间越大，加减速就越慢。 

 

 

 

3.20 刚性攻丝主轴加速时间 

 
参数编号 1000166 

参数名称 刚性攻丝主轴加速时间 

数据单位 ms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28 

缺省数值 32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进行刚性攻丝加工时，主轴从 0 加速到 1000mm/min 或从 1000mm/min 

减速到 0 的时间。该参数决定了主轴的加工加速度大小，加速时间越大，加减速就越慢。 

 

 

 

3.21 刚性攻丝直线轴速度系数 

 
参数编号 1000167 

参数名称 刚性攻丝直线轴速度系数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1~2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刚性攻丝时直线轴的速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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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刚性攻丝主轴速度系数 

 
参数编号 1000168 

参数名称 刚性攻丝主轴速度系数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1~2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刚性攻丝时主轴的速度系数。 

 

 

 

3.23 (样条拟合)小线段夹角限制 

 
参数编号 1000201 

参数名称 (样条拟合)小线段夹角限制 

数据单位 度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90 

缺省数值 2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将小线段拟合成样条时，需对小线段之间的夹角进行限制。当线段之间的夹角超过该参数

的设定值时，不再进行样条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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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道参数 
 

 

L1 

L2 

 

 
 

 

 

3.24 (样条拟合)小线段长度比值限制 

 
参数编号 1000202 

参数名称 (样条拟合)小线段长度比值限制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50 

缺省数值 8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将小线段拟合成样条时，还需对相邻线段的长度比值进行限制。当长度比值超过该参数的

设定值时，不再进行样条拟合。 

假定长度比值的限定值为ε(ε>1)，则允许拟合样条的比值范围为： 
 

1 
   

 
 

 

 
 

3.25 (样条拟合)小线段长度限制 

 
参数编号 1000203 

参数名称 (样条拟合)小线段长度限制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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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数值 5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将小线段拟合成样条时，还需对小线段的长度进行限制。当长度值超过该参数的设定值

时，不再进行样条拟合。 

 

 

 

3.26 (样条拟合)最大误差限制 

 
参数编号 1000204 

参数名称 (样条拟合)最大误差限制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5 

缺省数值 0.5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将小线段拟合成样条时，还需对最大误差进行限制。当最大误差值超过该参数的设定值

时，不再进行样条拟合。 

 

 

 

3.27 速度平滑系数 

 
参数编号 1000210 

参数名称 速度平滑系数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6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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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该参数设置切削进给时的速度平滑系数，该值设置越大，速度越平稳，轮廓误差也会越

大。 

 

 

 

3.28 加速度平滑系数 

 
参数编号 1000211 

参数名称 加速度平滑系数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6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切削进给时的加速度平滑系数，该值设置越大，加速度的变化越平稳。 

 

 

 

3.29 轨迹合并使能 

 
参数编号 1000220 

参数名称 轨迹合并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系统是否允许进行轨迹合并。 
 

➢ 0：禁止合并。 
 

➢ 1：允许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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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轨迹合并数量上限 

 
参数编号 1000221 

参数名称 轨迹合并数量上限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0 

缺省数值 2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系统连续合并小线段的最大段数，轨迹合并使能关闭时，该参数无效。 

 

 

 

3.31 轨迹合并长度上限 

 
参数编号 1000222 

参数名称 轨迹合并长度上限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5 

缺省数值 0.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在进行连续小线段加工时，对于过短的程序段，系统可以对相邻轨迹进行合并。该参数

设置轨迹合并的最大长度，超过该值的程序段不合并。 

轨迹合并使能关闭时，该参数无效。 

 

 

 

3.32 轨迹合并长度比值下限 

 
参数编号 1000223 

参数名称 轨迹合并长度比值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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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50 

缺省数值 1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相邻轨迹的长度比值大于该参数设定值时，允许轨迹合并。

轨迹合并使能关闭时，该参数无效。 

 

 

3.33 轨迹合并角度上限 

 
参数编号 1000224 

参数名称 轨迹合并角度上限 

数据单位 度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50 

缺省数值 3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相邻轨迹的矢量夹角小于该参数设定值时，允许轨迹合并。

轨迹合并使能关闭时，该参数无效。 

 

 

3.34 轨迹合并最大误差 

 
参数编号 1000225 

参数名称 轨迹合并最大误差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50 

缺省数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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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轨迹合并后的误差小于该参数设定值时，允许轨迹合并。

轨迹合并使能关闭时，该参数无效。 

 

 

3.35 上电自动载入程序 
 

参数编号 1000290 

参数名称 上电自动载入程序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是否在软件启动之后自动载入程序。 
 

➢ 0：不载入。 
 

➢ 1：载入。 

 

 

 

3.36 上电载入程序名 

 
参数编号 1000291 

参数名称 上电载入程序名 

数据类型 字符串 

数值范围 0~8 个字符 

缺省数值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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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需要上电自动载入的程序名称，最多可输入 8 个字符。该参数只有在参

数 1000290（上电自动载入程序）设置为 1 时才有效。 

 

 

3.37 上电默认 G00/G01 
 
 

参数编号 1000300 

参数名称 上电默认 G00/G01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定系统启动时 01 组 G 代码的模态值 
 

➢ 0：上电默认为 G00 模态。 
 

➢ 1：上电默认为 G01 模态。 

 

 

 

3.38 上电默认 G90/G91 
 
 

参数编号 1000301 

参数名称 上电默认 G90/G91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90~91 

缺省数值 9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定系统启动时 03 组 G 代码的模态值 
 

➢ 90：上电默认为 G90 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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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上电默认为 G91 模态。 

 

 

 

3.39 上电默认平面 

 
参数编号 1000302 

参数名称 上电默认平面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7~19 

缺省数值 17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定系统启动时的平面选择。 
 

➢ 17：上电默认为 G17 平面。 
 

➢ 18：上电默认为 G18 平面。 
 

➢ 19：上电默认为 G19 平面。 

 

 

 

3.40 上电默认 F 值 

 
参数编号 1000303 

参数名称 上电默认 F 值 

数据单位 mm/min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5000 

缺省数值 5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定系统启动时的加工进给速度默认值。 



37 

DEALOUR 数控系统软件参数说

明书 

3. 通道参数 
 

 

3.41 G73 退刀量(D) 
 
 

参数编号 1000310 

参数名称 G73 退刀量(D)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100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定 G73 固定循环中钻孔轴每次切削进给后的回退量。 

 

 

 

3.38 G76/G87 退刀方向 
 

参数编号 1000315 

参数名称 G76/G87 退刀方向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3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定 G76、G87 固定循环中刀尖偏移方向。

参数设置值和各平面的偏移方向如下表所示。 

设置值 G17 G18 G19 

0 +X +Z +Y 

1 -X -Z -Y 

2 +Y +X +Z 

3 -Y -X -Z 

 



38 

3. 通道参数 DEALOUR 数控系统软件参数说

明书 

 

 

3.39 G83 定位高度(D) 
 
 

参数编号 1000320 

参数名称 G83 定位高度(D)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100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定 G83 固定循环中钻孔轴每次切削进给后的定位高度。 

 

 

 

3.40 测头未触发报警 
 

参数编号 1000350 

参数名称 测头未触发报警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定测头未触发时是否报警。 
 

➢ 0：不报警。 
 

➢ 1：报警。 

 

 

 

3.41 刀具初始方向(X) 
 
 

参数编号 10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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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刀具初始方向(X)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五轴机床在初始位置时的刀具方向（X）。 

 

 

 

3.42 刀具初始方向(Y) 
 
 

参数编号 1000501 

参数名称 刀具初始方向(Y)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五轴机床在初始位置时的刀具方向（Y）。 

 

 

 

3.43 刀具初始方向(Z) 
 
 

参数编号 1000502 

参数名称 刀具初始方向(Z)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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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该参数设置五轴机床在初始位置时的刀具方向（Z）。 

 

 

 

3.44 极点角度范围 
 

参数编号 1000507 

参数名称 极点角度范围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1~30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五轴机床极点判定的角度范围。 

 

 

 

3.45 摆头结构类型 
 

参数编号 1000510 

参数名称 摆头结构类型 

数据类型 十六进制 

数值范围 00~FF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五轴机床摆头结构类型，对于单摆头结构，直接设置摆头旋转轴名（A/B/C），

对于双摆头结构，类型由主动轴名+从动轴名组成。 

如 AC 摆头，结构类型为 CA（C 轴为主动轴，A 轴为从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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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摆头主动轴方向矢量(X) 
 
 

参数编号 1000511 

参数名称 摆头主动轴方向矢量(X)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摆头主动轴旋转轴线方向（X）。 

 

 

 

3.47 摆头主动轴方向矢量(Y) 
 
 

参数编号 1000512 

参数名称 摆头主动轴方向矢量(Y)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摆头主动轴旋转轴线方向（Y）。 

 

 

 

3.48 摆头主动轴方向矢量(Z) 
 
 

参数编号 1000513 

参数名称 摆头主动轴方向矢量(Z)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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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摆头主动轴旋转轴线方向（Z）。 

 

 

 

3.49 摆头从动轴方向矢量(X) 
 
 

参数编号 1000514 

参数名称 摆头从动轴方向矢量(X)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摆头从动轴旋转轴线方向（X）。 

 

 

 

3.50 摆头从动轴方向矢量(Y) 
 
 

参数编号 1000515 

参数名称 摆头从动轴方向矢量(Y)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摆头从动轴旋转轴线方向（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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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摆头从动轴方向矢量(Z) 
 
 

参数编号 1000516 

参数名称 摆头从动轴方向矢量(Z)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摆头从动轴旋转轴线方向（Z）。 

 

 

 

3.52 摆头偏移矢量[主轴->从动轴](X) 
 
 

参数编号 1000517 

参数名称 摆头偏移矢量[主轴->从动轴](X)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3.53 摆头偏移矢量[主轴->从动轴](Y) 
 
 

参数编号 1000518 

参数名称 摆头偏移矢量[主轴->从动轴](Y)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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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3.54 摆头偏移矢量[主轴->从动轴](Z) 
 
 

参数编号 1000519 

参数名称 摆头偏移矢量[主轴->从动轴](Z)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3.55 摆头偏移矢量[从动轴->主动轴](X) 
 
 

参数编号 1000520 

参数名称 摆头偏移矢量[从动轴->主动轴](X)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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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摆头偏移矢量[从动轴->主动轴](Y) 
 
 

参数编号 1000521 

参数名称 摆头偏移矢量[从动轴->主动轴](Y)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3.57 摆头偏移矢量[从动轴->主动轴](Z) 
 
 

参数编号 1000522 

参数名称 摆头偏移矢量[从动轴->主动轴](Z)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3.58 转台结构类型 
 

参数编号 1000530 

参数名称 转台结构类型 

数据类型 十六进制 

数值范围 00~FF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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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该参数设置五轴机床转台结构类型，对于单转台结构，直接设置转台旋转轴名（A/B/C），

对于双转台结构，类型由主动轴名+从动轴名组成。 

如 AC 转台，其结构类型为 AC（A 轴为主动轴，C 轴为从动轴）。 

 

 

 

3.59 转台主动轴方向矢量(X) 
 
 

参数编号 1000531 

参数名称 转台主动轴方向矢量(X)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转台主动轴旋转轴线方向（X）。 

 

 

 

3.60 转台主动轴方向矢量(Y) 
 
 

参数编号 1000532 

参数名称 转台主动轴方向矢量(Y)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转台主动轴旋转轴线方向（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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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转台主动轴方向矢量(Z) 
 
 

参数编号 1000533 

参数名称 转台主动轴方向矢量(Z)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转台主动轴旋转轴线方向（Z）。 

 

 

 

3.62 转台从动轴方向矢量(X) 
 
 

参数编号 1000534 

参数名称 转台从动轴方向矢量(X)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转台从动轴旋转轴线方向（X）。 

 

 

 

3.63 转台从动轴方向矢量(Y) 
 
 

参数编号 1000535 

参数名称 转台从动轴方向矢量(Y)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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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转台从动轴旋转轴线方向（Y）。 

 

 

 

3.64 转台从动轴方向矢量(Z) 
 
 

参数编号 1000536 

参数名称 转台从动轴方向矢量(Z)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转台从动轴旋转轴线方向（Z）。 

 

 

 

3.65 转台偏移矢量[机床零点->从动轴](X) 
 
 

参数编号 1000537 

参数名称 转台偏移矢量[机床零点->从动轴](X)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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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转台偏移矢量[机床零点->从动轴](Y) 
 
 

参数编号 1000538 

参数名称 转台偏移矢量[机床零点->从动轴](Y)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3.67 转台偏移矢量[机床零点->从动轴](Z) 
 
 

参数编号 1000539 

参数名称 转台偏移矢量[机床零点->从动轴](Z)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3.68 转台偏移矢量[从动轴->主动轴](X) 
 
 

参数编号 1000540 

参数名称 转台偏移矢量[从动轴->主动轴](X)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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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3.69 转台偏移矢量[从动轴->主动轴](Y) 
 
 

参数编号 1000541 

参数名称 转台偏移矢量[从动轴->主动轴](Y)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3.70 转台偏移矢量[从动轴->主动轴](Z) 
 
 

参数编号 1000542 

参数名称 转台偏移矢量[从动轴->主动轴](Z)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铣 

 

说 明 

 

 

 

3.71 手轮调试倍率因子 
 

参数编号 1000610 

参数名称 手轮调试倍率因子 

数据类型 十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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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范围 1~100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手轮调试时的手轮倍率值，倍率因子设置的越大，手轮调试时以相同的速度

转动手摇盒所产生的的进给倍率和快速倍率越大。 

 

 

 

3.72 手轮调试倍率上限 
 

参数编号 1000620 

参数名称 手轮调试倍率上限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500 

缺省数值 1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手轮调试状态时的进给倍率和快速倍率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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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坐标轴参数 

 

坐标轴参数编号说明： 
 

➢ 位 0~3：坐标轴参数序号 
 

➢ 位 4~5：逻辑轴号 
 

➢ 位 6：参数类别，对于坐标轴参数，类别为 2 
 

 

注：以下坐标轴参数以轴 0 为例进行说明，即参数编号第 4、5 位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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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轴安装使能 

 
参数编号 2000000 

参数名称 轴安装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轴是否安装有效。 

 

 

 

4.2 轴名 

 
参数编号 2000001 

参数名称 轴名 

数据类型 字符串 

数值范围 1~2 个字符 

缺省数值 “X”、”Y”、“Z”、”A”、“B”、”C”、”AX6”~”AX15”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配置指定轴的界面显示名称。 
 

对于多通道 CNC 而言，为了便于区分多通道各自的程序中的地址字，命名规则是一个

字母加一个数字，否则显示将不正确。常常将轴名定义成如“X0”“X1”。 

如果将 2000001 设置为“X1”，则界面显示如下图所示。 

 

 
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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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该参数与通道参数中的 1000060~1000068“坐标轴编程轴名”相区别，前者仅用于界面

显示之用，后者用于编程之用，两者可以不同，但建议保持一致。 

 

 
示 例 

 

若实际的机床包含 3 个进给轴，一个主轴，可以 X1、Y1、Z1、S1 定义各机床轴的名

称。 

 

 

 

4.3 轴类型 

 
参数编号 2000002 

参数名称 轴类型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2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对于机床配置的物理轴都有自身的用途，该参数用于配置轴的类型。 
 

➢ 0：直线轴，缺省值。 
 

➢ 1：旋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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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位置主轴。 

 

 

 

4.4 伺服驱动器品牌 

 
参数编号 2000004 

参数名称 伺服驱动器品牌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1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配置轴使用的伺服驱动器品牌。参数值列表中的驱动器，系统支持其绝对式

编码器电机的位置初始化。 

➢ -1：其它驱动器，缺省值。 
 

➢ 0：迈信驱动器。 
 

➢ 1：安川驱动器 

 

 

 

