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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产生了调高器的报警，软件右下方会出现“允许轴运动”和“报警复位”

的按钮，点击“允许轴运动”后，才能控制机床运动。 

 

4.3 手动测试 

控制台手动控制部分功能如下图所示： 

 

带有“ ”图标的按钮，在相应的设备打开之后将会变成“ ”样式。其中

“ ”按钮是按下开启激光，放开关闭激光，形成点射；其他的按钮则是按下

切换，放开不执行任何动作，例如“ ”，按下吹气，再次按下则关闭吹气。根

据激光器的不同，“ ”在按下后可能会过一段之间才会变成“ ”样式，此

状态时从激光器读取而来的。“ ”使激光器发出红光。 

请注意，所有的按钮动作都需要机床上对应的部件支持，如果机床并没有配置这些部

件，或者平台参数配置不正确，部分按钮可能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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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可以记录机床当前位置，之后当需要的时候，单击

“ ”可以返回之前记录的位置。总共可以记录 6 个位置，由

“ ”选择。 

4.4 软限位保护 

为了保护机床，CypCut 内置软限位保护，可以通过控制台上的“ ”

选项开启和关闭，默认开启。 

启用软限位保护之后，如果软件检测到运动可能超出行程范围，就会提示“运动已超

出行程范围”，不发出任何运动指令，防止可能发生的撞击。此时请检查图形和机床位

置，确认无误之后再操作。 

除此之外，机床运动过程中软件也会实时监测机床坐标，一旦超出软限位立刻报警，

并停止所有运动。 

请注意：软限位保护依赖于机床坐标系，如果坐标系不正确，保护也将不正确。因此

当软件异常关闭、机床参数修改等操作之后应当通过“回原点”操作建立正确的机床坐标

系！ 

4.5 走边框 

单击控制台上的“ ”按钮，激光头将沿待加工图形的外框空走一个矩

形，以便您确定加工板材需要的大概尺寸和位置。走边框的速度在“图层参数设置”—

“全局参数”——“检边速度”中设置。 

请注意：如果走边框之前进行过寻边操作，软件将记录寻边结果，走边框时将沿倾斜

的矩形运动，即由“寻边”校正之后的实际边框运动，详细参见“寻边”一节。 

4.6 加工和空走 

单击控制台上的“ ”按钮开始加工，加工过程中将显示下图所示的监控画

面，其中包括坐标、速度、加工计时及跟随高度等信息。 

 

显示上图画面时，将不能切换到工具栏的其他分页，这是为了防止加工过程中修改图

形，但“文件”菜单仍然可以使用。如需在加工过程中修改参数，请先暂停，然后单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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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右侧工具栏上的“工艺”按钮。CypCut V731 版本支持在加工中修改工艺参数，修改的

参数在下一个轨迹生效。 

单击控制台上的“ ”按钮可以执行空走，空走与实际加工的区别在于不打开

激光、不打开气体，可选择是否开启跟随，所有运行轨迹，包括“预穿孔”的空移、速度

及加减速过程等，都和实际加工过程完全一致，而且同样可以进行暂停、继续、前进、后

退，包括停止后的断点记忆都与实际加工完全相同，甚至可以在暂停之后修改参数再继续

空走。因此空走可以用于在不切割的情况下对整体加工过程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模拟。 

如果希望在空走的过程中开启跟随，请在“图层参数设置”—“跟随控制参数”中选

中“ ”，默认情况下空走过程中不开启跟随。 

默认情况下加工完成自动返回零点，如果您希

望加工完成返回其他位置，请在控制台上选择所需

要的位置，支持的位置包括零点、起点、终点、原

点和标记点。如果取消“ ”相

当于返回“终点”，即加工完成后原地不动。如果您使用的是“浮动坐标系”，推荐选择加

工完成返回零点。如果希望加工完成返回标记点，请选择加工完成自动返回相应标记点并

确认。 

每加工完成一次，控制台上的加工计数将加 1，达到预先设定的次数后，将弹出对话

框提醒，以便控制产量，单击“ ”按钮可以打开加工计数管理界面，控制加

工次数、自动暂停等。如需循环加工，请单击“ ”按钮并进行相应设置。 

4.7 停止、暂停和继续 

如需停止加工，请单击加工过程中工具栏上的“ ”或者控制台上的

“ ”按钮。停止之后机床将返回零点，如果不希望返回零点，请取消控制台

上“ ”项的选择。 

如果暂停加工，请单击加工过程中工具栏上的“ ”或者控制台上的

“ ”按钮，暂停之后您可以单击右侧工具栏的“工艺”按钮修改参数，也可

以操作控制台上手动控制部分的功能，包括激光点射、开关气体、开关跟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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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继续加工，请单击加工过程中工具栏的“ ”按钮或者控制台的

