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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界面
1 The Main Interface
双击桌面的[ThorX6]图标，
《ThorX6 工业标记刻印控制系统》
（以下简称 ThorX6）开始启动，
稍等几秒系统启动完成，出现 ThorX6 主界面，如下图：
Double-click the logo [ThorX6] on the desk, <ThorX6 industrial marking machine control system>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orX6) is started, wait a few seconds to let the system start completely, and
appears below main interface of ThorX6:

ThorX6 的［文件］操作主按钮，点击此按钮将打开文件菜单，文件菜单里包含了所有文件
操作的相关功能，例如文件打开，文件保存等。
ThorX6 的功能面板切换按钮，点击相应的文字可切换 ThorX6 的

功能面板。
ThorX6 的功能面板，功能面板里显示了 ThorX6 不同的功能界面。
ThorX6 中间的空白区域是所见即所得式的标记编辑区，以 10mm×10mm 每格显示了当前刻印机
所能刻印的最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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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X6 最下方是状态栏，状态栏将显示 ThorX6 的提示信息以及刻印数量信息。

is the main button of ThorX6’s [file] operation, clicking the button will open the file menu, the
menu including all the functions of the file operations, such as “open”, “save”, etc.
ThorX6’s switch button for the function panel,
clicking on the corresponding text view can be switched.

ThorX6’s function panel, the picture above shows the different interface of the function panel.
The blank area in the middle of ThorX6 is the editing area of the marking content. The 10mmx10mm
grid shows the max working area of the machine.
At the bottom of ThorX6 is the Status Bar, it shows the marking tips and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二．ThorX6 操作
2. The Operation of ThorX6

2.1 快速入门
2.1 Quick start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简单介绍如何快速创建一个文本标记和一个流水号标记，并对这两个标记进
行对针，确定最终在工件上的刻印位置。
点击［标记］功能面板的［添加标记］按钮，然后在弹出的标记类型列表中选择一个将要建立的
标记类型，这里我们选第一个［文本］，选择完成后在 ThorX6 中间的空白区域也就是标记编辑区点
下鼠标左键，一个［文本］标记即按默认的参数被建立了起来。如下图：
In this section, we will briefly introduce how to quickly create a text tag and a serial number tag, and
proofread for the two tags, to determine the final marking position on the workpiece.
Click [Add Mark] button in the [Mark] function panel, and select a tag type in the pop-out list, here we
choose the first one [text] for example. Then click the left mouse button (LMB) in the marking content
editing area, a [text] tag is set up as default data, as below:

注意此时的［标记］功能面板，
［标记］功能面板的［标记］组中已经将我们刚建立的标记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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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参数显示了出来，如下图：
Pay attention to the [Mark] function panel now, the sub catalog has showed out the related data for the
tag we have just created, as below:

这些参数跟标记类型相关的，也就是说，在建立标记时选择不同的标记类型，其相关的参数也是
不一样的，现在［标记］功能面板显示的是我们刚建立的［文本］类标记的参数，这些参数包括标记
的位置、内容、字体等等。至此，这个［文本］已经被成功建立。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建立一个标记，只不过这一次，我们将建立一个“流水号”标记。
在［添加标记］按钮弹出的标记类型列表中还是选择［文本］，同样的，在标记编辑区中点下鼠标左
键，然后在［标记］功能面板的［内容］参数中，将默认的“ABC123”更改为“12345”(更改内容
并不是必须的，这里我们更改它只是为了区别两个标记的内容)。接下来，在［标记］功能面板的右
边，点击［编码类型］按钮，然后在弹出的编码类型列表中选择［流水号］，注意此时标记“12345”
已经变为红色，红色表明此标记的编码类型为［流水号］，同时，在［标记］功能面板的［编码］组
中，已经可以看到［流水号］编码的相关参数，如下图：
The data is related to the type of the tag, that is, choose the different type of tag while creating, the
related data will be different. Now the [Mark] function panel shows the data for the [text] type log, which we
have just created. The data includes the position, content, font, etc. By now the [text] is created successfully.
Next, we use the same way to create another tag, a “Serial No.” tag. First choose the [text] in the
pop-out list under [Add Mark], and click LMB in the blank content editing area. Then revise the “ABC123”
to “12345” in the [content] under [Mark] (here revise the content is no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change it
just to distinguish the contents of the two marks). N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Mark] function panel’s sub
catalog, click [Code Type], then choose [Serial No.] in the pop-out list, now the tag “12345” has become red,
the red indicates the tag type is Serial No., meanwhile, in the [Coder] sub catalog under [Mark], we could
see the related data for the [Serial No.] tag, as below:

这些参数是跟标记的编码类型相关的，也就是说，选择不同的编码类型，其相关的参数也是不一
样的。现在显示的是［流水号］编码的相关参数。至此，这个拥有［流水号］编码的标记已经被成功
建立。
在标记编辑区域中，你建立的标记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如下图：
The data is related to the code type, that means, selecting the different code type, the related data will
be different. Here it shows the related data for [Serial No.] code. And the code for [Serial No.] is created
successfully.
In the marking content editing area, the tag will be like this, a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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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您建立的标记的位置跟我做的这个例子中的不一样，没关系，您可以使用键盘上的方向键移
动最后建立的标记，每点击一次方向键，标记的位置将按您移动的方向移动 1mm。在移动的过程中，
您可以注意刻印机头的刻印针，刻印针将随“12345”位置的改变而移动，这是软件的一大功能，每
次您改变标记的位置时，刻印针都会自动对准到新的标记位置。
还有另一个更快捷的方法改变标记的位置，先使用鼠标点击选择标记，标记被选择后被一个外
框包围，对准这个被外框包围的标记，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可直接将标记拖动到一个新的位置。同样
的，当您拖动了标记的位置后，刻印针会自动对准到新的位置。
使用刻印控制软件的这一自动对针特性，可以很方便的将标记位置移动到实际工件的真实刻印位
置上去。
将两个标记移动到合适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在工件上刻印这两个标记，刻印的操作很简单，
点击［刻印］打开旋印面板，然后点击［开始刻印］即可，或是直接按下刻印操作的快捷按钮［F9］，
现在刻印机开始工作，刻印机将在您的工件上刻印出这两个标记的内容，稍等刻印机工作完成，会发
现流水号标记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如下图：
The position of the tag you have created might not be the same as we created above, it’s ok, you can
use the arrow key on the keyboard to move it, every click on the button, the tag will move 0.5mm as the
instructed direction. The marking pins will move as the movement of the marking content in the editing area
on the computer, every time you move the marking tag, the pins will proofread the poison according to the
tag position on the computer. This is a major function of the software.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move the tag poison by mouse, first use LMB to click the tag, the tag will be
surrounded by a frame. Next, click the tag again and hold the LMB, move to a new position, and then
release the LMB. Well, the tag is moved to this new position, and the marking pins will be proofread to the
new position.
By the proofreading system above, you can move the pins to the suitable marking position easily.
After moving the two tags to the right position, we can try to start the marking process, and the marking
operation is very simple. Click [Print], and then click [Start], or press the shortcut button [F9], the marking
process will be started, marking machine will mark the two logo on the workpiece, just in a few minutes the
marking job will be done, you will find that the serial No. has been changed as below:

流水号标记的内容由“12345”改变为“12346”了，这就是流水号编码的作用，每一个使用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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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号编码的标记，都将在刻印完后自动累加一个数，如果您没有改变流水号编码的参数，那么将是累
加“1”。
至此，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刻印控制软件的使用方法，更多的功能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单独介
绍。
The serial No. changed from “12345” to “12346”, this is the function of the serial No. Every tag used
the serial No. type, will be added a number after the marking. If you have not changed the parameter, the
default added number will be “1”.
Now we have known how to use the marking machine, the more functions will be introduc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ndividually.
2.2 文件操作
2.2 File Operations
点击 ThorX6 的文件操作主按钮，弹出文件菜单，如下图：
Click the operation file main button of ThorX6, pop-outing the file menu, as below:

a. 新建：新建一个文件，如果正在编辑的文件没有保存，将会提示用户进行保存。
a. New: create a new file, if there is an un-saved file being edited, the user will be prompted to save.
b．打开：打开一个文件，如下图：
b. Open: open a file, a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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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窗口将列出电脑里相应文件夹中所有的刻印文件，选择其中一个，点击窗口中的［打开］
按钮或直接按下［Enter］键，文件即被打开。
文件打开后，文件的名称将显示 ThorX6 窗口的标题栏中。
“Open” window will list out all the saved marking file(Tx6 file) in the computer, selected one, click
the [open] button or just click [Enter], the file will be opened.
c. 保存：将当前文件保存到电脑中，如下图：
c. Save: save the current file to the PC, a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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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窗口列出了电脑里相应文件夹中所有的刻印文件，在“文件名”栏中输入一个文件名，
然后点击窗口中的［保存］按钮或直接按下［Enter］键，文件即被保存。
注意，保存功能只有当文件内容发生变化后才能被执行，这意味着保存一个刚新建的文件或刚打
开的文件是没有意义的。
“Save” window shows the save route of the file, input a name in the column “file name”, select the
suitable route on your computer, and click [save] or press [Enter], file will be saved.
PS: the saving function can be carried out only when the marking content has been changed. In another
word, it is not necessary to save a file which has just be opened or created.
d．另存为：将当前文件以另一个名称保存。操作同［保存］。
d. Save as: save the current file using another name. Same operation as [Save]
e．最近使用的文件：这个列表中将显示出最近使用过的几个文件，单击其中一个文件，将可以
很方便的快速打开它。
e. Recent documents: the list will show the files be used recently, click the file name, could open it right
away.
2.3 标记的建立与编辑
2.3 The Creation and Edition of the Marking Tag
2.3.1 建立文字类标记
2.3.1 Create a text tag
文字类标记的内容可以由英文字符、数字、符号、中文字符组成，并具有字体的相关参数。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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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软件中包含 2 种文字类标记，一种为标准的［文本］，一种为［扇形文本］，这两种标记的唯一区
别只是排列方式不同，其基本的参数大多都是相同的，标准［文本］标记的文字是以常见的直线方式
进行排列，而［扇形文本］则是根据指定的扇形半径与起始角进行排列。这两类标记可在［添加标记］
按钮所弹出的标记类型列表中进行选择，如下图：
The text type content can be component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haracters, numbers, symbols, also
including the character font information. The marking system software includes 2 types of text tag, one is
standard [Text], another is [BowText].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ypes is just the arrangement.
Most of the basic data is the same. The content of the standard [Text] is arranged as a straight line; however
the [BowText] is arranged base on the given radius and the angle’s beginning of the sector. The two types can be
selected under the pop-out list of [Add Mark], the list as below:

注意，标记的类型一旦选定，将无法再改变。
Notice: Once the type of the tag is selected, it will not be changed.
由于［文本］与［扇形文本］的建立与编辑方式基本相同，我们将一起介绍它们的使用方法。在
标记类型列表中选择好文字类型的标记后，其相关的参数将被显示在［标记］面板中，这在 2.1 快速
入门一节中已有介绍，这里我们将一一介绍这些参数的作用。
We can use almost the same way to create and edit both the [Text] and the [BowText], so the usage of
the two types will be introduced together. After selecting the tag type in the list of [Add Mark], the related
data will be shown on the [Mark] function panel, this has been introduced in 2.1 “quick start”, and here we
will list out the details individually.
a．内容：顾名思义，这里可以更改标记的文字内容。
a. content: As the name suggests, the followed blank is the text editing area for content.
b．X、Y、Z：这三个参数用于指定标记在刻印区域中的位置。这个位置根据文字标记的类型不
同而有所区别。标准［文本］标记这个位置是指标记的左下角，而［扇形文本］是指标记排列时扇形
的圆心。注意这里的 Z，Z 位置只在启用了 Z 轴升降功能后有效，当您的刻印机具备升降功能时，Z
将可以设置标记刻印平面的高度。
b. X, Y and Z: the three data are used to position the tag in the marking area. The position will b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the text. For the standard [Text], the position point is at the lower left
corner of the tag, while [BowText] at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of the sector.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Z” here,
the “Z” data will be effective only after staring the raising and dropping function of the z-axis. “Z” can setup
to mark the height of the marking flat when the raising and dropping function is open.
c．角度：标记绕 X、Y 指定位置旋转的角度。对［扇形文本］来说，这个角度就是扇形排列的
起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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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ngle: the turning angle that the tag moves around the point, which X, Y positioned, is the beginning
angle of the sector.
d．英文字体：标记内容中英文、数字、符号使用的字体名称
d. Font: the font name for the character, numbers and symbols in the tag content.
e．汉字字体：标记内容中汉字使用的字体，注意当您在内容中输入了汉字后，这个汉字字体必
须选择一个有效的汉字字体，否则创建的标记可能无法正常显示汉字或者直接导致标记无效。
e. ExFont: the font name for the Chinese character, please pay attention after you input the Chinese
character, the font the Chinese letter should be a valid font, otherwise the tag can not display properly or the
tag will be invalid.
f．字高、字宽：标记内容中字符的尺寸。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字高字宽并不能绝对限制字符
的尺寸，它只是一个参考尺寸，实际的字高字宽会因不同的字体而有所变化。比如当字宽都设为 5mm
时，数字字符“1”一般来说都到不达 5mm 的宽度，而且随字形变化这个宽度也有所区别，比如字体
“ISOCP.TEF”的数字字符“１”要比字体“STENCIL.TEF”的数字字符“１”略宽一些。如下图：
f. Width, Height: the size for the marking tag.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hat, the height and width is just
a standard size; the real size will be different because of different font of the character. For example, while
the width is 5mm, the number “1” can reach the width as 5mm, beside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character, the width will be different either. We take font type “ISOCP.TEF” for example, the number “1”
will be wider than the same character under “STENCIL.TEF”, as below:

g．字间距：标记内容中字符与字符间的距离。
g. spac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haracters.
h．半径（扇形文本）：扇形外切圆的半径。
h. radius (BowText): the radius for the sector
i．字符方向（扇形文本）：决定扇形排列时字符的顶端是朝向圆心或是背离圆心，不同方向的效
果如下图所示：
i. character direction: decide the direction the top of the character is towards or against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different direction character shows as below:

字符向外 (out)
2.3.2 文字类标记的编码
2.3.2 The code for the text tag

字符向内(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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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文字类标记可以正确定义［标记编码］，为非文字类标记定义编码将是没有意义的。［标记
编码］将决定文字类标记在每一次刻印完成后字符发生的变化。比如一个拥有“流水号”编码的文字
类标记将在每一次刻印完成后自动加上数值“1”。
标记的编码可用［标记］面板中的［编码］按钮进行选择。
Only the text tag can be added the marking code, it is meaningless to add the code for non-text tag.
[Coder] function will decide the every change of the character after the marking job done. For example, a
text tag with the “serial number” code will add “1” to the number each time after marking.
The marking code type can be selected by [Code Type] under the [Coder] function panel.
文字类标记有 4 种编码可以选择，下面一一列出：
Text tag has four types code to select, here comes the detail:
a．无编码：顾名思义，无编码的意思就是这个标记的内容不需要在每一次刻印完成后发生改变，
因此这个编码也没有参数。
a. No Coder: as the name suggest, the tag need no change after marking, so the code has no parameter.
b．流水号：又名序列号，一般来说，
“流水号”都是由数字字符组成的，或至少标记内容的末尾
是数字字符，如果标记内容的末尾不是数字字符，这个标记将无法进行刻印，因为其内容不符合“流
水号”的编码格式。拥有“流水号”编码的文字类标记，在每次刻印完成后都将进行一次数值运算，
运算的结果由“流水号”的参数来决定。
b. Serial: normally, [Serial] is constructed of numbers, or at least the last letter of the content is number,
if the last letter is no a number, the tag can not be marked, as the conten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format of
the serial number. For the tag with the serial number, there will be a numerical calculation every time after
marking; the parameter of the serial number will decide the count result.
1. 增量：标记内容的数值在每次运算时增加的数值量，一般来说是 1。
1. Increment: the parameter of the adding number, default number is 1.
2. 重复次数：标记内容的数值在刻印多少次后才进行一次运算。
2. Repeat: after how many the times the marking job repeated, to add on the number of the content.
3. 最小值：标记内容的数值允许的最小值，如果数值在运算后小于这个值，将自动改变为最
小值。
3. Min value: the min value for the tag, if the added number after marking less than the min value,
then the tag content will become to the min value.
4. 最大值：标记内容的数值允许的最大值，如果数值在运算后大于这个值，将自动改变为最
小值。
4. Max value: the max value for the tag, if the added number after marking bigger than the max
value, then the tag content will become to the min value.
5. 禁忌数：规定标记内容里不允许出现的数字。比如一些地域禁忌数字“4”，那么可以在这
里填入“4”，在运算时，标记内容将自动跳过数字“4”。比如“123”在刻印完成后直接改变为“125”。
5. Taboo number: the numbers are not allowed to appear in the tag. For example, the number “4” is
tabooed for some area, so we input “4” to the related blank, when counting after marking, the ta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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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skip “4”. That means “123” will be changed to “125” after marking.
注意，无论标记内容的数值如何运算，都不会改变标记内容的字符长度，这意味着，当流水号
“AB9999”增加“1”会变为“AB0000”，而不是“AB10000”。
Notice, no matter
c．VIN：VIN（V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中文名叫车辆识别代码，是制造厂为了识别而给
一辆车指定的一组字码。VIN 按一定规则是由 17 位字母及数字组成，其中第 9 位为检验位。VIN 编
码的参数和“流水号”基本相同，不同的是，VIN 可以设置代码末尾的流水号的长度，例如，当流水
号长度设置为 4 时，VIN 码“ABCDEFGH7JK889999”在刻印完成后将改变为“ABCDEFGH2JK880000”
而不是“ABCDEFGH8JK890000”。
d．日期：日期编码类型将根据其唯一的“格式”参数直接改变标记的内容，无论标记内容是什
么，都将被改变为由“格式”规定的日期时间代码。“格式”是由一组特殊代码组成的字符，这些格
式化的字符决定了标记的内容。格式化字符的定义请参见附录 1。
2.3.3 建立图形标记
建立图形标记的方法同文字类标记相同，但图形标记的参数却完全不一样，在标记类型列表里选
择图形，然后在标记编辑区域中点击鼠标左键，此时一个空的标记图形将被建立。在［标记］面板中
点击［浏览］按钮，打开一个文件对话框，然后在这个文件对话框里选择一个合适的图形文件，图形
标记即被成功建立。
参数 X、Y、Z、旋转角度的意义同文字类标记是相同的，
“宽度”、
“高度”用于决定图形的实际
外观尺寸，
“保持比例”选项将使图形始终保持原始的内部比例，这意味着，当您更改图形的宽度时，
图形的高度将按图形本身的比例自动计算出来，同样的，当您更改图形的高度时，图形的宽度也将按
图形本身的比例自动计算出来。
2.3.4 建立标尺标记
标尺的参数较多，下面用图来说明一些基本参数所表示的意思：

各个参数和作用如下：
a．总格数：表示标尺的总格数。
b．每格长度：表示标尺里每个小格之间的宽度，毫米单位。
c．每格数值：注意“每格数值”与“每格长度”是不同的概念，
“格宽度”表示标尺里每个小格
的实际宽度，而“格数值”则是表示标尺里每个小格所代表的数值，通常情况下这个值设为“1”，但
也有特殊情况，例如：创建一个以英寸为单位的标尺，那么就应该在“格宽度”中输入 25.4，而在
“格数值”中输入 1，因为 25.4 毫米等于 1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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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标尺高度：表示标尺的总高度（字符部分不算在内），毫米单位。
e．小格线比例：表示小格线高度与标尺高度的百分比。
f．中格线比例：表示中格线高度与标尺高度的百分比。
g．起始值：表示标尺起始位的数值。通常情况下从 “0”开始。
h．大格跨度：表示一个大格内的小格数量。
i．小数位数：如果标尺的值含有小数，则表示这些值的小数位数。
j．扇形半径：如果把扇形半径设为一个有效的数值（非“0”），则可以创建出一个扇形标尺，如
下图：