4.5 螺距 

 
参数编号 2000010 

参数名称 螺距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1000 

缺省数值 1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配置机床进给轴的丝杆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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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指令类型 

 
参数编号 2000020 

参数名称 指令类型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系统控制轴移动所发送的指令类型。 
 

➢ 0：增量指令。 
 

➢ 1：绝对指令。 

 

 

 

4.7 脉冲类型 

 
参数编号 2000021 

参数名称 指令类型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2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系统控制轴移动所发送的脉冲类型。 
 

➢ 0：脉冲+方向。 
 

➢ 1：AB 相。 
 

➢ 2：正负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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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指令方向取反 

 
参数编号 2000022 

参数名称 指令方向取反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系统控制轴移动所发送的指令方向是否取反。轴的移动方向不正确时， 

可以通过该参数修正。 

➢ 0：不取反。 
 

➢ 1：取反。 

 

 

 

4.9 指令电子齿轮比分子(电机端) 
 
 

参数编号 2000025 

参数名称 指令电子齿轮比分子(电机端)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99999999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指令电子齿轮比分子。 

 

 

 

4.10 指令电子齿轮比分子(轴端) 
 
 

参数编号 20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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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指令电子齿轮比分子(轴端)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99999999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指令电子齿轮比分母。 

 

 

 

4.11 是否带反馈 

 
参数编号 2000030 

参数名称 是否带反馈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系统是否接收轴口反馈回来的反馈脉冲。 
 

➢ 0：不带反馈。 
 

➢ 1：带反馈。 

 

 

 

4.12 编码器类型 

 
参数编号 2000031 

参数名称 编码器类型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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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该坐标轴电机使用的编码器类型。 
 

➢ 0：增量值编码器。 
 

➢ 1：绝对值编码器。 

 

 

 

4.13 编码器每转分频输出脉冲数 

 
参数编号 2000032 

参数名称 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1000000 

缺省数值 10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驱动器反馈给系统的每转分频脉冲数，参数设置值需要乘 4。 

 

 

 

4.14 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参数编号 2000033 

参数名称 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1000000 

缺省数值 65536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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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参数设置编码器实际每转脉冲数。 

 

 

 

4.15 编码器位置偏移 

 
参数编号 2000034 

参数名称 编码器位置偏移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0~999999.0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主要针对绝对式编码器电机，由于绝对式编码器第一次使用时会反馈一个随机位

置值，用户可以将此值填入该参数，这时当前位置即为机床坐标系零点所在位置。 

 

 

 

4.16 反馈方向取反 

 
参数编号 2000040 

参数名称 反馈方向取反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 0：编码器反馈直接输入到数控系统 
 

➢ 1：编码器反馈取反输入到数控系统 
 

当反馈坐标与实际移动方向相反时，可以使用该参数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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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反馈电子齿轮比分子(轴端) 
 
 

参数编号 2000041 

参数名称 反馈电子齿轮比(轴端)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99999999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反馈电子齿轮比分子。 

 

 

 

4.18 反馈电子齿轮比分子(电机端) 
 
 

参数编号 2000042 

参数名称 反馈电子齿轮比(电机端)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99999999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重启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反馈电子齿轮比分母。 

 

 

 

4.19 跟踪误差报警使能 

 
参数编号 2000045 

参数名称 跟踪误差报警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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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数控系统是否监控进给轴跟踪误差并报警。 
 

➢ 0：不报警。 
 

➢ 1：报警。 

 

 

 

4.20 最大跟随误差 

 
参数编号 2000046 

参数名称 最大跟随误差 

数据单位 mm/F1000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50 

缺省数值 1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当坐标轴以 F1000 的进给速度运行时，所允许的最大误差。 

 

 
注 意 

 

当坐标轴运动时，CNC 将实时监控轴的跟随误差是否在该参数设定范围内。若该参数

太小，系统容易因跟踪误差过大而报警停机；若该参数太大，则会影响加工精度。一般来

说，机床越大，该值越大；机床的机械传动情况和精度越差，该值越大。 

 

 

 

4.21 电机最大转速 

 
参数编号 2000047 

参数名称 电机最大转速 

数据单位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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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50000 

缺省数值 2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电机的最大转速。 

 

 

 

4.22 未回零报警 

 
参数编号 2000060 

参数名称 未回零报警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进给轴未回参考点时是否报警。 
 

➢ 0：不报警。 
 

➢ 1：报警。 

 

 

 

4.23 回零方式 

 
参数编号 2000061 

参数名称 回零方式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3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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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回参考点模式，分为以下几种： 
 

➢ 0： + - +（正负正） 
 

从当前位置，按回参考点方向，以回零快移速度移向参考点开关，在压下参考点开关

后以回零中间速度反向移动离开参考点开关，然后再次反向压上参考点开关，最后

以 Z 脉冲搜索速度搜索 Z 脉冲，直到系统检测到第一个 Z 脉冲位置，再按“回零

开关位置偏移”设定值继续移动一定距离后，回参考点完成。 

 

 
➢ 2： + - -（正负负） 

 

从当前位置，按回参考点方向，以回零快移速度移向参考点开关，在压下参考点开关

后以回零中间速度反向移动离开参考点开关，最后以 Z 脉冲搜索速度搜索 Z 脉冲，

直到系统检测到第一个 Z 脉冲位置，再按“回零开关位置偏移”设定值继续移动

一定距离后，回参考点完成。 

 

 

➢ 3： + + +（正正正） 
 

从当前位置，按回参考点方向，以回零快移速度移向参考点开关，在压下参考点开关

后以回零中间速度继续向前移动离开参考点开关，最后以 Z 脉冲搜索速度搜索 Z 脉

冲，直到系统检测到第一个 Z 脉冲位置，再按“回零开关位置偏移”设定值继续

移动一定距离后，回参考点完成。 

车/铣 车/铣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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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Z 脉冲类型 

 
参数编号 2000062 

参数名称 Z 脉冲类型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回零过程中所检测的 Z 脉冲类型。 
 

➢ 0：内部 Z 脉冲。 
 

➢ 1：外部 Z 脉冲。 
 

设置为外部 Z 脉冲时，需要在 PLC 中将外部 Z 脉冲信号接入到轴的外部 Z 脉冲 G 寄存

器中。 

 

 

 

4.25 回零开关位置偏移 

 
参数编号 2000066 

参数名称 回零开关位置偏移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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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通常在压上或脱离回零开关时，开始搜索 Z 脉冲。该参数可以设置压上或脱离回零开

关再偏移一定距离后才开始搜索 Z 脉冲。 

当回零开关安装位置不合适，导致开始搜索 Z 脉冲位置距离 Z 脉冲太近时，可以通过

该参数偏移开始搜索 Z 脉冲的位置。 

 

 
图 示 

 

 

 
 

注 意 
 

该参数一般在回零挡块已经固定不能移动且安装位置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使用。 

 

 

 

4.26 Z 脉冲位置偏移 

 
参数编号 2000067 

参数名称 Z 脉冲位置偏移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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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回参考点时，系统检测到 Z 脉冲后，可能不作为参考点，而是继续走过一个参考点偏

差值，才将其坐标设置为参考点。 

缺省设置为 0。 

 

 

 

4.27 Z 脉冲位置偏移速度 

 
参数编号 2000068 

参数名称 Z 脉冲位置偏移速度 

数据单位 mm/min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0~10000 

缺省数值 1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执行 Z 脉冲位置偏移时的速度。 

 

 

 

4.28 回零快移速度 

 
参数编号 2000070 

参数名称 回零快移速度 

数据单位 mm/min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10000 

缺省数值 2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回参考点时，在第一次压下参考点开关前的快速移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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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回零中间速度 

 
参数编号 2000071 

参数名称 回零中间速度 

数据单位 mm/min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10000 

缺省数值 1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回参考点时，在压下参考点开关后，减速定位移动的速度。 

 

 

 

4.30 Z 脉冲搜索速度 

 
参数编号 2000072 

参数名称 Z 脉冲搜索速度 

数据单位 mm/min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500 

缺省数值 2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回参考点时，搜索电机 Z 脉冲的速度。 

 

 

 

4.31 参考点位置确认允差 

 
参数编号 2000090 

参数名称 参考点位置确认允差 

数据单位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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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1000 

缺省数值 2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参考点位置判定的误差范围。 
 

当机床实际位置与参考点位置之间的距离小于该参数时，即判定轴已位于该参考点上， 

轴的状态标志字中的参考点在位标志置 1。 

 

 
 

4.32 第一参考点 

 
参数编号 2000091 

参数名称 第一参考点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第一参考点机床坐标值。 

 

 

 

4.33 第二参考点 

 
参数编号 2000092 

参数名称 第二参考点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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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第二参考点机床坐标值。 

 

 

 

4.34 第三参考点 

 
参数编号 2000093 

参数名称 第三参考点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第三参考点机床坐标值。 

 

 

 

4.35 第四参考点 

 
参数编号 2000094 

参数名称 第四参考点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第四参考点机床坐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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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第五参考点 

 
参数编号 2000095 

参数名称 第五参考点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第五参考点机床坐标值。 

 

 

 

4.37 第六参考点 

 
参数编号 2000096 

参数名称 第六参考点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第六参考点机床坐标值。 

 

 

 

4.38 最高速度限制 

 
参数编号 2000100 

参数名称 最高速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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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单位 mm/min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500000 

缺省数值 10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坐标轴移动时的速度上限。。 

 

 

 

4.39 G00 快移速度 

 
参数编号 2000110 

参数名称 G00 快移速度 

数据单位 mm/min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100000 

缺省数值 10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的快速移动（G00）速度。当 G00 设置为插补定位方式时，该参

数无效。 

 

 

 

4.40 G00 快移速度时间常数 

 
参数编号 2000111 

参数名称 G00 快移速度时间常数 

数据单位 ms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00 

缺省数值 8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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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指直线轴快移运动（G00）时从 0 加速到 1000mm/min 或从 1000mm/min 减速到

0 的时间。该参数决定了轴的快移加速度大小，快移加减速时间常数越大，加减速就越慢。 

G00 设置为插补定位方式时，该参数无效。 

 

 
图   示 

 

 

 
 

注 意 
 

该参数根据电机转动惯量、负载转动惯量、驱动器加速能力确定。

常用快移速度时间常数与加速度对照表如下： 

快移速度 

时间常数 
2ms 8 ms 16 ms 32 ms 84 ms 

加速度 1g 0.2g 0.1g 0.05g 0.02g 

 

 
示 例 

 

快移速度时间常数设定为 4ms，则快移加速度计算方法如下： 

1000mm/60s≈16.667mm/s 

16.667/0.004≈4167mm/s2 ≈0.425g (1g=9.8m/s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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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G00 快移加速度时间常数 

 
参数编号 2000112 

参数名称 G00 快移加速度时间常数 

数据单位 ms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00 

缺省数值 8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指轴快移运动（G00）时加速度从 0 增加到 1m/s2 或从 1m/s2 减小到 0 的时间。

该参数决定了轴的快移加加速度（捷度）大小，时间常数越大，加速度变化越平缓。 

 

 
图 示 

 

 

 
 

注 意 
 

该参数根据电机大小、驱动器性能及负载大小决定，一般在 8～150 之间。 

 

 
示 例 

 

假设快移加速度为 0.2g（即 1.96m/s2），快移加减速捷度时间常数设定为 8ms，则加加

速度（捷度）为 1.96/0.008=245m/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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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紧急刹车加速度 

 
参数编号 2000115 

参数名称 紧急刹车加速度 

数据单位 mm/sec^2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10000 

缺省数值 2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紧急刹车的加速度，加速度越大，刹车越块。 

 

 

 

4.43 手动加速度 

 
参数编号 2000120 

参数名称 手动加速度 

数据单位 mm/sec^2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10000 

缺省数值 5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手动模式（JOG）下，轴的手动移动加速度。 

 

 

 

4.44 第一档速度 

 
参数编号 2000125 

参数名称 第一档速度 

数据单位 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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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0~20000 

缺省数值 1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第一档速度大小。 

 

 

 

4.45 第二档速度 

 
参数编号 2000126 

参数名称 第二档速度 

数据单位 mm/min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0~20000 

缺省数值 1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第二档速度大小。 

 

 

 

4.46 第三档速度 

 
参数编号 2000127 

参数名称 第三档速度 

数据单位 mm/min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0~20000 

缺省数值 3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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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第三档速度大小。 

 

 

 

4.47 第四档速度 

 
参数编号 2000128 

参数名称 第四档速度 

数据单位 mm/min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0~20000 

缺省数值 5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第四档速度大小。 

 

 

 

4.48 平滑系数 

 
参数编号 2000140 

参数名称 平滑系数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32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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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正软限位使能 

 
参数编号 2000150 

参数名称 正软限位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的第一正软限位是否使能生效。 
 

➢ 0：关闭。 
 

➢ 1：开启。 

 

 

 

4.50 负软限位使能 

 
参数编号 2000151 

参数名称 负软限位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的第一负软限位是否使能生效。 
 

➢ 0：关闭。 
 

➢ 1：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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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正软限位 

 
参数编号 2000152 

参数名称 正软限位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系统规定的坐标轴正方向极限软件保护位置。移动轴或旋转轴移动范围

不能超过此极限值。 

 

 
图 示 

 

 

注 意 
 

只有在机床回参考点后，此参数才有效。 
 

根据机床机械行程大小和加工工件大小设置适当的参数值。 如设置过小，可能导致加

工过程中多次软限位报警。 

 

 

 

4.52 负软限位 

 
参数编号 2000153 

参数名称 负软限位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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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范围 -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系统规定的负方向极限软件保护位置。移动轴或旋转轴移动范围不能超

过此极限值。 

 

 
图 示 

 

注 意 
 

只有在机床回参考点后，此参数才有效。 
 

根据机床机械行程大小和加工工件大小设置适当的参数值。 如设置过小，可能导致加

工过程中多次软限位报警。 

 

 

 

4.53 软限位安全距离 

 
参数编号 2000154 

参数名称 软限位安全距离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50 

缺省数值 15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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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参数用于设置第一软限位安全距离。当坐标轴运动至离正或负软限位达到此安全距离

时，将进行减速运行。 

 

 

 

4.54 第 2 正软限位使能 

 
参数编号 2000155 

参数名称 第 2 正软限位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的第 2 正软限位是否使能生效。 
 

➢ 0：关闭。 
 

➢ 1：开启。 

 

 

 

4.55 第 2 负软限位使能 

 
参数编号 2000156 

参数名称 第 2 负软限位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的第 2 负软限位是否使能生效。 
 

➢ 0：关闭。 
 

➢ 1：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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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第 2 正软限位 

 
参数编号 2000157 

参数名称 第 2 正软限位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系统规定的坐标轴正方向第 2 极限软件保护位置。 

 

 

 

4.57 第 2 负软限位 

 
参数编号 2000158 

参数名称 第 2 负软限位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系统规定的坐标轴负方向第 2 极限软件保护位置。 

 

 

 

4.58 第 2 软限位安全距离 

 
参数编号 2000159 

参数名称 第 2 软限位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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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50 

缺省数值 15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第 2 软限位安全距离。当坐标轴运动至离第 2 正或负软限位达到此安全

距离时，将进行减速运行。 

 

 

 

4.59 坐标显示类型 

 
参数编号 2000160 

参数名称 坐标显示类型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2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的坐标在界面上的显示方式。 
 

➢ 0：不显示。 
 

➢ 1：显示指令位置。 
 

➢ 2：显示实际位置。 

 

 

 

4.60 坐标显示精度 

 
参数编号 2000161 

参数名称 坐标显示精度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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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数值 3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的坐标显示精度，即最多到小数点后几位。 

 

 

 

4.61 编程指令最小单位 

 
参数编号 2000162 

参数名称 编程指令最小单位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50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轴编程指令最小单位量。 