“ ”按钮，加工将从暂停处继续。点击“ ”可以

跳过穿孔过程继续加工。 

在暂停的过程中可以单击“ ”或者“ ”，使机床沿加工轨迹

向后或向前运动，每次运动的距离和速度在控制台

“ ”处设定。 

4.8 断点记忆 

加工过程停止或者因为意外而中止加工，软件会将断

点记忆下来，只要没有修改图形或参数，您可以单击

“ ”，软件将自动定位到加工停止的地方；

若单击“ ”，软件将从上一次停止的地方继

续开始加工。 

若您在停止后改变了相应参数，控制台上“开始”后

会出现“*”，当出现“ ”时，断电定位和断

电继续功能将不能再被使用。 

4.9 从任意位置开始加工 

CypCut 支持从任意指定的位置开始加工，在希望开始的位置右键单击，然后选择“从

这里开始加工”。如右图： 

为安全起见，选择“从这里开始加工”后，软件将弹出对话框要求再次确认，确认无

误后切割头将首先空移到您指定的位置，然后从那里开始加工，所指定位置之前的轨迹将

不会被加工。 

如果希望先定位到指定位置，但不开始加工，请选择“定位到这里”，切割头将空移

到您指定的位置，然后进入暂停状态。 

您可以多次右键单击并选择“定位到这里”直至确认无误。也可以通过

“ ”和“ ”按钮以更精确的方式定位。 

4.10 全局参数 

在“图层参数调整”对话框的“全局参数”选项卡中提供了一些运动控制参数可供调

整，调整这些参数会对机械运行的平稳性及加工效果、效率产生影响。 

下表列出了“全局参数”选项卡的部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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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参数 

空移速度 空移运动的速度（不是加工的速度）。 

空移加速度 空移运动时，各轴的最大加速度，与空移速度配合使用。 

空移低通频率 空移时的加加速度，与空移加速度配合使用 

检边速度 走边框的速度。 

加工加速度 轨迹加工时，各轴的最大加速度，与加工速度配合使用。 

加工低通频率 加工时的加加速度，与加工加速度配合使用 

默认参数 

点射脉冲频率 点射激光时 PWM 调制信号的载波频率。 

点射峰值功率 点射激光时的峰值功率。 

默认气压 手动方式下使用的气压 

开气延时 穿孔过程中 PLC 步骤“开气延时”所使用的延时时间 

首点开气延时 开始加工后首次吹气在吹气延时基础上额外增加的延时时间 

换气延时 更换气体时，原气体全部排出到新气体全部进入所使用的延时时

间。 

冷却点延时 在冷却点进行吹气冷却的时间 

暂停后回退距离 暂停后，点击继续，会在加工轨迹上自动回退的距离 

跟随控制参数 

直接跟随最大高度 每种类型的切割头都有一个能跟随的高度上限，当由于穿孔等需

求需要跟随到高于此高度时，Z 轴运动会分 2 步，先跟随到靠近板

面的位置，再上抬。此参数用于设定能跟随的高度上限。 

使用蛙跳式上抬 Z 轴未上抬到位，XY 轴即开始空移，以达到缩短空程移动时间的

目的。 

空走时启用跟随 默认情况下空走时 Z 轴是不会运动的，如空走时需要跟随，用户

可以选择此项。 

加工时禁用跟随 正常加工时需要跟随切割，若加工时不需要跟随，可选此项。 

不跟随只定位 应用于非金属切割，勾选后，随动不生效，只起定位作用 

短距离不上抬的最大空移

长度 

若图层参数中勾选了“短距离不上抬”，当空移长度小于此长度

时，空移时调高器不上抬，保持跟随状态。 

单位选择 根据使用习惯选择参数的单位。 

高级 

启用 NURBS 样条插补 勾选后，自适应对加工曲线进行 nurbs 拟合，可提高加工速度及

图形的平滑程度。 

穿孔去膜设置 设置穿孔和去膜的执行过程，详见 3.13.3 

所有报警需要手动清除 报警后，需要手动复位才能清除报警 

启用机床保护 将影响机床使用寿命的参数隐藏 

割缝补偿精度 进行割缝补偿时，补偿曲线节点的选取精度 

飞行切割过切距离 确保飞行切割的图形可以顺利切落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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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数控辅助功能 