设置为 0 时，则没有限制；设置为非 0 值，则编程时，其编程指令必须为设置值的整数

倍，否则系统报错。 

 

 

 

4.62 轴锁使能 

 
参数编号 2000170 

参数名称 轴锁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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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当轴锁使能值为 1 时，对应轴允许锁住，此时若 PLC 轴锁信号为 1，则对应轴被锁住 

（即不能移动）。当轴锁使能值为 0 时，对应轴不允许锁住，即使 PLC 轴锁信号为 1， 

对应轴也能正常移动。 

➢ 0：关闭。 
 

➢ 1：开启。 

 

 

 

4.63 轴锁等待使能 

 
参数编号 2000171 

参数名称 轴锁等待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当轴锁等待功能开启之后，要结合 PLC 对轴锁进行设置。以第四轴 A 轴为例，当轴锁

等待使能设置为 1 时，则 A 轴开启了轴锁等待功能。当执行程序时，当前执行的程序

段中有 A 轴的移动指令时，A 轴先自动切换到 A 轴锁松开状态，等待 A 轴的松开到位

信号到达之后，A 轴才开始执行移动指令；当 A 轴移动指令执行完毕之后，A 轴将自

动的切换到锁紧状态，直到 A 轴的锁紧到位信号到达之后，程序才继续往下运行。 

➢ 0：关闭。 
 

➢ 1：开启。 

 

 

 

4.64 坐标循环使能 

 
参数编号 2000180 

参数名称 坐标循环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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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旋转轴的循环功能。循环功能有效后，旋转轴的坐标值将被自动转换到 

0～360°。 
 

➢ 0：关闭。 
 

➢ 1：开启。 

 

 

 

4.65 短路径选择使能 

 
参数编号 2000181 

参数名称 短路径选择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旋转轴是否沿最短路径移动。该参数只有在打开坐标循环使能后才有

效。 

➢ 0：关闭。 
 

➢ 1：开启。 

 

 

 

4.66 G60 过冲量 

 
参数编号 2000190 

参数名称 G60 过冲量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10 

缺省数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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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单方向定位（G60）时的过冲量。 

 

 

 

4.67 G60 趋近方向 

 
参数编号 2000191 

参数名称 G60 趋近方向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执行 G60 进行单方向定位时坐标轴的趋近方向。 
 

➢ 0：正方向。 
 

➢ 1：负方向。 

 

 

 

4.68 反向间隙补偿使能 

 
参数编号 2000400 

参数名称 反向间隙补偿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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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通常在丝杠与工作台之间存在一定的配合间隙，该间隙会影响工作台的定位精度，需要

对其进行补偿。 

该参数用于设置系统是否对坐标轴进行反向间隙补偿。 
 

➢ 0：关闭。 
 

➢ 1：开启。 

 

 

 

4.69 进给反向间隙 

 
参数编号 2000401 

参数名称 进给反向间隙 

数据单位 u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5000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机床进给轴（直线轴、摆动轴或旋转轴）在常用工作区间内进行切削进

给时的反向间隙测量值。如果采用双向螺距误差补偿，则无需进行反向间隙补偿，该参

数可设置为 0。 

 

 
 

4.70 快移反向间隙 

 
参数编号 2000402 

参数名称 快移反向间隙 

数据单位 u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5000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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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当前轴快速移动（执行 G00 指令）时的反向间隙补偿值，通过区分快

速移动与切削进给时的反向间隙补偿值，能够实现更高精度的补偿与加工。 

 

 

 

4.71 反向间隙补偿步长 

 
参数编号 2000403 

参数名称 反向间隙补偿步长 

数据单位 u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500 

缺省数值 1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当反向间隙较大时，通过设置该参数可将反向间隙的补偿分散到多个插补周期内进行， 

以防止轴反向时由于补偿造成的冲击。 

该参数设置进行反向间隙补偿时，每个插补周期补偿的最大距离。 

 

 

 

4.72 反向跃冲补偿使能 

 
参数编号 2000405 

参数名称 反向跃冲补偿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当轴从静止状态启动或做圆弧插补运动过象限反向时，由于静摩擦力作用易产生跃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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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造成加工轮廓不平整（出现毛刺或台阶），反向跃冲补偿功能通过补偿指令位置或

指令力矩能够有效避免跃冲的产生。 

该参数用于开启和关闭指定轴反向跃冲补偿功能。 
 

➢ 0：关闭。 
 

➢ 1：开启。 

 

 

 

4.73 反向跃冲补偿值 

 
参数编号 2000406 

参数名称 反向跃冲补偿值 

数据单位 u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000~1000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位置环反向跃冲补偿，一般应设置为机床直线进给轴过象限反向时（如平面

圆弧插补过象限）的最大跃冲位移值。 

该跃冲值一般通过平面圆光栅或球感仪测量得到。 

 

 

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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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反向跃冲补偿时间 

 
参数编号 2000407 

参数名称 反向跃冲补偿时间 

数据单位 ms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1000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反向跃冲补偿在机床直线进给轴从静止状态启动或过象限反向时触发，该参数用于设置

补偿触发后的生效时间。 

 

 

 

4.75 反向跃冲补偿延时 

 
参数编号 2000408 

参数名称 反向跃冲补偿延时 

数据单位 ms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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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反向跃冲补偿在机床直线进给轴从静止状态启动或过象限反向时触发，该参数用于设置

补偿触发的延时时间，即在轴启动或过象限反向后延时短暂时间才触发补偿。 

 

 
图 示 

 

 

 

 

4.76 螺距误差补偿使能 

 
参数编号 2000410 

参数名称 螺距误差补偿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开启或关闭当前坐标轴螺距误差补偿功能。 
 

➢ 0：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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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开启 
 

当满足以下条件时当前轴螺距误差补偿生效： 
 

➢ 当前补偿轴已回参考点。 
 

➢ 已选择螺距误差补偿类型（0 或 1）并正确配置螺距误差补偿相关参数。 

 

 

 

4.77 螺距误差补偿类型 

 
参数编号 2000411 

参数名称 螺距误差补偿类型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当前坐标轴螺距误差补偿类型。 
 

➢ 0：单向补偿。 
 

➢ 1：双向补偿。 

 

 

 

4.78 螺距误差循环补偿使能 

 
参数编号 2000412 

参数名称 螺距误差循环补偿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 0：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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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开启。 

 

 

 

4.79 螺距误差补偿起点 

 
参数编号 2000413 

参数名称 螺距误差补偿起点 

数据单位 mm 或度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补偿行程的起点。 

 

 

图 示 

 

 

 

 

4.80 螺距误差补偿间距 

 
参数编号 20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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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螺距误差补偿间距 

数据单位 mm 或度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5000~5000 

缺省数值 1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补偿行程范围内两相邻采样补偿点的距离。 
 

在确定补偿起点坐标、补偿点数和补偿点间距后，补偿终点坐标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终点坐标＝补偿起点坐标＋（补偿点数－1）×补偿点间距 

 

图 示 

 

 

注 意 
 

补偿点间距设置为 0 时螺距误差补偿无效。 

 

 
示 例 

 

已知补偿行程起点坐标为-25.0mm，补偿点数为 30，补偿点间距为 25.0mm，则补偿行

程为 725.0mm，补偿终点坐标为 7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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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螺距误差补偿数据偏移地址(第 1 方向) 
 
 

参数编号 2000415 

参数名称 螺距误差补偿数据偏移地址(第 1 方向)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0000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第 1 方向的螺距误差补偿数据在数据表中的偏移地址。 

 

 

 

4.82 螺距误差补偿数据偏移地址(第 2 方向) 
 
 

参数编号 2000416 

参数名称 螺距误差补偿数据偏移地址(第 2 方向)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0000 

缺省数值 1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坐标轴第 2 方向的螺距误差补偿数据在数据表中的偏移地址。 

 

 

 

4.83 螺距误差补偿点数 

 
参数编号 2000417 

参数名称 螺距误差补偿点数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1000 

缺省数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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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补偿行程范围内的采样补偿点数。 
 

各采样补偿点处的补偿值存储在指定位置的螺距误差补偿表中，因此采样补偿点数将决

定螺距误差补偿表的长度，假设采样补偿点数为 n，则对于单向补偿，螺距误差补偿表

的长度为 n；对于双向补偿，螺距误差补偿表的长度为 2n。 

 

 
 

4.84 直线度补偿使能 

 
参数编号 2000420 

参数名称 直线度补偿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直线度补偿功能可用于补偿机床悬臂轴的悬垂误差。

该参数用于开启或关闭当前轴直线度补偿功能。 

➢ 0：关闭。 
 

➢ 1：开启。 

 

 

 

4.85 直线度补偿参考轴号 

 
参数编号 2000421 

参数名称 直线度补偿参考轴号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5 

缺省数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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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直线度误差产生轴的轴号，该轴的运动将会引起补偿轴的指令坐标补

偿。 

 

 

 

4.86 直线度补偿起点 

 
参数编号 2000422 

参数名称 直线度补偿起点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999999~999999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直线度误差产生轴（基准轴）补偿行程的起点，应填入机床坐标系下的

坐标值。 

 

 
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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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 直线度补偿间隔 

 
参数编号 2000423 

参数名称 直线度补偿间隔 

数据单位 mm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1~5000 

缺省数值 1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直线度误差产生轴（基准轴）补偿行程范围内两相邻采样补偿点的距离。

在确定补偿起点坐标、补偿点数和补偿点间距后，补偿终点坐标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终点坐标＝补偿起点坐标＋（补偿点数－1）×补偿点间距 

 

 
图 示 

 

 

 

注 意 
 

补偿点间距设置为 0 时直线度补偿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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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 直线度补偿数据偏移地址 

 
参数编号 2000424 

参数名称 直线度补偿数据偏移地址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10000 

缺省数值 400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直线度补偿数据在数据表中的偏移地址。 

 

 

 

4.89 直线度补偿数据个数 

 
参数编号 2000425 

参数名称 直线度补偿数据个数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500 

缺省数值 1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回零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定直线度误差产生轴（基准轴）补偿行程范围内的采样补偿点数。 
 

各采样补偿点处的补偿值存储在指定位置的直线度补偿表中，因此采样补偿点数将决定

直线度补偿表的长度，假设采样补偿点数为 n，则直线度补偿表的长度即为 n。 

 

 
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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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补偿点数设置为 0 时直线度补偿无效！对应的直线度补偿表亦无效！ 



102 

5. 主轴参数 DEALOUR 数控系统软件参数说

明书 

 

 

 

5 主轴参数 

 

主轴参数编号说明： 
 

➢ 位 0~3：主轴参数序号 
 

➢ 位 4~5：逻辑轴号 
 

➢ 位 6：参数类别，对于主轴参数，类别为 3 
 

注：以下主轴参数以主轴 0 为例进行说明，即参数编号第 4、5 位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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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主轴安装使能 

 
参数编号 3000000 

参数名称 主轴安装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主轴是否安装有效。 

 

 

 

5.2 主轴名 

 
参数编号 3000001 

参数名称 主轴名 

数据类型 字符串 

数值范围 1~2 个字符 

缺省数值 “S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配置指定主轴的界面显示名称。 

 

 

 

5.3 主轴类型 

 
参数编号 3000002 

参数名称 主轴类型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2 

缺省数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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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主轴的控制类型。 
 

➢ 0：模拟量控制。 
 

➢ 1：位置方式控制。 
 

➢ 2：模拟量+位置方式控制。 

 

 

 

5.4 位置轴物理轴号 

 
参数编号 3000003 

参数名称 位置轴物理轴号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15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对于有位置控制方式的主轴，该参数设置其对应的位置轴轴号。 
 

➢ 0~15：指定当前主轴对应的位置轴轴号。 
 

➢ -1：当前主轴没有位置轴。 

 

 

 

5.5 主轴电机最大转速 

 
参数编号 3000010 

参数名称 主轴电机最大转速 

数据单位 rpm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0~50000 

缺省数值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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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主轴的最大转速值。 

对于模拟量控制的主轴，该最大转速值对应于最大电压 10V。因此，该参数直接影响主

轴的实际转速，当主轴实际转速与指令转速不符时，可调整该参数以作修调。 

 

 

 

5.6 是否带反馈 

 
参数编号 3000015 

参数名称 是否带反馈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系统是否接收主轴端口口反馈回来的反馈脉冲。 
 

➢ 0：不带反馈。 
 

➢ 1：带反馈。 

 

 

 

5.7 主轴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参数编号 3000016 

参数名称 主轴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10~50000 

缺省数值 4096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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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主轴编码器每转的脉冲数，应为 4 倍频之后的值。 

当系统接收主轴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时，再利用本参数即可计算出反馈回来的主轴转

速。对于模拟量控制的主轴，该参数只影响主轴反馈转速的显示，不影响主轴实际转速。 

 

 

 

5.8 主轴反馈输入口 

 
参数编号 3000017 

参数名称 主轴反馈输入口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31 

缺省数值 5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主轴编码器反馈的输入口。 

 

 

 

5.9 反馈方向取反 

 
参数编号 3000018 

参数名称 反馈方向取反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 0：主轴编码器反馈直接输入到数控系统 
 

➢ 1：主轴编码器反馈取反输入到数控系统 



107 

DEALOUR 数控系统软件参数说

明书 

5. 主轴参数 
 

 

 

 

5.10 主轴 DA 输出口 

 
参数编号 3000030 

参数名称 主轴 DA 输出口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5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主轴 DA 的输出端口。 

 

 

 

5.11 主轴旋向控制方式 

 
参数编号 3000035 

参数名称 主轴旋向控制方式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复位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主轴旋转方向的控制方式。 
 

➢ 0：模拟量控制。 
 

➢ 1：IO 信号控制。 

 

 

 

5.12 主轴转速显示类型 

 
参数编号 300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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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主轴转速显示类型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机床制造商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主轴转速的显示类型。 
 

➢ 0：显示指令转速。 
 

➢ 1：显示实际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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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表参数 

 

 
 

说 明 
 

数据表参数作为保留参数用于大量数据的记录与保存，如逻辑误差补偿表数据、直线度

补偿表数据等。 

在使用数据表参数时，一般都需要指定数据在数据表参数中的起始位置，即数据表起始参

数号。 

数据表的定义参见机床厂说明书。 

 

 

注 意 
 

对于不同型号的数控系统，系统支持的数据表参数最大个数可能不同，具体规格情况请

参考《DEALOUR 数控系统规格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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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户参数 

 

用户参数编号说明： 
 

➢ 位 0~5：用户参数序号 
 

➢ 位 6：参数类别，对于用户参数，类别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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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MDI 运行完成自动清空 

 
参数编号 5000000 

参数名称 MDI 运行完成自动清空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用户操作员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在 MDI 程序运行完成后，对 MDI 输入窗口内容进行自动清空。 

 

 

 

7.1 图形显示坐标系 
 

参数编号 5000010 

参数名称 图形显示坐标系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2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用户操作员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设置图形显示的坐标系类型。 
 

➢ 0：局部坐标系。 
 

➢ 1：工件坐标系。 
 

➢ 2：机床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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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XY 平面图形缩放系数 
 

参数编号 5000011 

参数名称 XY 平面图形缩放系数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001~100.0 

缺省数值 1.0 

访问级别 用户操作员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在图形窗口显示 XY 平面加工轨迹时的缩放系数。设置值大于 1 时，轨

迹被放大；设置值小于 1 时，轨迹被缩小。 

 

 

 

7.1 YZ 平面图形缩放系数 
 

参数编号 5000012 

参数名称 YZ 平面图形缩放系数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001~100.0 

缺省数值 1.0 

访问级别 用户操作员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在图形窗口显示 YZ 平面加工轨迹时的缩放系数。设置值大于 1 时，轨

迹被放大；设置值小于 1 时，轨迹被缩小。 

 

 

 

7.1 ZX 平面图形缩放系数 
 

参数编号 5000013 

参数名称 ZX 平面图形缩放系数 

数据类型 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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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范围 0.001~100.0 

缺省数值 1.0 

访问级别 用户操作员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在图形窗口显示 ZX 平面加工轨迹时的缩放系数。设置值大于 1 时，轨

迹被放大；设置值小于 1 时，轨迹被缩小。 

 

 

 

7.1 XYZ 三维图形缩放系数 
 

参数编号 5000014 

参数名称 XYZ 三维图形缩放系数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001~100.0 

缺省数值 1.0 

访问级别 用户操作员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在图形窗口显示 XYZ 三维平面加工轨迹时的缩放系数。设置值大于 1 

时，轨迹被放大；设置值小于 1 时，轨迹被缩小。 

 

 

 

7.1 循环启动清除图形 
 

参数编号 5000015 

参数名称 循环启动清除图形 

数据类型 实数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1 

访问级别 用户操作员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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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在自动方式下循环启动运行程序时是否自动清除以前加工的仿真图形

轨迹。 

➢ 0：不清除。 
 

➢ 1：清除。 

 

 

 

7.1 速度曲线窗口显示使能 
 

参数编号 5000016 

参数名称 速度曲线窗口显示使能 

数据类型 十进制 

数值范围 0~1 

缺省数值 0 

访问级别 用户操作员 

生效方式 立即生效 

车/铣生效 车/铣 

 
说 明 

 

该参数用于设置是否显示速度曲线界面。 
 

➢ 0：不显示。 
 

➢ 1：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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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书全面介绍了 DEALOUR M18i/M20i/M200i系列数控系统PLC的

特性、组成、各部分的功能命令及其使用、操作步骤、用户编程方法及

示例等，是用户快速学习和使用本PLC系统的基本说明书。本说明书的更

新和升级事宜，由武汉协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并组织实施。未经

本公司授权或书面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无权对本说明书内容进行修改

或更正，本公司概不负责由此而造成的客户损失。 

 

在本说明书中，我们将尽力叙述各种与该系统操作相关的事件。由

于篇幅限制及产品开发定位等原因，不能也不可能对系统中所有不必做

或不能做的事件进行详细的叙述。因此，本说明书中没有特别描述的事

件均可视为“不可能”或“不允许”的事件。 

 

本说明书的版权归武汉协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所有，任何单位与

个人进行出版或复印均属于非法行为，我公司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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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所有规格和设计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1 顺序程序介绍 ....................................................................... 1 

1.1 顺序程序的执行过程 ............................................................................................. 1 

1.2 循环执行 ................................................................................................................. 2 

1.3 顺序程序的构成 ..................................................................................................... 2 

2 梯形图语言编程 ................................................................... 3 

2.1 梯形图程序结构及执行过程 ................................................................................. 3 

2.2 梯形图信号分类及地址格式 ................................................................................. 4 

2.3 基本指令编程 ......................................................................................................... 6 

2.4 功能指令编程 ......................................................................................................... 7 

2.4.A:流程控制指令 ................................................................................................. 7 

2.4.A.1  ENDI（初始化程序结束） ................................................................. 7 

2.4.A.2  END1（第一级顺序程序结束） ......................................................... 8 

2.4.A.3  END2（第二级顺序程序结束） ......................................................... 9 

2.4.A.4  CALL（条件调用子程序） ............................................................... 10 

2.4.A.5  SP（子程序） ..................................................................................... 11 

2.4.A.6  SPE（子程序结束） .......................................................................... 12 

2.4.A.7  RETN（子程序条件返回） ............................................................... 13 

2.4.A.8  JUMP（条件跳转） ........................................................................... 14 

2.4.A.9  LABL（位置标号） .......................................................................... 15 

2.4.B:计数器指令 ................................................................................................... 16 

2.4.B.1  CTR（计数器） ................................................................................. 16 

2.4.C:定时器指令 ................................................................................................... 19 

2.4.C.1  TMR（定时器） ................................................................................ 19 

2.4.C.2  TMRC（定时器） .............................................................................. 20 

2.4.D:寄存器指令 ................................................................................................... 22 

2.4.D.1  WRTRB（写寄存器字节）、WRTRW（写寄存器字）、WRTRDW（写

寄存器双字） ..................................................................................................... 22 

2.4.D.2  WRTRS（写寄存器位段） ............................................................... 23 

2.4.D.3  READV（读变量值） ....................................................................... 25 

2.4.D.4  DIFU（上升沿检测） ........................................................................ 26 

2.4.D.5  DIFD（下降沿检测） ........................................................................ 27 

2.4.D.6  TURN(信号翻转)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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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数据比较指令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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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顺序程序介绍 

1.1 顺序程序的执行过程 

 

在一般的继电器控制电路中，各继电器在时间上完全可以同时动作，在下图

所举例中，当继电器 A 动作时，继电器 D 和 E 可同时动作（当触点 B 和 C 都闭

合时）。在 PLC 顺序控制中，各个继电器依次动作。当继电器 A 动作时，继电器

D 首先动作，然后继电器 E 才动作（如图 1-1 所示），即各个继电器按梯形图中

的顺序动作。 

 

图 1-1 

图 1-2 和图 1-3 显示了继电器电路和 PLC 程序动作之间的区别。1）对于继

电器电路，两图中的动作相同。接通 A（按钮开关）后线圈 B 和 C 中有电流通过，

B 和 C 接通。C 接通后 B 断开。2）对于 PLC 顺序程序，图 1-2 同继电器电路一

样，接通 A（按钮开关）后，B 和 C 接通，经过 PLC 程序的一个循环后 B 断开；

但在图 1-3 中，接通 A（按钮开关）后 C 接通，但 B 并不接通。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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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1.2 循环执行 

顺序程序从梯形图的开头执行直至梯形图结束。在程序执行完后，再次从梯形

图的开头执行，这被称作循环执行。从梯形图的开头直至结束的执行时间称为循环

处理周期，它取决于控制的规模（步数）和第一级程序的大小。处理周期越短，信

号的响应能力就越强（响应速度越快）。 

1.3 顺序程序的构成 

在允许结构化编程的梯形图语言中，具有以下优点：1）程序可读性好，易于

理解，便于编制和维护；2）方便调试程序错误，出现错误时，容易找出出错原因。 

主要的结构化编程方法有以下三种： 

1、 子程序    子程序以梯形图作为处理单元。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子程序结构 

 

2、 嵌套    即由子程序组行，嵌套成结构化程序。如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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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嵌套结构 

3、 条件分支    根据给定的跳转条件，当满足该条件时，跳转到指定模块执行。

如果条件不满足，则不执行指定的模块。指定模块既可以是子程序，也可以

是由跳转指令指定的指令集合。如图 1-6 所示。 

 

图 1-6 分支结构 

 

2 梯形图语言编程 

2.1 梯形图程序结构及执行过程 

梯形图程序分成三部分：初始化程序、第一级程序和第二级程序。初始化程

序仅在上电执行一次，第一级程序每个扫描周期都要执行一次，第二级程序则分

块执行，每个扫描周期只执行一块。因此第二级程序执行周期为： 

第二级程序执行周期 = PLC 扫描周期×第二级程序分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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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一级程序太长，会直接影响到梯形图的执行效率。因此在编制第一级

程序时，应使其尽可能简短，通常只在第一级程序中编制实时性要求较高的程序。 

梯形图的分级结构如图 2-1 所示。 

 

图 2-1   梯形图程序分级结构 

2.2 梯形图信号分类及地址格式 

梯形图处理的信号来源包括五部分：机床侧 I/O 信号、CNC 侧信号、控制面

板按键信号、内部寄存器以及非易失存储器（计数器、定时器及数据表）。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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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梯形图信号分类 

在梯形图中处理的每一信号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地址。地址由两部分组成：类

型码与地址号。其中类型码用以区分不同的信号类型（即图 2-2 中所示的信号类

型），地址号用以确定该信号的位置。 

各信号的地址表示如下表所示。 

信号类型 类型码 地址范围 说   明 操作属性 

机床侧 I/O

信号 

输入 X 0.x～9.x 由机床侧 I/O 输入到 PLC 只读 

输出 Y 0.x～9.x 由 PLC 输出到机床 I/O 读/写 

CNC 侧信

号 

输入 F 0.x～739.x 由 CNC 输入到 PLC 只读 

输出 G 0.x～739.x 由 PLC 输出到 CNC 读/写 

控 制 面 板

按键 

输入 K 0.x～29.x 由控制面板输入到 PLC 只读 

输出 L 0.x～29.x 由 PLC 输出到控制面板 读/写 

内 部 寄 存

器 
输入/输出 R 0.x～99.x 

由内部寄存器输入到 PLC 

由 PLC 输出到内部寄存器 
读/写 

断 电 保 存

寄存器 
输入/输出 B 0.x~19.x 

由 B 寄存器输入到 PLC 

由 PLC 输出到 B 寄存器 
读/写 

报 警 寄 存

器 
输入/输出 A 0.x~69.x 

由数据表输入到 PLC 

由 PLC 输出到数据表 
读/写 

 注(1)：只读信号不能作为线圈输出。注(2)：上表所标注的地址范围为 CNC 定义的最大

范围，其中 X、Y 实际的地址范围视系统的 IO 点数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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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本指令编程 

PLC 的基本梯图指令如下： 

 
常开触点，读取 I/O 点常开触点状态。 

 
常闭触点，读取 I/O 点常闭触点状态。 

 
线圈输出。 

 

取反输出。 

若前面计算结果为 1，则输出 0；计算结果为 0，则输出 1。 

 
水平导通线。 

 
竖直导通线。 

 
常开触点上升沿。 

 
常开触点下降沿。 

 
常闭触点上升沿。 

 
常闭触点下降沿。 

 

置位输出。 

若前面计算结果为 1，则输出 1；若计算结果为 0，则保持输

出不变。 

 

复位输出。 

若前面计算结果为 1，则输出 0；若计算结果为 0，则保持输

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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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功能指令编程 

2.4.A:流程控制指令 

2.4.A.1  ENDI（初始化程序结束） 

2.4.A.1.1 功能 

   初始化程序结束标志。在 PLC 顺序程序中，初始化程序仅在上电执行一次。

ENDI 指令放在初始化程序末尾。 

2.4.A.1.2 指令格式 

  

 图 2-3   ENDI 指令梯形图格式 

2.4.A.1.3 控制条件 

ENDI 指令无控制条件。 

2.4.A.1.4 指令参数 

ENDI 指令无指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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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A.1.5 结果输出 

ENDI 指令无结果输出。 

2.4.A.2  END1（第一级顺序程序结束） 

2.4.A.2.1 功能 

第一级程序结束标志。在 PLC 顺序程序中，END1 指令必须给出一次，而且

也只能给出一次。当有第一级程序时，END1 指令放在第一级程序末尾；若没有

第一级程序，则放在第二级程序的开头。 

2.4.A.2.2 指令格式 

 

图 2-4   END1指令梯形图格式 

2.4.A.2.3 控制条件 

END1 指令无控制条件。 

2.4.A.2.4 指令参数 

END1 指令无指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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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A.2.5 结果输出 

END1 指令无结果输出。 

2.4.A.3  END2（第二级顺序程序结束） 

2.4.A.3.1 功能 

第二级程序结束标志。 在 PLC 顺序程序中，END2 指令必须给出一次，而

且也只能给出一次。第二级程序应在第一级程序之后（若没有第一级程序，也应

在 END1 指令之后）。 

2.4.A.3.2 指令格式 

 

图 2-5   END2指令梯形图格式 

2.4.A.3.3 控制条件 

END2 指令无控制条件。 

2.4.A.3.4 指令参数 

END2 指令无指令参数。 



                  DEALOUR 数控系统 PLC 编程说明书 

 

 10 

2.4.A.3.5 结果输出 

END2 指令无结果输出。 

2.4.A.4  CALL（条件调用子程序） 

2.4.A.4.1 功能 

CALL 指令用以调用一子程序。当调用条件满足时，执行 CALL 指令后，PLC

程序的执行地址发生跳转并转入子程序执行。子程序执行完成后，再返回执行跳

转处继续向下执行。 

2.4.A.4.2 指令格式 

 

图 2-6   CALL指令梯形图格式 

2.4.A.4.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CALL 指令，PLC 程序顺序执行。 

ACT=1：执行 CALL 指令，PLC 程序转入子程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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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A.4.4 指令参数 

子程序名：子程序的程序名，用以标识 PLC 程序跳转的目标地址。程序名由

ASCII 字符或数字组成，最长不超过五个字符。 

2.4.A.4.5 结果输出 

CALL 指令无结果输出。 

2.4.A.5  SP（子程序） 

2.4.A.5.1 功能 

SP 指令用于生成一子程序，该子程序以 SPE 指令结束（即一对 SP 与 SPE 之

间的区域即为该子程序的有效范围）。SP 应与 SPE 指令成对使用。 

2.4.A.5.2 指令格式 

 

图 2-7   SP指令梯形图格式 

2.4.A.5.3 控制条件 

SP 指令无控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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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A.5.4 指令参数 

子程序名：用以标识子程序的起始地址。程序名由 ASCII 字符和数字组成，

在 PLC 程序中，子程序名应该独一无二，不能重复。 

2.4.A.5.5 结果输出 

SP 指令无结果输出。 

2.4.A.6  SPE（子程序结束） 

2.4.A.6.1 功能 

SPE 指令用以生成子程序。本指令与 SP 指令配对使用，用以界定子程序的

范围。SPE 指令被执行后，PLC 程序由子程序返回到子程序的调用点继续执行。 

2.4.A.6.2 指令格式 

 

图 2-8   SPE指令梯形图格式 

2.4.A.6.3 控制条件 

SPE 指令无控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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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A.6.4 指令参数 

SPE 指令无指令参数。 

2.4.A.6.5 结果输出 

SPE 指令无结果输出。 

2.4.A.7  RETN（子程序条件返回） 

2.4.A.7.1 功能 

RETN 指令用在子程序中，当控制条件满足时，执行 RETN 指令从子程序中

退出，返回到子程序的调用点。当控制条件满足时，RETN 指令与 SPE 指令的作

用相同。 

2.4.A.7.2 指令格式 

 

图 2-9   RETN指令梯形图格式 

2.4.A.7.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RETN 指令，子程序顺序执行，至到 SPE 结束。 

ACT=1：执行 RETN 指令，子程序结束并返回调用点。此时 RETN 与 SPE

指令的作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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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A.7.4 指令参数 

RETN 指令无指令参数。 

2.4.A.7.5 结果输出 

RETN 指令无结果输出。 

2.4.A.8  JUMP（条件跳转） 

2.4.A.8.1 功能 

JUMP 指令使 PLC 执行的指令位置发生转移（跳转到指定的位置执行，而非

按顺序执行）。 

2.4.A.8.2 指令格式 

 

图 2-10   JUMP指令梯形图格式 

2.4.A.8.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JUMP 指令。 

ACT=1：执行 JUMP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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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A.8.4 指令参数 

位置标号：用于指定执行 JUMP 指令时，PLC 执行转移的目标位置，该位置

由 LABL 指令给出。 

2.4.A.8.5 结果输出 

本指令无结果输出。 

2.4.A.9  LABL（位置标号） 

2.4.A.9.1 功能 

LABL 指令用于标记梯形图程序中的某一位置。该指令与 JUMP 指令配合使

用，为 JUMP 指令提供转移的目标位置。 

2.4.A.9.2 指令格式 

 

图 2-11   LABL指令梯形图格式 

2.4.A.9.3 控制条件 

本指令无控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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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A.9.4 指令参数 

位置标号：用于标记梯形图程序的位置。 

2.4.B:计数器指令 

2.4.B.1  CTR（计数器） 

2.4.B.1.1 功能 

CTR 用作计数器，其功能包括： 

1） 环形计数器 

当计数值到达预置值后，CTR 输出一高电平，同时计数值返回初始值。 

2） 加/减计数器 

CTR 可以做加计数器或减计数器。 

3） 初始值的选择 

初始值可选择为 0 或 1。 

2.4.B.1.2 指令格式 

本系统 PLC 共有 20 个计数器，计数器号为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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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CTR的梯形图格式 