5.1 模拟加工 

图形的所有排序完成之后，可以通过模拟加工完整的模拟整个文件的加工过程。该过

程可以脱离机床进行。模拟过程不仅可以看到图形之间的次序，还可以看到图形内的加工

过程。 

单击控制台上的“ ”按钮开始模拟，工具栏将自动跳到“数控”分页，在

“数控”分页的第一栏可以调整模拟加工的速度，如下图。 

 

5.2 寻边 

CypCut支持电容寻边、光电寻边以及手动寻边三种方式。单击“寻边”按钮下拉三角

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最为合适的寻边方式来确定板材摆放位置。寻边结果将显

示在绘图区右上方，如下图： 

 

5.2.1 电容寻边（需在平台配置工具开启） 

单击“数控”分页下“寻边 ”按钮或单击“电容寻边”均可以进入电容寻边界面。 

板材尺寸 X为钢板在机床 X轴方向的长度；板材尺寸 Y为钢板在机床 Y轴方向的长

度。三点寻边的后两个点的坐标位置是根据板材尺寸自动计算的，请确保该参数与实际寻

边的板材尺寸相匹配，建议设置略小于实际寻边的板材尺寸，错误的设置存在扎头的风

险。 

留边距离：寻边的出边的位置一般在板外，寻边结束后会通过边缘校正值将寻边结束

后找到的点调整至板内，留边距离设置为正值会将该点再向板内偏移，负值向板外偏移，

避免在板材边缘切割引起抖动，如果您已经在排样的时候设置了留边距离，该值可以设置

为 0。 

6 点寻边：推荐薄板使用，进行 6次单点寻边动作，有效避免齿尖对薄板寻边造成的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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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寻边起始点开始寻边可使每次寻边都从固定点开始寻边。您可以通过右侧控制台按

钮将切割头点动到合适的起始位置然后保存寻边起始点，请务必将切割头移到板内作为寻

边起始位。 

从当前切割头停留位置开始寻边即每次寻边都从当前位置开始，请务必将切割头移动

到板内，确定下方有板才开始寻边。 

若选择“加工前自动寻边”，软件会根据图形停靠点位置在空走或者开始加工前进行

一次电容寻边。 

注意：寻边前请回原点矫正机床坐标系且寻边之前请务必确认切割头可以正常跟随。

钢板倾斜角不应超过 10度。 

 寻边界面如下图所示，您可以在此界面设置完参数之后进行手动寻边测试。 

 

点击左下角的“寻边详细参数”可调整相关默认参数，请谨慎使用，推荐使用默认值。 

 

寻边速度对寻边精度有影响，推荐设置值为 100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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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边跟随高度为寻边过程中切割头跟随的高度，推荐设置值为 4mm； 

边缘矫正值用于矫正寻边结果，正数表示将激光头向板内偏移； 

齿尖间隔为相邻齿条的间隔。 

5.2.2 光电寻边（需在平台配置工具开启） 

目前本软件使用光电寻边功能须搭配使用欧姆龙 E3Z-L61型号光电开关。 

首次寻边前，应先测定并在高级参数中设置光电开关与激光中心的偏差值。实际寻边

之前，请务必将切割头移动到停靠点（左上、左下、右上、右下之一）附近作为寻边起始

位置。 

 

光电寻边需要设定一些参数。粗定位速度为寻边粗定位的速度，推荐值 100mm/s；精

定位速度为寻边精定位的速度，会影响寻边精度，推荐设置值 10mm/s，不建议超过

30mm/s，精定位速度越小，寻边时间越长，定位精度越高。钢板大小与边缘矫正值与电容

寻边类似。 

通过设置高级参数可以纠正光电开关与激光头偏差并滤除齿条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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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设置以下参数：“偏差值”为光电开关与激光头位置的偏差，通过“光电开关