2.4.B.1.3 控制条件 

1) 指定初始值（CN0） 

CN0=0：计数值从 0 开始，即 0,1,2,3,4,5,…… 

CN0=1：计数值从 1 开始(0 不使用)，即 1,2,3,4,5,…… 

2) 指定上升型或下降型计数器（UPDOWN） 

UPDOWN=0： 减计数器。计数器从预置值开始减计数，到达由 CN0

指定的值后再返回预置值继续减计数。 

UPDOWN=1： 加计数器。计数器从 CN0 指定的值开始加计数，到达预

置值后再返回 CN0 指定的值继续加计数。 

3) 复位（RST） 

RST=0：   禁止复位。此时 CTR 处于正常计数状态。 

RST=1：   复位有效。此时计数器输出低电平，且计数值复位为初始值。

初始值由 CN0 和 UPDOWN 共同确定。 

4) 计数信号（ACT） 

计数信号上升沿有效，即 ACT 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时，计数一次。如

图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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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CTR计数信号 

2.4.B.1.4 指令参数 

计数器号：用于指定所使用的计数器的 ID 号。本系统 PLC 共有 20 个计数器，

计数器号由 1 到 20。 

 

 

 

 

 

2.4.B.1.5 结果输出 

RST=1 时，CTR 处于复位状态，输出始终保持低电平。 

RST=0 时，CTR 处于计数状态，此时的输出分两种情况：1）若为加计数器

（UPDOWN=1），则计数值=预置值时，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

平。2）若为减计数器（UPDOWN=0），则计数值到达最小值时，输出

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最小值由 CN0 指定为 0 或者 1）。 

 

注意 

PLC 编程时，应保证计数器号没有被重复使用。如果梯形图中使用了重复

的计数器，将无法保证其执行的正确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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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C:定时器指令 

2.4.C.1  TMR（定时器） 

2.4.C.1.1 功能 

延时导通定时器。定时器关闭时，没有定时输出功能，且输出始终为低电平；

定时器启动后，到达设定的时间时，输出高电平，使随后的定时继电器导通（定

时继电器由设计者给定）。 

TMR（定时器）的作用同于 TMRC（定时器），不同之处在于两种定时器的

定时时间的指定方式不一样。TMRC（定时器）的定时时间由定时器本身指定；

TMR（定时器）的定时时间由 TMR（定时器）的定时器号所对应的数据表存储

的数值指定。 

2.4.C.1.2 指令格式 

 

图 2-14   TMR指令梯形图格式 

2.4.C.1.3 控制条件 

ACT=0：关闭定时器。此时定时器没有延时输出功能，且输出保持低电平。 

ACT=1：启动定时器。到达设定时间后，输出高电平，使定时继电器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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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C.1.4 指令参数 

定时器号：用于指定所使用的 TMR（定时器）的 ID 号。本系统 PLC 共有 

50 个 TMR 定时器，TMR 计数器号由 1 到 50。所对应的数据表地

址为 T0、T2、T4、T6、T8…T98（偶数序号），数据表所指定的内

容为所对应的 TMR（定时器）所定时的时间，单位为毫秒。例：2

号 TMR（定时器）的定时时间由 T2 所设置。 

2.4.C.1.5 结果输出 

ACT=0 时，定时器处于关闭状态，输出始终为低电平。 

ACT 由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时（上升沿触发），定时器启动，定时时间到达

前，输出为低电平，到达后，输出保持高电平，直到 ACT 的另一个上升沿重新启

动定时器。 

2.4.C.2  TMRC（定时器） 

2.4.C.2.1 功能 

延时导通定时器。定时器关闭时，没有定时输出功能，且输出始终为低电平；

定时器启动后，到达设定的时间时，输出高电平，使随后的定时继电器导通（定

时继电器由设计者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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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C.2.2 指令格式 

 

图 2-15  TMRC控制格式 

 

图 2-16  TMRC控制时序图 

2.4.C.2.3 控制条件 

ACT=0：关闭定时器。此时定时器没有延时输出功能，且输出保持低电平。 

ACT=1：启动定时器。到达设定时间后，输出高电平，使定时继电器导通。 

参见 TMRC 控制时序图。 

2.4.C.2.4 指令参数 

预置值：用于设定定时器动作的延时时间。可以输入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

如果输入的为常数，则输入的数值即为延时时间；如果输入的为

数据表地址，则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为延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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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设定：用于设置延时时间的单位，0—毫秒，1—秒，2—分。 

2.4.C.2.5 结果输出 

ACT=0 时，定时器处于关闭状态，输出始终为低电平。 

ACT 由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时（上升沿触发），定时器启动，定时时间到达

前，输出为低电平，到达后，输出保持高电平，直到 ACT 的另一个上升沿重新启

动定时器（参见 TMRC 控制时序图）。 

2.4.D:寄存器指令 

2.4.D.1  WRTRB（写寄存器字节）、WRTRW（写寄存器字）、

WRTRDW（写寄存器双字） 

2.4.D.1.1 功能 

WRTRB / WRTRW / WRTRDW 指令用于向指定数据表地址单元中写入数据。 

2.4.D.1.2 指令格式 

 

图 2-17   WRTRB / WRTRW / WRTRDW指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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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D.1.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WRTRB / WRTRW / WRTRDW 指令。 

ACT=1：执行 WRTRB / WRTRW / WRTRDW 指令。 

2.4.D.1.4 指令参数 

1） 写数据目标地址 

该参数指定数据写入的地址单元（数据表中）。 

WRTRB 指令写入寄存器字节的目标地址； 

WRTRW 指令写入寄存器字的目标地址； 

WRTRDW 指令写入寄存器双字的目标地址； 

2） 写入的数据 

该参数指定往地址单元中写入的数据（常数或数据地址）。 

2.4.D.1.5 结果输出 

本指令无结果输出。 

 

2.4.D.2  WRTRS（写寄存器位段）  

2.4.D.2.1 功能 

WRTRS 指令用于向指定的位段数据表地址单元中写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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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D.2.2 指令格式 

 

图 2-18   WRTRS指令格式 

2.4.D.2.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WRTRS 指令。 

ACT=1：执行 WRTRS 指令。 

2.4.D.2.4 指令参数 

1）写入地址 

该参数指定写入寄存器位段的数据表地址单元。 

2）写入数据 

该参数指定向寄存器位段地址单元中写入的数据（常数或数据表地址）。 

3）写入位数 

该参数指定写入数据寄存器位段的寄存器位数。 

2.4.D.2.5 结果输出 

本指令无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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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D.3  READV（读变量值）  

2.4.D.3.1 功能 

READV 指令用于读取指定数据表地址单元中的变量值。 

2.4.D.3.2 指令格式 

 

图 2-19   READV指令格式 

2.4.D.3.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READV 指令。 

ACT=1：执行 READV 指令。 

2.4.D.3.4 指令参数 

1）存储寄存器 

该参数指定变量数据写入的地址单元（数据表中）。 

2）变量地址 

该参数指定变量的地址（以 V 开头的三位数或四位数变量地址）。 

3）数据精度 

该参数指定数据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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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D.3.5 结果输出 

本指令无结果输出。 

2.4.D.4  DIFU（上升沿检测） 

2.4.D.4.1 功能 

DIFU 指令检测输入信号的状态，当该信号的上升沿出现时，DIFU 指令输出

一脉冲信号，该脉冲信号的宽度为： 

1） 如果 DIFU 指令在第一级程序中，其宽度为 PLC的扫描周期； 

2） 如果 DIFU 指令在第二级程序中，其宽度为： 

脉冲宽度 = PLC 扫描周期×第二级程序分块个数 

2.4.D.4.2 指令格式 

 

图 2-4  DIFU指令格式 

2.4.D.4.3 控制条件 

在输入信号 IN 的上升沿处（0→1）处，DIFU 指令执行，将输出信号 OUT 置 1，

在一个扫描周期后将 OUT 置 0。 

输入信号 IN未出现上升沿时，保持输出信号 OUT 为 0。 

DIFU 指令执行时的操作时序如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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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DIFU指令操作时序 

2.4.D.4.4 指令参数 

DIFU 指令无指令参数。 

 

2.4.D.5  DIFD（下降沿检测） 

2.4.D.5.1 功能 

DIFD 指令检测输入信号的状态，当该信号的下降沿出现时，DIFD 指令输出

一脉冲信号，该脉冲信号的宽度为： 

1) 如果 DIFD 指令在第一级程序中，其宽度为 PLC 的扫描周期； 

2) 如果 DIFD 指令在第二级程序中，其宽度为： 

脉冲宽度 = PLC 扫描周期×第二级程序分块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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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D.5.2 指令格式 

 

图 2-6  DIFD指令格式 

2.4.D.5.3 控制条件 

在输入信号 IN 的下降沿处（1→0）处，DIFD 指令执行，将输出信号 OUT 置 1，

在一个扫描周期后将 OUT 置 0。 

输入信号 IN未出现下降沿时，保持输出信号 OUT 为 0。 

 

图 2-7  DIFD指令操作时序 

2.4.D.5.4 指令参数 

DIFD 指令无指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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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D.6  TURN(信号翻转) 

2.4.D.6.1 功能 

TURN 指令用于将目标结果状态进行切换并保持该状态，每触发一次状态变

换一次，如此循环。 

2.4.D.6.2 指令格式 

 

图 2-24   TURN 指令梯形图格式 

2.4.D.6.3 指令参数 

1) 目标地址 

  被控制的目标地址； 

2) 触发条件 

         当触发条件接通时，执行对目标地址状态的切换并保持该状态，每触发

一次状态变换一次并保持输出，如此循环； 

3）目标结果 

     目标地址的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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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数据比较指令 

2.4.E.1  COMP（数值比较） 

2.4.E.1.1 功能 

COMP 用于比较给定两数值的大小。当数据 1>数据 2 时，输出为低电平；当

数据 1≤数据 2 时，输出为高电平。 

2.4.E.1.2 指令格式 

 

图 2-25   COMP指令格式 

2.4.E.1.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COMP 比较指令，COMP 输出结果不变。 

ACT=1：执行 COMP 比较指令，并将比较结果输出到继电器（继电器由设计

人员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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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1.4 指令参数 

2） 数据 1、数据 2 

指定用于比较的两个数据。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为

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用于比较的数据；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只能

为双字数据表地址），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用于比较的数据。 

2.4.E.1.5 结果输出 

数据 1>数据 2 时，输出为低电平； 

数据 1≤数据 2 时，输出为高电平。  

 

2.4.E.2  COINB（字节一致性比较） 

2.4.E.2.1 功能 

COINB 指令用于比较数据表中某两个字节地址单元里的内容是否相等。 

2.4.E.2.2 指令格式 

 

图 2-26   COINB指令梯形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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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2.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COINB 指令，且 COINB 指令无输出（输出继电器状态不改

变）。 

ATC=1：执行 COINB 指令，有比较结果输出。 

2.4.E.2.4 指令参数 

1） 数据 1、数据 2 

  指定用于字节一致性比较的数据。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字节数据表地址。

当设置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用于比较的数据；当设置为字节数据表地址

时，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用于比较的数据。 

2.4.E.2.5 结果输出 

若 ACT=0，输出低电平。否则： 

数据 1 =  数据 2：输出高电平。 

数据 1 ≠ 数据 2：输出低电平。 

2.4.E.3  COIW（字一致性比较） 

2.4.E.3.1 功能 

COINW 指令用于比较数据表中某两个字地址单元里的内容是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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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3.2 指令格式 

 

图 2-27   COINW指令梯形图格式 

2.4.E.3.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COINW 指令，且 COINW 指令无输出（输出继电器状态不

改变）。 

ATC=1：执行 COINW 指令，有比较结果输出。 

2.4.E.3.4 指令参数 

1) 数据 1、数据 2 

  指定用于字一致性比较的数据。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字数据表地址。当设

置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用于比较的数据；当设置为字数据表地址时，数

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用于比较的数据。 

2.4.E.3.5 结果输出 

若 ACT=0，输出低电平。否则： 

数据 1 =  数据 2：输出高电平。 

数据 1 ≠ 数据 2：输出低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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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4  COINDW（双字一致性比较） 

2.4.E.4.1 功能 

COINDW 指令用于比较数据表中某两个双字地址单元里的内容是否相等。 

2.4.E.4.2 指令格式 

 

图 2-28   COINDW指令梯形图格式 

2.4.E.4.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COINDW 指令，且 COINDW 指令无输出（输出继电器状态

不改变）。 

ATC=1：执行 COINDW 指令，有比较结果输出。 

2.4.E.4.4 指令参数 

1) 数据 1、数据 2 

  指定用于双字一致性比较的数据。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双字数据表地址。

当设置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用于比较的数据；当设置为双字数据表地址

时，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用于比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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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4.5 结果输出 

若 ACT=0，输出低电平。否则： 

数据 1 =  数据 2：输出高电平。 

数据 1 ≠ 数据 2：输出低电平。 

2.4.E.5  COINS（位段一致性比较） 

2.4.E.5.1 功能 

COINS 指令用于比较数据表中某个位段地址单元里的内容和比较数据是否

相等。 

2.4.E.5.2 指令格式 

 

图 2-29   COINS指令梯形图格式 

2.4.E.5.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COINS 指令，且 COINS 指令无输出（输出继电器状态不改

变）。 

ATC=1：执行 COINS 指令，有比较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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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5.4 指令参数 

1）起始位 

用于指定位段的起始位（寄存器位地址）。 

2）位数 

用于指定位段的位数（常数）。 

3）比较数 

        用于指定比较数据。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为常数时，

所设常数即为用于比较的数据；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该数据表地址所所对应

的数值即为用于比较的数据。 

2.4.E.5.5 结果输出 

若 ACT=0，输出低电平。否则： 

位段数据 = 比较数据：输出高电平。 

位段数据 ≠比较数据：输出低电平。  

2.4.F:编码指令 

2.4.F.1  SCOD（七段编码） 

2.4.F.1.1 功能 

七段编码指令将数字 0～9 编码成可以驱动七段数码管显示的二进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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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 数码管七段显示 

2.4.F.1.2 指令格式 

 

图 2-31 SCOD指令格式 

2.4.F.1.3 指令参数 

1） 数据 

该参数指定需要编码的数据在数据表中的存放地址。 

2） 位选择： 

0—对数据的个位进行编码 

1— 对数据的十位进行编码 

2— 对数据的百位进行编码 

3— 对数据的千位进行编码 

3） 结果输出： 

存储驱动 A-G 七段数码管显示的输出结果。  

2.4.F.1.4 控制条件 

ACT=0：SCOD 指令不执行。  

ACT=1：SCOD 指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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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F.1.5 举例 

假设 D015=27，对两个七段数码管编程如下： 

 

图 2-32 SCOD指令举例 

 

图 2-33 七段数码管显示举例 

 

2.4.F.2  DEGRAY(格雷码译码) 

2.4.F.2.1 功能 

    格雷码译码指令指定编码起始位和编码位数计算出当前格雷码数据的偏移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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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F.2.2 指令格式 

 

图 2-34 DEGRAY指令格式 

2.4.F.2.3 控制条件 

ACT=0：DEGRAY 指令不执行。  

ACT=1：DEGRAY 指令执行。 

2.4.F.2.4 指令参数 

1) 编码起始位 

     用于指定读取当前格雷码数据的起始位。 

2） 编码位数 

  用于指定当前格雷码数据的位数 

3） 结果输出 

  用于指定结果输出的数据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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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G:数据检索指令 

2.4.G.1  DSCH（数据检索） 

2.4.G.1.1 功能 

DSCH 指令完成在数据表指定范围内搜索给定目标并返回目标地址的功能。 

2.4.G.1.2 指令格式 

 