与激光头偏差值测定”后，软件会自动设置此参数，无法手动修改；“齿条宽度”可以滤

除齿条对光电寻边的干扰，推荐设置值与实际齿条宽度一致；“设定寻边高度”适用于光

电开关固定在切割头上的情况，用户可以通过调高器的上下点动调整光电开关的位置，通

过“设为当前高度”读取此高度，每次寻边开启时调高器都会先移动到此高度。另外，可

通过“定位”移动到此高度；“固定高度寻边”适用于光电开关没有装在切割头上的情

况。 

注意：钢板倾斜角度不应超过 40度。 

5.2.3 一键切断（需在平台配置工具开启） 

开启后，在寻边下拉菜单中会显示一键切断选项，该功能

主要用于沿 X轴或 Y轴方向快速切断余料。 

入板安全距离：运动超过入板安全距离后，Z 轴由定高切割

变成跟随切割。 

X 方向一键切断（先左右后）：点击此按钮之后 X轴先向左

寻边出板，然后切割入板至切断起点，然后向右寻边再切割入

板至切断起点。 

注意：切断时使用绿色图层的工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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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PLC过程 

单击“数控”分页下“ ”按钮，您可以自定义 PLC过程并执行它们。 

注意：不恰当的修改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若有需要请联系我司技术人员。 

5.4 回原点 

5.4.1 返回机械原点 

您可以通过单击“数控”分页“ ”或选择其下拉选项中“全部回原点”使激光

头返回机械原点，重置机械坐标系，详情可见“坐标系”一节。您也可以选择下拉选项中

“X轴回原点”或“Y 轴回原点”使单个轴单独回原点。回原点时，如果勾选了“调高器

先回原点”或“电动调焦也回原点”，会进行相应的回原点动作。 

5.4.2 龙门同步 

在双驱龙门机床的使用过程中，由于两个 Y轴安装不平

行、摩擦力和负载不同等各种原因，机床在运行一段时间以

后可能出现横梁变歪的问题，影响加工精度。龙门同步功能

通过记录和监测回原点时 Y1和 Y2轴的 Z相信号位置判断并

自动调整横梁的垂直度。 

单击“数控”分页“原点”下拉三角形，选择“龙门初

始化”，如右图： 

在完成龙门初始化以后勾选上“回原点时执行龙门同

步”，输入密码确认。相关补偿信息会显示在软件的系统消息

窗口。 

注意：在机床机械进行过调整后，一定要重新进行一次龙门初始化。 



64 / 81 柏楚 CypCut 激光切割控制软件 
  

 

具体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详见附录。 

5.5 光路调试 

在具体加工时，若需要将切割头具体定位到某个点，可点击“数控”分页“ ”

按钮，在右图所示的位置输入想要定位的具体坐标。  

您也可以在光路调整界面对激光干涉仪进行相应设置，用来测试软件给出的运动位置

与实际机械运动位置的误差，从而进行机械的误差补偿，又称为螺距补偿。 

5.6 诊断窗口 

加工过程中单击菜单栏文件中的“ ”按钮,选择控制卡监控，可以观察到切割时

各部分的状态信息，借以判断加工过程中是否出现问题。 

 

运动轴显示了各轴信号及相应编码器反馈值；单轴固定脉冲运动测试用以向单轴发送

固定脉冲以测试脉冲当量是否准确；限位信号用以显示切割头是否撞到限位；PWM用以显

示激光开关情况；还显示了 8个输入口及 16个输出口的有效情况。 

“编码器检测”可以检测编码器反馈和电机的旋转方向是否一致，软件的微连、扫描

切割、寻边、一键切断等功能均需要在编码器反馈和电机的旋转方向一致的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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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BCS100 

此功能须配合我司调高器 BCS100使用。单击“ ”可在软件内对 BCS100调高器进

行回原点、跟随、定位、一键标定等一系列动作，还可以通过 BCS100监控界面进行操

作，而无需再对实物进行操作，方便快捷。 

5.8 QCW 

QCW是激光器运行的一种模式，激光器分为 CW 和 QCW两种模式。CW为连续光，QCW为

脉冲式激光。单击“ ”可设置相应调光参数。 

5.9 误差测定 

单击“ ”，切割头将按照待加工图形空走一遍。结束后将会显示一条蓝色虚线

用以显示伺服电机反馈的轨迹，您可以通过这条轨迹来调整实际切割所需工艺参数。 

5.10 清洁喷嘴（需在平台配置工具开启） 

在平台配置工具左侧列表选择清洁喷嘴，勾选 ，然后在软件中数

控模块会增加一项“清洁喷嘴”，点击可以进入清洁喷嘴界面。 

操作说明： 

点动 Z 轴到合理的位置，点击“设定清洗高度”。 

清洁喷嘴过程可以选择是否开气并进行气体选择。 

清洁喷嘴可按照直线、圆或波浪线移动，选中一种方式后在下方调整相关参数，左下

方可保存该页面的参数。全部调整好后，按开始即可开始清洗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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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录 

6.1 共边实例 

下面以一位客户的实际样品为例演示共边排样。

在没有共边功能之前，客户通过 CAD 手工绘图的图

纸如右图。 

其中红色显示不封闭图形，图中这些图形都是需

要共边的直线段，此前客户在 CAD 中手动，因此全

部绘制为直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原图由 6 个大零件下方 10 个窄

条零件，右侧 9x2=18 个窄条工件组成，正好占满一

张钢板的空间。 

下面先画出原图中的 3 个零件，一般这三个零件

都来自客户的 DXF 图纸。如下图： 

 

第一步，首先选中每一个零件的全部图形，分别

执行“群组”，群组之后，零件的外轮廓将会粗体显

示。 

 

选中零件 1，做 3 行 2 列的阵列，如右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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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阵列好的 6 个零件，单击“共边”那么上

面 6 个零件即完成共边。 

然后拖动零件 2 到靠近上图的右上方位置，零

件将会自动吸附到零件 1 的边界且上对齐。如下

图： 

 

选中零件 2，做 2 行 9 列的阵列，得到如右图

所示的图形。 

如右图所示，从在零件 2 左上角位置开始向右

下角拉出一个淡蓝色选框，就可以选中全部 18 个

零件 2，而零件 1 则不会被选中。 

单击“共边”，18 个零件 2 共边

完成。注意到这里零件 2 的加工次序

必须从右向左加工，否则钢板会因为

缺少支撑而抖动甚至偏位。 

选择已共边的零件 2，单击鼠标

右键，然后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从右

向左排序。如下图： 

 

细心的用户可能会问，为什么非要把零件 2 拖动到零件 1 的边界之后再共边呢，选择

起来很麻烦啊。 

其实这个次序是可以交换的，下面我们就先对零件 3 共边，然后拖动到零件 1 的下

方。 

选择零件 3，做 10 行 1 列的阵列，得到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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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10 个零件 3，单击“共边”，零件 3 就共边完成，成为一个整体。如下图。注意

线条的粗细是不同的。共边之前每一个零件 3 都有一个粗体的外框，共边之后整体才有一

个粗体的外框，里面已经被共边的线段都是细线显示。 

当鼠标悬浮在零件 3 上方时，会显示相应的提示，表明这是一个组合。 

 

同样的这里需要对零件 3 执行从下到上的排序，避免钢板会因为缺少支撑而抖动和偏

位。 

选择共边后的整体零件 3，拖动到零件 1 的左下方，同样会自动吸附到零件 1 的下边

界且左对齐。如下图： 

 

接下来，选择所有图形，就可以把所有的零件 1，零件 2，零件 3 都共边了。 

  

如果不希望零件 2，零件 3 与零件 1 共边，那么可以省掉这个步骤。当然，零件 2 和

零件 3 也应该稍微拖动到离开零件 1 的边界。 

将图形拖动离开共边的边界时，为了避免自动吸附，可以按一下空格键，自动吸附功

能就会暂时失效。下次拖动时自动重新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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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龙门同步操作说明 

6.2.1 平台配置 

要使用龙门同步功能，首先需要在平台配置工具 中进行相关配置。 

1）平台配置工具->机床->勾选“双边驱动” 

 

2） 平台配置工具->回原点设置->勾选“使用 Z 相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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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台配置工具->报警->输入“龙门同步允许的最大偏差”值。当横梁受到剧烈冲撞