图 2-35   DSCH指令梯形图格式 

2.4.G.1.3 控制条件 

1）复位输入 

RST=0：复位无效。DSCH 指令正常执行。 

RST=1：复位有效。DSCH 指令不执行，且指令输出恒为低电平。 

2）指令执行允许条件 

ACT=0：DSCH 指令不执行，且无输出（输出继电器保持原有状态）。 

ACT=1：DSCH 指令正常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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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G.1.4 指令参数 

1） 检索范围 

指定 DSCH 指令在数据表中的检索范围。可以输入常数或者该常数在数

据表中的地址。 

2） 起始地址 

指定 DSCH 指令在数据表中检索的起始地址。由参数 1）和参数 2）共 

同确定 DSCH 指令在数据表中的检索区间为：起始地址→起始地址+检 

索范围-1（即参数 2→参数 2+参数 1-1）。 

3） 检索源地址 

指定检索源在数据表中的地址。 

4） 检索结果存储地址 

在检索区间中若找到和检索源相同的数据，则将该数据在数据表中的地 

址存储到本参数指定的地址单元。若在检索区间存在不止一个与检索源 

相同的数据，则只存储最靠前的数据的地址。 

2.4.G.1.5 结果输出 

若在检索区间找到与检索源相同的数据，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 

2.4.G.2  DSELA（数据选择 A） 

2.4.G.2.1 功能 

数据选择 A 指令，在给定的一组源数据中，选择其中某一个数据存储到指定

的地址单元。选择数据的地址为： 

  数据地址 = 数据起始地址 + 偏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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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G.2.2 指令格式 

 

图 2-36 DSELA指令格式 

2.4.G.2.3 控制条件 

ACT=0：DSELA 指令不执行。  

ACT=1：DSELA 指令执行。 

2.4.G.2.4 指令参数 

1) 数据起始地址：指定源数据在数据表中的起始地址。 

2) 偏移值：指定偏移值。可以为常数或数据表地址。 

3) 结果输出：指定存储结果输出的数据表地址。 

2.4.G.2.5 举例 

假设： 1）D010=10；D011=20；D012=30；D013=40；D014=50；  

2）R005=3 

下条指令执行后，将 D013 的值 40 存入到 D005，即 D0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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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 DSELA举例 

2.4.G.3  DSELB（数据选择 B） 

2.4.G.3.1 功能 

数据选择 B 指令，在给定的一组源数据中，选择其中某一个数据存储到指定

的地址单元。选择数据的地址为： 

  数据地址 = 数据起始地址 + 偏移值 

    数据选择 B 指令的偏移地址根据偏移地址寄存器中为 1 的位来计算，即若第

0 位为 1，则偏移地址为 0，第 1 位为 1，则偏移地址为 1，以此类推。若偏移地

址寄存器中有多位为 1，则只有最低位有效。 

2.4.G.3.2 指令格式 

 

图 2-38 DSELB指令格式 

2.4.G.3.3 控制条件 

ACT=0：DSELB 指令不执行。  

ACT=1：DSELB 指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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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G.3.4 指令参数 

1) 数据起始地址：指定源数据在数据表中的起始地址。 

2) 偏移值：指定偏移值。可以为常数或数据表地址。 

3) 选择结果存储地址：指定存储选择数据的地址（数据表）。 

2.4.G.3.5 举例 

假设： 1）D010=10；D011=20；D012=30；D013=40；D014=50；  

2）R5.4=1，其它位为 0； 

 

R5.4=1，即偏移地址为 4。下条指令执行后，将 D014 的值 50 存入到 D005，

即 D005=50。 

 

 

图 2-39 DSELB指令举例 

2.4.G.4  DSELC（数据选择 C） 

2.4.G.4.1 功能 

数据选择 C 指令，在给定的一组源数据中，选择其中某一个数据存储到指定

的地址单元。选择数据的地址为： 

  数据地址 = 数据起始地址 + 偏移值 

    与数据选择 A 指令按二进制方式读取数据不同的是，数据选择 C 指令执行时

按格雷码方式读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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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G.4.2 指令格式 

 

图 2-40  DSELC指令格式 

2.4.G.4.3 控制条件 

ACT=0：DSELC 指令不执行。  

ACT=1：DSELC 指令执行。 

 

2.4.G.4.4 指令参数 

1) 数据起始地址：指定源数据在数据表中的起始地址。 

2) 偏移值：指定偏移值。可以为常数或数据表地址。 

3) 选择结果存储地址：指定存储选择数据的地址（数据表）。 

2.4.G.4.5 举例 

假设： 1）D200=10；D201=20；D202=30；D203=40；D204=50；  

2）K08.1=1，K08.2=1，其余位为 0 

 

K08.1=1，K08.2=1，其余位为 0，按格雷码方式读取后，偏移地址为 4，下

条指令执行后，将 D204 的值 50 存入到 D400，即 D4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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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DSELC举例 

2.4.H:数学运算指令 

2.4.H.1  ADD（加法运算） 

2.4.H.1.1 功能 

ADD 指令实现两个数值的加法运算，并将运算结果存入指定的数据表地址空

间。 

2.4.H.1.2 指令格式 

 

图 2-42  ADD指令格式 

2.4.H.1.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ADD 指令。 

ACT=1：执行 ADD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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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1.4 指令参数 

1） 被加数 

指定被加数。有两种方式可以指定被加数：一是直接给常数（被加数的

数值），二是给出数据表中存储被加数的地址。 

2） 加数 

指定加数。有两种方式可以指定加数：一是直接给常数（加数的数值），

二是给出数据表中存储加数的地址。                                                                                                                                                                                                                                                   

3） 结果输出 

指定数据表中的存储地址，用于存储运算结果。 

2.4.H.1.5 结果输出 

本指令无结果输出。 

2.4.H.2  SUB（减法运算） 

2.4.H.2.1 功能 

SUB 指令实现两个数值的减法运算，并将运算结果存入指定的数据表地址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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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2.2 指令格式 

 

图 2-43  SUB指令格式 

2.4.H.2.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SUB 指令。 

ACT=1：执行 SUB 指令。 

2.4.H.2.4 指令参数 

1） 被减数 

指定被减数。有两种方式可以指定被减数：一是直接给常数（被减数的

数值），二是给出数据表中存储被减数的地址。 

2） 减数 

指定减数。有两种方式可以指定减数：一是直接给常数（减数的数值）， 

二是给出数据表中存储减数的地址。                                                                                                                                                                                                                                                   

3） 结果输出 

指定数据表中的存储地址，用于存储运算结果。 

2.4.H.2.5 结果输出 

本指令无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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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3  MUL（乘法运算） 

2.4.H.3.1 功能 

MUL 指令用于实现两个数值的乘法运算，并将运算结果存入指定的数据表地

址空间。 

2.4.H.3.2 指令格式 

 

图 2-44  MUL指令格式 

2.4.H.3.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MUL 指令。 

ACT=1：执行 MUL 指令。 

2.4.H.3.4 指令参数 

1）被乘数 

指定被乘数。有两种方式可以指定被乘数：一是直接给常数（被乘数的

数值），二是给出数据表中存储被乘数的地址。 

2）乘数 

指定乘数。有两种方式可以指定乘数：一是直接给常数（乘数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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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给出数据表中存储乘数的地址。                                                                                                                                                                                                                                                   

3）结果输出 

指定数据表中的存储地址，用于存储运算结果。 

2.4.H.4  DIV（除法运算） 

2.4.H.4.1 功能 

DIV 指令实现两个数值的除法运算，并将运算结果存入指定的数据表地址空

间。 

2.4.H.4.2 指令格式 

 

图 2-45  DIV指令格式 

2.4.H.4.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DIV 指令。 

ACT=1：执行 DIV 指令。 

2.4.H.4.4 指令参数 

1）被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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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被除数。有两种方式可以指定被除数：一是直接给常数（被除数的数

值），二是给出数据表中存储被除数的地址。 

2）除数 

指定除数（除数不能为 0）。有两种方式可以指定除数：一是直接给常数（除

数的数值），二是给出数据表中存储除数的地址。                                                                                                                                                                                                                                                   

3）结果输出 

指定数据表中的存储地址，用于存储运算结果。 

2.4.H.4.5 结果输出 

本指令无结果输出。 

2.4.H.5  AND（与运算） 

2.4.H.5.1 功能 

AND 指令实现两个数据的“与”运算，参加运算的两个数据，按二进制位进

行“与”运算（同时为真才为真）。并将运算结果存入指定的数据表地址空间。 

2.4.H.5.2 指令格式 

 

图 2-46  AND指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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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5.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AND 指令。 

ACT=1：执行 AND 指令。 

2.4.H.5.4 指令参数 

1） 数据 1、数据 2 

指定参与运算的两个数据。有两种方式可以指定数据：一是直接给常数

（数据的数值），二是给出数据表中存储数据的地址。                                                                                                                                                                                                                                               

2）结果输出 

指定数据表中的存储地址，用于存储运算结果。 

2.4.H.5.5 结果输出  

本指令无结果输出。 

2.4.H.6  OR（或运算） 

2.4.H.6.1 功能 

OR 指令实现两个数据的“或”运算，参加运算的两个数据，按二进制位进

行“或”运算（同时为假才为假）。并将运算结果存入指定的数据表地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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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6.2 指令格式 

 

图 2-47  OR指令格式 

2.4.H.6.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OR 指令。 

ACT=1：执行 OR 指令。 

2.4.H.6.4 指令参数 

1）数据 1、数据 2 

指定参与运算的两个数据。有两种方式可以指定数据：一是直接给常数

（数据的数值），二是给出数据表中存储数据的地址。                                                                                                                                                                                                                                               

2）结果输出 

指定数据表中的存储地址，用于存储运算结果。 

2.4.H.7  XOR（异或运算） 

2.4.H.7.1 功能 

XOR 指令实现两个数据的“异或”运算，参加运算的两个数据，按二进制位

进行“异或”运算（相同为假，不同为真）。并将运算结果存入指定的数据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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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2.4.H.7.2 指令格式 

 

图 2-48  XOR指令格式 

2.4.H.7.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XOR 指令。 

ACT=1：执行 XOR 指令。 

2.4.H.7.4 指令参数 

1）数据 1、数据 2 

指定参与运算的两个数据。有两种方式可以指定数据：一是直接给常数

（数据的数值），二是给出数据表中存储数据的地址。                                                                                                                                                                                                                                               

2）结果输出 

指定数据表中的存储地址，用于存储运算结果。 

2.4.H.7.5 结果输出  

本指令无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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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8  MOD(求余运算） 

2.4.H.8.1 功能 

MOD 指令实现对两个数据的“求余”运算，并将运算结果存入指定的数据

表地址空间。 

2.4.H.8.2 指令格式 

 

图 2-49  MOD指令格式 

2.4.H.8.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MOD 指令。 

ACT=1：执行 MOD 指令。 

2.4.H.8.4 指令参数 

1）数据 1、数据 2 

指定参与运算的两个数据。有两种方式可以指定数据：一是直接给常数

（数据的数值），二是给出数据表中存储数据的地址。                                                                                                                                                                                                                                               

2）结果输出 

指定数据表中的存储地址，用于存储运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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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通道控制指令 

2.4.I.1  CHMOD(通道工作模式) 

2.4.I.1.1 功能 

 CHMOD 指令为指定通道设定工作模式。 

2.4.I.1.2 指令格式 

 

图 2-50  CHMOD指令格式 

2.4.I.1.3 控制条件 

ACT=0：CHMOD 指令不执行。  

ACT=1：CHMOD 指令执行。 

2.4.I.1.4 指令参数 

1) 通道号 

      所要设定通道的通道号； 

2）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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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该通道的工作模式； 

0：回参考点；1：手动；2：手轮；3：自动 

2.4.I.2  CHAXMOD(通道轴控制模式) 

2.4.I.2.1 功能 

        CHAXMOD 指令为指定通道内通道轴的控制模式。 

2.4.I.2.2 指令格式 

 

图 2-51  CHAXMOD指令格式 

2.4.I.2.3 控制条件 

ACT=0：CHAXMOD 指令不执行；  

ACT=1：CHAXMOD 指令执行； 

2.4.I.2.1 指令参数 

1) 通道号 

      所要设定通道的通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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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道轴号 

  设定通道内的通道轴号； 

3) 控制模式 

  设定该通道轴的控制模式； 

0-通道控制；1－速度控制；2－位置控制；3－回零控制 

2.4.I.3  CHAXROT(通道轴旋转控制) 

2.4.I.3.1 功能 

 CHAXROT 指令为指定通道轴进行方向和转速控制。 

2.4.I.3.2 指令格式 

 

图 2-52  CHAXROT指令格式 

2.4.I.3.3 控制条件 

(1)、指定移动方向 

ACT1=1：CHAXROT 指令执行正向移动；  

ACT2=1：CHAXROT 指令执行负向移动； 

 

(2)、指令执行允许条件 

ACT3=0：不执行 CHAXROT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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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3=1：执行 CHAXROT 指令； 

2.4.I.3.4 指令参数 

1) 通道号 

      所要设定通道的通道号； 

2）通道轴号 

   设定通道内的通道轴号； 

3）转速选择 

      指定控制该通道轴的转速来源（数据表地址）； 

4）修调% 

     指定该通道轴转速的修调倍率。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为

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通道轴修调的倍率；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数据表地

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通道轴修调的倍率。 

2.4.I.4  CHAXSPD(通道轴速度控制) 

2.4.I.4.1 功能 

 CHAXSPD 指令为指定通道轴进行方向和速度控制。 

2.4.I.4.2 指令格式 

 

图 2-52  CHAXSPD指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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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4.3 控制条件 

(1)、指定移动方向 

ACT1=1：CHAXSPD 指令执行正向移动；  

ACT2=1：CHAXSPD 指令执行负向移动； 

 

(2)、指令执行允许条件 

ACT3=0：不执行 CHAXSPD 指令； 

ACT3=1：执行 CHAXSPD 指令； 

2.4.I.4.4 指令参数 

1) 通道号 

      所要设定通道的通道号； 

2）通道轴号 

   设定通道内的通道轴号； 

3）速度选择 

      指定控制该通道轴的速度来源（数据表地址）； 

4）修调% 

     指定该通道轴速度的修调倍率。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为

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通道轴修调的倍率；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数据表地

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通道轴修调的倍率。 

 

2.4.I.5  CHAXPOS(通道轴位置控制) 

2.4.I.5.1 功能 

 CHAXPOS 指令为指定通道轴进行位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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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5.2 指令格式 

 

图 2-53  CHAXPOS指令格式 

2.4.I.5.3 控制条件 

(1)、指令启动信号 

ACT1=0：CHAXPOS 指令不启动； 

ACT1=1：CHAXPOS 指令启动； 

 

(2)、指令运行控制信号 

ACT2=0：CHAXPOS 指令停止运行； 

ACT2=1：CHAXPOS 指令运行； 

 

(3)、指令执行允许条件 

ACT3=0：CHAXPOS 指令不执行；  

ACT3=1：CHAXPOS 指令执行； 

2.4.I.5.4 指令参数 

1) 通道号 

      所要设定通道的通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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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道轴号 

   设定通道内的通道轴号； 

3）目标位置 

  所控制通道轴的目标位置。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 

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通道轴的目标位置；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

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通道轴的目标位置； 

4）速度选择 

        指定控制该通道轴的速度来源。可以设置为通道参数所对应的速度档 

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为速度档时，所对应的参数即为该通道轴的速度

来源；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通道轴的

速度来源； 

5）修调% 

          指定该通道轴速度的修调倍率。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

设置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通道轴修调的倍率；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

时，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通道轴修调的倍率。 

 

2.4.I.6  CHAXINC(通道轴增量控制) 

2.4.I.6.1 功能 

 CHAXINC 指令为指定通道轴进行增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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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6.2 指令格式 