或者扭曲严重使偏差超过这个数值时，需要重新检查机械。您可以根据机床实际情况修这

个值。 

 

6.2.2 龙门初始化和同步 

为防止龙门同步功能有误，请在龙门初始化之前确认以下几条： 

1. 机床横梁已经矫正无误。 

2. 机床能够正确运动且方向正确。 

3. 原点信号配置正确且有效，使回原点过程正常执行。 

4. 15 芯线的 Z 相信号接口焊接正确（5 号口对应 Z+，13 号口对应 Z-）。 

5.编码器反馈脉冲数设置正确。可以在诊断窗口中手动发送脉

冲观察编码器反馈来检测。 

进入软件后，单击“数控”分页“回原点”下拉菜单中的龙

门初始化，如右图： 

输入密码确定以后机床会回原点，之后龙门轴会向正方向运

动找到两个 Z 相信号。动作完成以后，在软件下方的系统消息窗

口会显示 Z 相信号的位置和两个轴的 Z 相信号差（Y2-Y1 offset）： 

 

完成龙门初始化后勾选上“回原点时执行龙门同步”，输入密码确认。 

选中后执行“回原点”或者“Y 轴回原点”过程时将检测 Y1 和 Y2 轴的 Z 相信号值，

计算出偏差并且进行补偿，Z 相信号和补偿值（Y2 compensate）也会显示在软件的系统消

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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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注意事项 

1.必须启用 Z 相信号才能使用该功能。 

2.在机床机械进行过调整后，一定要重新初始化。 

3.横梁受到极大的冲撞，垂直度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极大变化时，龙门同步可能调整不

准确，这时候需要对龙门轴机械进行调整，并重新初始化。 

6.3 电容寻边操作说明 

CypCut6.3.712 之后的版本完善了电容寻边的功能，通过高级参数中规避齿条对寻边的

影响，提升了电容寻边的精度。完善后的电容寻边需要搭配使用调高器 V3.0.3299 及之后

版本。调高器 V2.0 不支持新版本的电容寻边。 

6.3.1 平台配置 

打开平台配置工具，在界面左侧的快捷选项中单击“寻边设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勾选“启用电容寻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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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单点寻边过程说明 

 

以向左为例，不使用蛙跳： 

1） 切割头跟随至钢板，开始向左寻边。 

2） 切割头向上空移一个上抬高度。 

3） 切割头向右空移至边界点。 

4） 切割头上抬至停靠点。 

5） 结束寻边过程。 

6.3.3 三点寻边过程说明 

C

O

B A

齿条

X2

X1

Y1

 

以停靠点在右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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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写板材尺寸。数值需与实际板材一致或者略小于实际板材。 

2) 将切割头移动到板内偏右下角区域。 

3) 软件会根据切割头当前位置、板材尺寸等参数确定寻边位置 A、B、C，其中 A

为切割头当前所在位置。 

4) 往 Y 负向进行第一点寻边，寻得点 X1； 

5) 空移到点 B； 

6) 往 Y 负向进行第二点寻边，寻得点 X2； 

7) 空移到点 C； 

8) 往 X 正向进行第三点寻边，寻得点 Y1； 

9) 完成寻边，计算旋转角度θ，确定板材右下顶点 O，空移到顶点 O，寻边结果

会以黄色字体显示在软件右上方。 

6.3.4 电容寻边注意事项 

1. 寻边前，必须回原点校正机床坐标系 

2. 确保诊断界面实际发送的脉冲数必须与编码器反馈数一致，如不一致请修改伺服相关

参数。 

3. 钢板长度、宽度设置值与实际值一致。 

4. 钢板倾斜角度不应超过 10 度。 

5. 寻边之前，需要将加工停靠点改为左上、左下或者右上、右下，否则不能寻边。停靠

点的位置将决定寻边的方向。 

6. 寻边之前，务必将切割头移动到板内作为寻边起始位置。 

7. 寻边之前，务必确认切割头可以正常跟随。 

6.4 光电寻边操作说明 

CypCut 6.3.642.6 之后的版本完善了光电寻边的功能。使用光电寻边功能须搭配使用欧

姆龙 E3Z-L61 型号光电开关。 

6.4.1 光电开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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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光电开关有效工作范围为 90±30mm；安装螺纹为 M3；该开关可以切换两种动作

模式，L 表示光电开关有信号输出时橙色指示灯亮，D 表示光电开关有信号输出时橙色指

示灯暗；旋转灵敏度旋钮可改变光电开关的灵敏度。 

6.4.2 接线与配置 

 

打开平台配置工具，在界面左侧的快捷选项中单击“寻边设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勾选启用光电寻边。 

光电开关的褐色线（供电 24V+）接到端子板上任一晶

闸管输出口（对应平台配置开关供电输出口），蓝色线（供

电 24V-）接到端子板上的 COM 口，黑色线接到端子板上

任一输入口（对应平台配置光电信号输入口）。 

平台配置里的“光电开关逻辑”必须与光电开关动作

切换开关所对应的模式一致。推荐使用 L 模式（指示灯亮

有效）。 

如有高低工作台，请勾选“区分高低工作台的寻边高度”。 

6.4.3 三点寻边过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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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次使用三点寻边,必须先测定光电开关与激光头的偏差值； 

2） 将切割头（即激光器产生的红光，而非光电开关的红光）移动到板内靠近右下角区

域，确定寻边初始位置； 

3） 选择“三点寻边”下拉菜单中的“右下” 

4）根据初始位置、钢板长度、钢板宽度确定 A、B 两点，其中 

A 点坐标为（X初始-0.2*钢板长度，Y初始+0.2*钢板长度） 

B 点坐标为（X初始-0.6*钢板宽度，Y初始+0.2*钢板长度） 

5）空移到点 A； 

6）往 Y 负向进行第一点寻边，寻得点 X1； 

7）空移到点 B； 

8）往 Y 负向进行第二点寻边，寻得点 X2； 

9）空移到点 A； 

10）往 X 正向进行第三点寻边，寻得点 Y1； 

11）完成寻边，计算旋转角度θ，确定钢板右下顶点 O，空移到顶点 O，寻边结果会以黄

色字体显示在软件右上方。 

6.4.4 光电寻边注意事项 

1） 确保诊断界面实际发送的脉冲数必须与编码器反馈数一致，如不一致请修改伺

服相关参数。 

2） 光电开关灵敏度调节时，尽量保证在出板和入板过程中绿色指示灯常亮。 

3） 钢板长度、宽度设置值与实际值相符。 

4） 钢板倾斜角度不应超过 40 度。 

5） 在光电寻边测试界面可任意设置寻边方向。但在实际使用光电寻边功能时，必

须将停靠点设置为左上、左下、右上、右下之一，以确定寻边的方向。 

6） 首次寻边前，应先测定光电开关与激光中心的偏差值。 

7） 实际寻边之前，务必将切割头（即激光器的红光，而非光电开关的红光）移动

到板内作为寻边起始位置。 

6.5 分区输出 

点击平台配置工具左侧栏目的“通用输出”，可设置分区块输出。勾选“使能分区输

出”可设置分区行列数。拖动分界线，可改变分区位置。每个区域都可选择一个通用输出

口或不输出，实现不同区域的输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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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运动参数调整 

6.6.1 运动控制参数介绍 

CypCut 软件主要开放了速度，加速度，低通滤波频率，拐角及圆弧精度这 4 类运动控

制参数给用户调整，其他与运动相关的参数已内部优化无需用户设置。这四类参数的含义

如下表所示： 

名称 说明 

空移速度 空移的最大速度，可直接填写 ServoTools 软件计算出的最大空移速度。 

空移加速度 空移的最大加速度，可直接填写 ServoTools 软件计算出的最大加速度。 

加工加速度 切割时的最大加速度，直接决定了切割时拐弯运动的加减速时间。需要

通过观察伺服的力矩曲线来调整。 

低通滤波频率 抑制机床震动的滤波器频率。值越小，抑制震动的效果越明显，但会使

加减速时间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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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控制精度 圆弧加工精度上线。该值越低，圆弧限速越明显。 