 

图 2-54  CHAXINC指令格式 

2.4.I.6.3 控制条件 

(1)、指令启动信号 

ACT1=0：CHAXINC 指令不启动； 

ACT1=1：CHAXINC 指令启动； 

 

(2)、指令运行控制信号 

ACT2=0：CHAXINC 指令停止运行； 

ACT2=1：CHAXINC 指令运行； 

 

(3)、指令执行允许条件 

ACT3=0：CHAXINC 指令不执行；  

ACT3=1：CHAXINC 指令执行； 

2.4.I.6.4 指令参数 

1) 通道号 

      所要设定通道的通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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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道轴号 

   设定通道内的通道轴号； 

3）增量位置 

  所控制通道轴的增量位置。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 

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通道轴的增量位置；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

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通道轴的增量位置； 

4）速度选择 

        指定控制该通道轴的速度来源。可以设置为通道参数所对应的速度档 

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为速度档时，所对应的参数即为该通道轴的速度

来源；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通道轴的

速度来源； 

5）修调% 

          指定该通道轴速度的修调倍率。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

设置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通道轴修调的倍率；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

时，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通道轴修调的倍率。 

 

2.4.I.7  CHAXHOME(通道轴回参考点) 

2.4.I.7.1 功能 

 CHAXHOME 指令为指定的通道轴进行回参考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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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7.2 指令格式 

 

图 2-55  CHAXHOME指令格式 

2.4.I.7.3 控制条件 

(1)、通道轴回参考点方向触发条件 

ACT1=1：CHAXHOME 指令执行正向回零； 

ACT2=1：CHAXHOME 指令执行负向回零； 

 

(2)、ATC3：通道轴回零开关或回零挡块信号触发条件； 

 

(3)、通道轴回参考点终止触发条件 

ACT4=1：CHAXHOME 指令终止执行； 

 

(4)、指令执行允许条件 

ACT5=0：CHAXHOME 指令不执行；  

ACT5=1：CHAXHOME 指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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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7.4 指令参数 

1) 通道号 

      设定回参考点通道的通道号； 

2）通道轴号 

   设定该通道内的通道轴号； 

3）修调% 

          设定该通道轴回参考点速度的修调倍率。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

地址。当设置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通道轴修调的倍率；当设置为数

据表地址时，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通道轴修调的倍率。 

2.4.I.8  CHPOSCHK(通道轴位置检测) 

2.4.I.8.1 功能 

 CHPOSCHK 指令为指定的通道轴进行位置检测。 

2.4.I.8.2 指令格式 

 

图 2-56  CHPOSCHK指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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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8.3 控制条件 

ACT=0：CHPOSCHK 指令不执行。  

ACT=1：CHPOSCHK 指令执行。 

2.4.I.8.4 指令参数 

1) 通道号 

      设定位置检测通道的通道号； 

2）通道轴号 

   设定该通道内的通道轴号； 

3）位置 

      设定通道轴位置检测的位置值。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

设置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通道轴位置检测的位置值；当设置为数据

表地址时，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通道轴位置检测的位置值； 

4）允差 

      设定通道轴位置检测的允差范围。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

当设置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通道轴位置检测的允差范围；当设置为

数据表地址时，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通道轴位置检测的允差范

围。 

2.4.I.9  BREAKCHK(通道断点位置检测) 

2.4.I.9.1 功能 

 CHPOSCHK 指令为指定的通道轴进行断点位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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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9.2 指令格式 

 

图 2-57  BREAKCHK指令格式 

2.4.I.9.3 控制条件 

ACT=0：BREAKCHK 指令不执行；  

ACT=1：BREAKCHK 指令执行； 

2.4.I.9.4 指令参数 

1) 通道号 

      设定断点位置检测通道的通道号； 

2.4.I.10  CYCLE(通道循环启动) 

2.4.I.10.1 功能 

 CYCLE 指令为指定的通道进行程序循环启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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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10.2 指令格式 

 

图 2-58  CYCLE指令格式 

2.4.I.10.3 控制条件 

ACT=0：CYCLE 指令不执行；  

ACT=1：CYCLE 指令执行； 

2.4.I.10.4 指令参数 

1) 通道号 

      设定位置检测通道的通道号； 

2.4.I.11  HOLD(通道进给保持) 

2.4.I.11.1 功能 

 HOLD 指令为指定的通道进行程序进给保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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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11.2 指令格式 

 

图 2-59  HOLD指令格式 

2.4.I.11.3 控制条件 

ACT=0：HOLD 指令不执行；  

ACT=1：HOLD 指令执行； 

2.4.I.11.4 指令参数 

1) 通道号 

      设定位置检测通道的通道号； 

2.4.J:轴控制指令 

2.4.J.1  AXMOD(轴控制模式) 

2.4.J.1.1 功能 

 AXMOD 指令为指定的物理轴设定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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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1.2 指令格式 

 

图 2-60  AXMOD指令格式 

2.4.J.1.3 控制条件 

ACT=0：AXMOD 指令不执行；  

ACT=1：AXMOD 指令执行； 

2.4.J.1.4 指令参数 

1) 物理轴号 

      所要设定物理轴的轴号； 

2）控制模式 

   设定该物理轴的控制模式； 

0-通道控制；1－速度控制；2－位置控制；3－回零控制 

2.4.J.2  AXROT(轴转速控制) 

2.4.J.2.1 功能 

 AXROT 指令为指定的物理轴进行转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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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2.2 指令格式 

 

图 2-61  AXROT指令格式 

2.4.J.2.3 控制条件 

(1)、指定移动方向 

ACT1=1：AXROT 指令执行正向移动；  

ACT2=1：AXROT 指令执行负向移动； 

 

(2)、指令执行允许条件 

ACT3=1：执行 AXROT 指令； 

ACT3=0：不执行 AXROT 指令； 

2.4.J.2.4 指令参数 

1) 物理轴号 

      所要控制物理轴的轴号； 

2）转速选择 

      指定控制该物理轴的转速来源（数据表地址）； 

3）修调% 

     指定该物理轴转速的修调倍率。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为

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物理轴速度修调的倍率；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数据

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物理轴速度修调的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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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3  AXSPD(轴速度控制) 

2.4.J.3.1 功能 

 AXSPD 指令为指定的物理轴进行速度控制。 

2.4.J.3.2 指令格式 

 

图 2-61  AXSPD指令格式 

2.4.J.3.3 控制条件 

(1)、指定移动方向 

ACT1=1：AXSPD 指令执行正向移动；  

ACT2=1：AXSPD 指令执行负向移动； 

 

(2)、指令执行允许条件 

ACT3=1：执行 AXSPD 指令； 

ACT3=0：不执行 AXSPD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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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3.4 指令参数 

1) 物理轴号 

      所要控制物理轴的轴号； 

2）速度选择 

      指定控制该物理轴的速度来源（数据表地址）； 

3）修调% 

     指定该物理轴速度的修调倍率。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为

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物理轴速度修调的倍率；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数据

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物理轴速度修调的倍率。 

2.4.J.4  AXPOS(轴位置控制) 

2.4.J.4.1 功能 

 AXPOS 指令为指定的物理轴进行位置控制。 

2.4.J.4.2 指令格式 

 

图 2-62  AXPOS指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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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4.3 控制条件 

(1)、指令启动信号 

ACT1=0：AXPOS 指令不启动； 

ACT1=1：AXPOS 指令启动； 

 

(2)、指令运行控制信号 

ACT2=0：AXPOS 指令停止运行； 

ACT2=1：AXPOS 指令运行； 

 

(3)、指令执行允许条件 

ACT3=0：AXPOS 指令不执行；  

ACT3=1：AXPOS 指令执行； 

2.4.J.4.4 指令参数 

1) 物理轴号 

      所要控制物理轴的轴号； 

2）目标位置 

   所控制物理轴的目标位置。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

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物理轴的目标位置；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

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物理轴的目标位置； 

3）速度选择 

      指定控制该物理轴的速度来源（常数或数据表地址）；  

4）修调% 

     指定该物理轴速度的修调倍率。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为

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物理轴速度修调的倍率；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数据

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物理轴速度修调的倍率。 

 



                  DEALOUR 数控系统 PLC 编程说明书 

 

 76 

2.4.J.5  AXINC(轴增量控制) 

2.4.J.5.1 功能 

 AXINC 指令为指定的物理轴进行增量控制。 

2.4.J.5.2 指令格式 

 

图 2-62  AXINC指令格式 

2.4.J.5.3 控制条件 

(1)、指令启动信号 

ACT1=0：AXINC 指令不启动； 

ACT1=1：AXINC 指令启动； 

 

(2)、指令运行控制信号 

ACT2=0：AXINC 指令停止运行； 

ACT2=1：AXINC 指令运行； 

 

(3)、指令执行允许条件 

ACT3=0：AXINC 指令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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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3=1：AXINC 指令执行； 

2.4.J.5.4 指令参数 

1) 物理轴号 

      所要控制物理轴的轴号； 

2）增量位置 

   所控制物理轴的增量位置。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

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物理轴的增量位置；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

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物理轴的增量位置； 

3）速度选择 

      指定控制该物理轴的速度来源（常数或数据表地址）； 

4）修调% 

     指定该物理轴速度的修调倍率。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为

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物理轴速度修调的倍率；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数据

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物理轴速度修调的倍率。 

 

2.4.J.6  AXHOME(轴回参考点) 

2.4.J.6.1 功能 

 AXHOME 指令为指定的物理轴进行回参考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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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6.2 指令格式 

 

图 2-64  AXHOME指令格式 

2.4.J.6.3 控制条件 

(1)、轴回参考点方向触发条件 

ACT1=1：AXHOME 指令执行正向回零； 

ACT2=1：AXHOME 指令执行负向回零； 

 

(2)、ATC3：轴回零开关或回零挡块信号触发条件； 

 

(3)、轴回参考点终止触发条件 

ACT4=1：AXHOME 指令终止执行； 

 

(4)、指令执行允许条件 

ACT5=0：AXHOME 指令不执行；  

ACT5=1：AXHOME 指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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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6.4 指令参数 

1) 物理轴号 

      所要控制物理轴的轴号； 

2）修调% 

     指定该物理轴速度的修调倍率。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为

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物理轴回参考点速度修调的倍率；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

时，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物理轴回参考点速度修调的倍率。 

2.4.J.7  POSCHK(轴位置检测) 

2.4.J.7.1 功能 

 POSCHK 指令为指定的物理轴进行位置检测。 

2.4.J.7.2 指令格式 

 

图 2-65  POSCHK指令格式 

2.4.J.7.3 控制条件 

ACT=0：POSCHK 指令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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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1：POSCHK 指令执行； 

2.4.J.7.4 指令参数 

1) 物理轴号 

      所要检测物理轴的轴号； 

2）位置 

      设定轴位置检测的位置值。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

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轴位置检测的位置值；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

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轴位置检测的位置值； 

4）允差 

          设定轴位置检测的允差范围。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

置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该轴位置检测的允差范围；当设置为数据表地

址时，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该轴位置检测的允差范围。 

2.4.J.8  SPCTRL（模拟量主轴） 

2.4.J.8.1 功能 

以模拟量的方式，通过 PLC 控制主轴的方向和转速。 

2.4.J.8.2 指令格式 

 

图 2-66 SPCTRL指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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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8.3 控制条件 

ACT=0：停止主轴的转动； 

ACT=1；主轴的状态由 SPCTRL 指令控制； 

2.4.J.8.4 指令参数 

主轴号  ：设置 PLC 主轴的端口号； 

转速设置：设置主轴的旋转速度，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设置为常数， 

则所设常数即为转速；如果设置为数据表地址，则数据表地址所对应

的数值即为转速；单位：转/分 

修调%  ：指定主轴速度的修调倍率。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当设置

为常数时，所设常数即为主轴速度修调的倍率；当设置为数据表地址时，数据表

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主轴速度修调的倍率。 

 

2.4.J.8.5 结果输出 

本指令无结果输出。 

2.4.K:通讯指令 

2.4.K.1  MBOPEN（MODBUS 打开） 

2.4.K.1.1 功能 

MBOPEN 指令用于打开 MODBUS 通讯。 

2.4.K.1.2 指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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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   MBOPEN 指令格式 

2.4.K.1.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MBOPEN 指令； 

ACT=1：执行 MBOPEN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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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K.1.4 指令参数 

2.4.K.1.5 结果输出 

2.4.K.2  MBCLOSE（MODBUS 关闭） 

2.4.K.2.1 功能 

2.4.K.2.2 指令格式 

 

图 2-68 MBCLOSE 指令格式 

2.4.K.2.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MBCLOSE 指令； 

ACT=1：执行 MBCLOSE 指令； 



                  DEALOUR 数控系统 PLC 编程说明书 

 

 84 

2.4.K.2.4 指令参数 

2.4.K.3  MBCOMMU（MODBUS 通讯） 

2.4.K.3.1 功能 

2.4.K.3.2 指令格式 

 

图 2-69   MSG指令梯形图格式 

2.4.K.3.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MSG 指令； 

ACT 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窗口消息指令启动，PLC 向提示窗口栏发送 PLC

消息号对应的消息内容； 

2.4.K.3.4 指令参数 

2.4.K.3.5 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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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L:其他指令 

2.4.L.1  ROT（旋转指令） 

2.4.L.1.1 功能 

ROT 指令用于回转控制，如刀库的旋转控制。其功能包括： 

3） 选择最短路径旋转方向； 

4） 计算目标位置的位置或当前位置到目标位置的步数； 

5） 计算目标前一位置的位置或到目标位置前一位置的步数。 

2.4.L.1.2 指令格式 

 

 

图 2-70   ROT指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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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L.1.3 控制条件 

1） 指定转台的起始位置号 

RN0=0：转台的位置号由 0 开始； 

RN0=1：转台的位置号由 1 开始； 

2） 指定是否选择最短路径旋转方向 

DIR=0：不选择短路径，旋转方向始终为正向； 

DIR=1：选择最短路径旋转方向； 

3） 指定操作条件 

POS=0：计算目标位置； 

POS=1：计算目标位置前一位置； 

4） 指定计算位置或步数  

INC=0：计算位置数； 

INC=1：计算步数； 

5） 指令执行允许条件 

ACT=0：不执行 ROT 指令，ROT 输出没有变化； 

ACT=1：执行 ROT 指令； 

2.4.L.1.4 指令参数 

1） 转台分度数 

用于指定转台的分度个数，如刀库的刀位数，可以输入常数或该常数在

数据表中的存储地址； 

2） 当前位置地址 

给定当前位置号的存储地址，如刀库的当前刀位号； 

3） 目标位置地址 

给出目标位置号的存储地址，如刀库所要选刀的刀位号； 

4） 计算结果输出地址 

给出计算结果（目标位置或距目标位置的步数）的存储地址。 

2.4.L.1.5 结果输出 

指令输出结果为正反转信号：计算结果为正转时输出低电平，计算结果为反

转时输出为高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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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L.2  DAOUT（模拟量输出） 

2.4.L.2.1 功能 

以模拟量电压输出的方式，通过 PLC 控制主轴的转速。 

2.4.L.2.2 指令格式 

 

图 2-71 DAOUT指令格式 

2.4.L.2.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DAOUT 指令； 

ACT=1：主轴的速度由 DAOUT 指令控制； 

2.4.L.2.4 指令参数 

端口号：设置 PLC 主轴的端口号； 

当前值：设置主轴的旋转速度，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设置为常数， 

则所设常数即为转速；如果设置为数据表地址，则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

数值即为转速；单位：转/分 

最大值：设置 10V 电压所对应的主轴最大转速。可以设置为常数或者数据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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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常数，则所设常数即为 10V 电压对应的最大转速；如果设置为数

据表地址，则数据表地址所对应的数值即为 10V 电压对应的最大转速。  

2.4.L.3  MSG（窗口消息） 

2.4.L.3.1 功能 

通过 PLC 向系统的提示窗口栏发送提示消息。 

2.4.L.3.2 指令格式 

 