拐角控制精度 用 NURBS 曲线拟合拐角的精度。该值越低拐角越接近尖角，但降速越明

显。 

6.6.2 调整加工加速度 

将高速点动的速度设置的尽量高，如 500mm/s，完成一次点动，运动距离需足够长，

确保能加速到所设置的速度。 

通过伺服调试软件观察本次点动运动的力矩曲线，如最高力矩小于 80%，则适当增加

加工加速度，如高于 80%则适当减少加工加速度。 

调整加速度，直至最高力矩接近 80%。丝杆承受的加工加速度一般不超过 0.5G。齿轮

齿条一般不超过 2G。 

6.6.3 调整空移加速度 

可直接填写 ServoTool 软件计算出的最大加速度。或在加工加速度的基础上适当增加

空移加速度，如设置为加工加速度的 1.5~2 倍。要求空移时，伺服达到的最高力矩不超过

150%，且机械结构在承受此加速度下，不会发生明显的形变、振动等。丝杆承受的空移加

速度一般不超过 0.5G。齿轮齿条一般不超过 2G。 

6.6.4 调整低通滤波频率 

设置低通滤波频率参数时，可以切割一个样图。建议先把激光功率调低，在钢板上打

标。观察打标路径的精度。切割样图包括各种尺寸的小圆、正 6 变形，正 12 变形，星

形，矩形等。如下图所示： 

 

在不影响精度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调高低通滤波频率。要求切割矩形，多边形，星形

图案时，拐角前后都不产生波浪。可以按照以下表的经验值来设置。或先确定好加工加速

度后，把低通滤波频率在上下 2 级范围内调试。加工加速度和低通滤波频率这 2 个参数必

须要匹配，千万不要把这 2 个参数中某个值调的很大，另一个值调的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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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加工加速度

（G） 
0.1 0.2 0.3 0.4 0.5 0.6 0.8 1 1.5 2 

低通滤波频

率（HZ） 
3 3.5 4 5 5.5 6 6 6 7 8 

6.6.5 设置圆弧精度和拐角精度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用户修改圆弧精度和拐角精度这 2 个参数。特殊情况可在默认参数

的范围附近微调这 2 个参数。 

如果对圆弧的精度不满意，可以把圆弧精度参数改小，此时加工圆弧会限速。值越

小，限速越明显。如果对拐角的精度不满意，可以把拐角精度参数改小，此时拐弯会降

速，该值越小拐角降速会越明显。该值越大，拐角会越接近一个圆角。 

6.7 快捷键 

下表列出 CypCut 常用的快捷键，有些快捷键需要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的，已经

在相关章节中介绍，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快捷键 效果 使用条件 

Ctrl + A 选择全部图形 无 

Ctrl + C 复制图形到剪贴板 选中要操作的图形 

Ctrl + Shift + C 指定“带基准点”复制命令 选中要操作的图形 

Ctrl + O 打开文件 无 

Ctrl + P 显示/隐藏图形方向和空移路径 无 

Ctrl + V 粘贴剪贴板图形到绘图板 剪贴板中有复制好的图形 

Ctrl + W 适应窗口 无 

Ctrl + X 剪切图形到 Windows 剪贴板 选中要操作的图形 

Ctrl + Y 重做刚刚撤销的命令 有被撤销的命令 

Ctrl + Z 撤销刚刚完成的命令 有执行完成的命令 

F2 打开“图层参数设置”对话框 无 

F3 查看全部图形 无 

F4 查看整个机床范围 无 

F7 显示/隐藏加工路径 无 

F8 显示/隐藏空移路径 无 

DEL(删除) 删除选中图形 选中要操作的图形 

SPACE(空格) 重复上一条命令 上一条命令可重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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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拷机 

新机器出厂前需要进行老化测试，来确保正常运行。功能路径：文件->诊断工具->拷

机测试。 

 
 

支持的拷机动作如下： 

 全幅面 XY 轴以低、中、高速分别运动，持续时间 2 小时到 48 小时不等，以测

试 XY 轴运动稳定性  

 Z 轴长时间上下运动，以测试单轴运动稳定性，还需测试多次回原点以保证上

限位的可靠性 

 无切割头 Z 轴上下跑：从 A 点空移到 B 点，要屏蔽电容报警。 

 有切割头 Z 轴上下跑：从 A 点空移到 B 点，要有切割头碰板的保护机制。 

 在 XY 空走拷机的同时，Z 轴一起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