图 2-72   MSG指令梯形图格式 

2.4.L.3.3 控制条件 

ACT=0：不执行 MSG 指令； 

ACT 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窗口消息指令启动，PLC 向提示窗口栏发送 PLC

消息号对应的消息内容； 

2.4.L.3.4 指令参数 

PLC 消息号：用于指定所使用的 MSG（窗口消息）的 ID 号。本系统 PLC 共指定

有 200 个 PLC 消息，PLC 消息号设定范围为 1 到 200。所输出的消息内容由【PLC

消息】窗口表中所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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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L.3.5 结果输出 

本指令无结果输出。 

 

3 附录: PLC 信号表 

3.1  CNC 侧输入信号(F) 

CNC 侧输入信号由 CNC 输入到 PLC 控制模块。下表所列为 CNC 系统已定

义和使用的输入信号。 

 

信号 定义 

F0 

系统状态寄存器 

F0.0 系统复位 

F0.5 系统报警 

F0.16~F0.19 通道 0~通道 3 使能 

F5 系统计时器（毫秒） 

F6 手摇计数器 

F7 

手摇状态寄存器 

F7.0~F7.4 手摇轴选 X/Y/Z/4/5 

F7.5~F7.8 手摇倍率 X1/X10/X100/X1000 

F7.9 手摇急停 

F7.10~F7.11 手摇轴选 6/7 

F10 F10.0 Kaiyuan-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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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型号标志 
F10.1 Kaiyuan-M5Plus-V 

F10.2 Kaiyuan-M5Plus-H 

F10.3 Kaiyuan-M5-II 

F10.4 Master-X6 

F10.5 Master-X6Plus-V 

F10.6 Master-X6Plus-H 

 FB20.0 当前通道号 

 F20.8~F20.11 通道 0~3 状态位 

 FB21.0~FB21.3 通道同步寄存器(0-3) 

F[50+50*X] 

 

通道 0~3 

状态字 

F50.0 工作模式: 回参考点 

F50.1 工作模式: 手动 

F50.2 工作模式: 手轮 

F50.3 工作模式: 自动 

F50.5 工作模式: 示教 

F50.6 工作模式: 再现 

F50.7 工作模式: 远程 

F50.17 通道复位 

F50.20 通道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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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1+50*X] 

 

通道 0~3 

轴安装标志字 

F51.0 轴 0 安装标志 

F51.1 轴 1 安装标志 

F51.2 轴 2 安装标志 

F51.3 轴 3 安装标志 

F51.4 轴 4 安装标志 

F51.5 轴 5 安装标志 

F51.6 轴 6 安装标志 

F51.7 轴 7 安装标志 

F51.8 轴 8 安装标志 

F[52+50*X] 

 

通道 0~3 

程序状态字 

F52.0 自动程序运行 

F52.1 MDI 程序运行 

F52.2 进给保持 

F52.3 程序停止 

F52.4 自动程序就绪 

F52.5 MDI 模式 

F52.6 MDI 指令就绪 

F52.7 RTCP 开启标志 

F52.10 单段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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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2.14 程序校验 

F52.17 MST 锁 

F52.24 程序中断标志 

F52.29 顺时针圆弧 

F52.30 逆时针圆弧 

F52.31 刚性攻丝 

F[80+50*X] 
通道 0~3 

轴状态寄存器 

F[80+X] 

 

轴 0~轴 8 

状态寄存器 

F80.0 轴 0 控制模式（位 0） 

F80.1 轴 0 控制模式（位 1） 

F80.2 轴 0 控制模式（位 2） 

F80.4 轴 0 零速 

F80.5 轴 0 位置锁 

F80.8 轴 0 回零状态 

F80.9 轴 0 回零完成 

F80.10 轴 0 伺服准备好 

F80.11 轴 0 伺服使能 ON 

F80.12 轴 0 伺服速度控制模式 

F80.15 轴 0 伺服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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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0.16 轴 0 正向移动状态 

F80.17 轴 0 负向移动状态 

F80.18 
轴 0 位置控制完成 

（到达目标位置） 

F80.19 
轴 0 位置控制终止 

（不一定到达目标位置） 

F80.24 轴 0 第 1 参考点到位 

F80.25 轴 0 第 2 参考点到位 

F80.26 轴 0 第 3 参考点到位 

F80.27 轴 0 第 4 参考点到位 

F80.28 轴 0 第 5 参考点到位 

F80.29 轴 0 第 6 参考点到位 

F[500+X*10] 

 

物理轴 0~15 

状态寄存器 

F500.0 轴 0 控制模式（位 0） 

F500.1 轴 0 控制模式（位 1） 

F500.2 轴 0 控制模式（位 2） 

F500.4 轴 0 零速 

F500.5 轴 0 位置锁 

F500.8 轴 0 回零状态 

F500.9 轴 0 回零完成 

F500.10 轴 0 伺服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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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00.11 轴 0 伺服使能 

F500.12 轴 0 伺服速度控制模式 

F500.15 轴 0 伺服在线 

F500.16 轴 0 正向移动状态 

F500.17 轴 0 负向移动状态 

F500.18 
轴 0 位置控制完成 

（到达目标位置） 

F500.19 
轴 0 位置控制终止 

（不一定到达目标位置） 

F500.24 轴 0 第 1 参考点到位 

F500.25 轴 0 第 2 参考点到位 

F500.26 轴 0 第 3 参考点到位 

F500.27 轴 0 第 4 参考点到位 

F500.28 轴 0 第 5 参考点到位 

F500.29 轴 0 第 6 参考点到位 

主轴 0 寄存器 

F660.0 正转 

F600.1 反转 

F600.4 位置模式 

F660.16 主轴准备好 

F660.17 定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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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60.18 零速 

F660.19 速度到达 

F660.20 报警 

 

3.2  CNC 侧输出信号(G) 

CNC 侧输出信号由 PLC 控制模块输出到 CNC，并由 CNC 进行处理的信号。 

下表所列为 CNC 系统已定义并使用的输出信号。 

 

信号 定义 

G0 

系统控制寄存

器 

G0.0 系统急停 

G0.1 系统复位 

G0.5 PLC 运行使能 

G0.9 用户操作员权限 

G0.10 用户管理员权限 

 

 

 

 

G[50+50*X] 

 

通道 0~3 

控制字 

G50.0 工作模式: 回参考点 

G50.1 工作模式: 手动 

G50.2 工作模式: 手轮 

G50.3 工作模式: 自动 

G50.5 工作模式: 示教 

G50.6 工作模式: 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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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0.7 工作模式: 远程 

G50.16 通道急停 

G50.17 通道复位 

G50.20 紧急刹车 

G50.24 伺服复位 

G50.25 伺服使能 

G50.31 伺服速度模式切换 

G[52+50*X] 

 

通道 0~3 

程序控制字 

G52.0 程序启动 

G52.1 进给保持 

G52.2 程序停止 

G52.3 程序复位 

G52.4 MDI 模式 

G52.10 单段 

G52.11 跳段 

G52.12 空运行 

G52.13 M01 使能 

G52.14 程序校验 

G52.17 辅助（MST）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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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2.20 单周模式 

G52.21 重复模式 

G52.25 运行中断服务程序 1 

G52.26 运行中断服务程序 2 

G52.27 运行中断服务程序 3 

G52.28 运行中断服务程序 4 

G52.29 运行中断服务程序 5 

G[53+50*X] 

 

通道 0~3 

手动控制字 

G53.0 
手动坐标系选择 

（实轴坐标系） 

G53.1 
手动坐标系选择 

（世界坐标系） 

G53.2 
手动坐标系选择 

（局部坐标系） 

G53.3 
手动坐标系选择 

（工具坐标系） 

G53.4 
手动坐标系选择 

（圆柱坐标系） 

G53.8 手动速度选择（1 档） 

G53.9 手动速度选择（2 档） 

G53.10 手动速度选择（3 档） 

G53.11 手动速度选择（4 档） 

G53.15 手动 RTCP 使能 

 

 
G54.0 手摇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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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4+50*X] 

 

通道 0~3 

手摇控制字 

G54.1 手摇中断 

G54.2 清除手摇中断量 

G54.3 保存手摇中断量 

G54.8 手摇倍率 X1 

G54.9 手摇倍率 X10 

G54.10 手摇倍率 X100 

G54.11 手摇倍率 X1000 

G54.16 手摇轴选 X 

G54.17 手摇轴选 Y 

G54.18 手摇轴选 Z 

G54.19 手摇轴选 4 

G54.20 手摇轴选 5 

G54.21 手摇轴选 6 

G[58+50*X] 

 

通道 0~3 

修调控制字 

G58.0 进给修调 

G58.1 快移修调 

G58.2 主轴修调 

G[60+50*X] 

 

通道 0~3 

G60.0 1 号侧头输入信号 

G60.1 2 号侧头输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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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头信号 
G60.2 3 号侧头输入信号 

G60.3 4 号侧头输入信号 

G60.4 5 号侧头输入信号 

G60.5 6 号侧头输入信号 

G[63+50*X] 

通道 0~3      

Z 轴同步控制 

G63.0~G63.31 通道 0: Z0~Z31 同步 

G[80+50*X] 
通道 0~3 

轴控制寄存器 

G[80+X] 

通道 0 轴 0~轴 8 

状态寄存器 

 

G[130+X] 

通道 1 轴 0~轴 8 

状态寄存器 

 

G[180+X] 

通道 1 轴 0~轴 8 

状态寄存器 

 

G[230+X] 

通道 1 轴 0~轴 8 

状态寄存器 

 

G80.0 轴 0 控制模式（位 0） 

G80.1 轴 0 控制模式（位 1） 

G80.2 轴 0 控制模式（位 2） 

G80.4 紧急刹车 

G80.5 位置锁 

G80.6 正向限位开关 

G80.7 负向限位开关 

G80.8 正向回零 

G80.9 负向回零 

G80.10 终止回零 

G80.11 回零开关 

G80.12 外部 Z 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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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0.14 正向旋转 

G80.15 负向旋转 

G80.16 正向移动 

G80.17 负向移动 

G80.18 位置控制启动 

G80.20 指令重置 

G80.21 禁止检测跟随误差 

G80.22 第二软限位使能 

G80.24 伺服复位 

G80.25 伺服使能 

G80.31 伺服速度模式切换 

G[500+X*10] 

 

物理轴 0~15 

状态寄存器 

G500.0 轴 0 控制模式（位 0） 

G500.1 轴 0 控制模式（位 1） 

G500.2 轴 0 控制模式（位 2） 

G500.4 紧急刹车 

G500.5 位置锁 

G500.6 正向限位开关 

G500.7 负向限位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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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00.8 正向回零 

G500.9 负向回零 

G500.10 终止回零 

G500.11 回零开关 

G500.12 外部 Z 脉冲 

G500.14 正向旋转 

G500.15 负向旋转 

G500.16 正向移动 

G500.17 负向移动 

G500.18 位置控制启动 

G500.20 指令复位 

G500.21 禁止检测跟随误差 

G500.22 第二软限位使能 

G500.31 伺服速度模式切换 

 G501.0 解除同步 

G[502+10*X] 物理轴 0~15 目标位置 

G[503+10*X] 物理轴 0~15 速度选择 

G[504+10*X] 物理轴 0~15 速度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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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08+10*X] 伺服扩展控制寄存器 - 指令速度 

主轴 0 控制字 

G660.4/G660.16 切换到位置模式 

G660.17 使能 

G660.18 定向 

G660.19 反转 

G660.20 正转 

G660.21 复位 

G662 主轴 0 指令转速 

G663.0 主轴 0 倍率 

 

3.3  内部寄存器(R) 

内部寄存器地址范围 R00.x~R99.x。 

3.4  控制面板按键信号(K/L) 

按键的输出信号用于控制按键指示灯的亮或灭。 

按键输入信号以 K 表示，输出信号以 L 表示。 

3.5  机床侧输入/输出信号(X/Y) 

见机床厂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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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数据表(D) 

数据表是可以由 PLC 程序读写的数据存储区，地址范围 0~4999。其中 D0 

~D1999 为非易失性存储区，其中存储的数据即使断电也不丢失。其余的数据表

地址均为易失性存储区，其中存储的数据断电后丢失，重新上电时均复位为 0。 

下表所列为 CNC 定义并使用的数据表存储单元。 

 

地址 用途 备注 

D1000 刀库容量  

D1001 刀库表偏移地址  

D1002 刀套类型表偏移地址  

D1003 刀具类型表偏移地址  

D1010 主轴刀具号 存储主轴上所用刀具的刀具号，该单元

值为 0 时表示主轴上没有刀具。 

D1011 主轴刀具类型  

D1012 当前刀套号 刀库在换刀位置上的刀位号。 

D1015 S 指令存储单元 存储 CNC 送来的 S 指令。 

D1016 T 指令存储单元 存储 CNC 送来的 T 指令，供换刀用。 

D1016.16 T 指令信号 执行 T 指令时，该数据表置为 1 

D1020 主轴最大转速  

D1100~D1139 工件计数 1~20 占用 依次为 1~10 号工件的统计设置单元。每

个工件占用两个连续单元，第一单元存

储该工件统计的预置值，第二单元存储

该工件统计值。 

D1700~D1723 刀套刀具号 24 个刀套上的刀具号 

D1800~D1823 刀套类型 24 个刀套的类型 

D1900~D1923 刀具类型 24 把刀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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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断电保存寄存器(B) 

PLC 断电保存寄存器，总共 20 双字（640 点），可作为线圈输出。 

断点保存寄存器在 PLC 程序中用 B 表示。 

断点保存寄存器亦可作为 PLC 参数使用，用户可自定义每项参数的用途。 

 

3.8  定时器寄存器(T) 

     定时器寄存器是可以由 PLC 程序读写的数据存储区，地址范围 0~99。 

 

地址 用途 备注 

T0000~T0099 定时器 1~50

占用 

依次为定时器 1~50 的存储单元。每个定

时器占用两个连续的单元，第一单元存储

该定时器器预置值，后一单元存储该定时

器计数值。50 个定时器共占用 50×2=100

个单元。 

 

3.9  计数器寄存器(C) 

计数器寄存器是可以由 PLC 程序读写的数据存储区，地址范围 0~39。 

 

地址 用途 备注 

C0000~C0039 计数器 1~20

占用 

依次为计数器 1~20 的存储单元。每个计

数器占用两个连续的单元，第一单元存储

该计数器器预置值，后一单元存储该计数

器计数值。20 个计数器共占用 50×2=40

个单元。 

3.10  报警寄存器(A) 

报警寄存器是可以由 PLC 程序读写的数据存储区，地址范围 0.x~69.x。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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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PLC 线圈输出。 

报警寄存器在 PLC 程序中用 A 表示。 

报警寄存器亦可作为 PLC 参数使用，用户可自定义每项参数的用途。 

下表所列为 CNC 定义并使用的报警寄存器。 

 

地址 信号定义 

A0.0 序列号错误 

A0.1 系统未注册 

A0.2 系统使用到期 

A0.3 超过最大控制轴数 

A0.5 系统版本不一致 

A0.10 系统复位 

A0.11 系统急停 

A0.15 PLC 已停止运行 

A1.0 通道急停 

A1.2 通道复位 

A1.3 程序错误 

A1.5 机床不在断点位置 

A1.10 测头未触发 

A5.0 未回零 

A5.1 回零失败 

A5.2 绝对位置初始化失败 

A5.3 伺服参数上传失败 

A5.4 伺服参数下载失败 

A5.5 正向超程 

A5.6 负向超程 

A5.7 正向软限位 

A5.8 负向软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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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0 跟随误差过大 

A5.11 超速 

A5.16 存储数据丢失 

 

4 说明书改版履历 

版本号 修  改  内  容 适用软件 

V1.0  V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