k．数字字体：设置标尺上数值字符的字体。
l．字体位置：数值字符离标记的距离。
m．字宽、字高、字间隔：这些参数同文字类标记相同，请参见文字类标记的相关说明。
n．字角度：数值字符旋转的角度。
o．显示数字、显示中格数字：决定标尺上是否显示出数值字符。
2.3.5 建立绕行点
某些工件的刻印平面附近可能会存在一些障碍物，这些障碍物在刻印过程中可能会阻碍刻印针的
运行轨迹，那么就需要想办法使刻印针在运行过程中绕开这些障碍物。
刻印控制软件可以在刻印控制区域中设置“绕行点”，从而达到绕开障碍物的目的。
“绕行点”的
意思就是刻印针必须从此点绕行，再走到下一个刻印的标记。
如下图所示，如果刻印针从原点位置出发，在到达刻印平面时，会碰上障碍物，这时就需要一条
“绕行点”来指引刻印针绕开这个障碍物。

13

创建绕行点的方法很简单，在标记类型列表中选择[绕行点]，然后将此点移动到需要绕行的位置
即可，如下图所示：

现在当刻印开始时，刻印针会按箭头所示的方向，先行走到“绕行点”，然后再行走到刻印平面，
从而绕开障碍物。
2.3.6 编辑标记与对针
关于标记位置的确定，除了在视图操作一节中所介绍的使用方向键与鼠标方法外，另外 ThorX6
还有［对齐］功能可供使用，这在某些情况下，［对齐］功能比手动移动标记的位置更有效而准确。
点击菜单［标记］、［对齐］则可打开［对齐］功能的子菜单，［对齐］功能拥有多种对齐方式如下：
a．圆心/起始点：以标记的圆心或起始点对齐，这种对齐方式一般用来对齐两个扇形文本标记的
圆心点。
b．左对齐：以最左边的标记的左边缘为准，将其它标记的左边缘对齐到一起。
c．右对齐：以最右边的标记的右边缘为准，将其它标记的右边缘对齐到一起。
d．顶对齐：以最顶端的标记的上边缘为准，将其它标记的上边缘对齐到一起。
e．底对齐：以最底端的标记的下边缘为准，将其它标记的下边缘对齐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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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水平居中：将多个标记对齐到同一水平中心线上。
g．纵向居中：将多个标记对齐到同一纵向中心线上。
h．组合为一行：将多个标记组合到一行中，使用这一功能将要求输入标记两两之间的间隔距离，
如下图：

当这个间距确定后，多个标记将按这个间隔距离，组成一行。注意，这里的组合为一行，只是指
将标记的位置组合到一起，而不是将标记的内容组合到一起，各个标记之间还是相互独立的，只是从
位置上看，排成了一行。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过，每次您改变标记的位置，刻印针都会自动对准到新的标记位置。这就是刻
印控制软件的自动对针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对针这个功能只针对被选择的单个标记有效，也就是说，
当您同时移动不止一个标记时，刻印针将不会尝试去对准。点击菜单［标记］、
［对针］则可打开［对
针］功能的子菜单，［对针］功能拥有多种方式如下：
a．左下角：将刻印针对准到标记的左下角。
b．右下角：将刻印针对准到标记的右下角。
c．左上角：将刻印针对准到标记的左上角。
d．右上角：将刻印针对准到标记的右上角。
e．圆心/起始点：将刻印针对准到标记的圆心或起始点，这种对针方式一般用来使刻印针对准到
扇形文本的圆心点。
f．停止对针：选择后，当移动标记时，刻印针将不会再去对准，除非重新进行了对针操作。
当您在菜单里选择了一种对针方式后，下一次您移动标记，刻印针就会按您选择的方式去对准，
例如，当您选择了右下角对针，那么每一次您移动标记，刻印针都会去对准标记的右下角，而不再是
默认的左下角。
2.6 刻印操作与设置
2.6.1 刻印顺序
［刻印］面板里包含了所有刻印操作需要的功能，但在刻印开始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刻印顺序
这一概念。当视图中只有一个标记时，刻印顺序没有意义，但当视图中包含了多个标记时，大多数时
候我们都需要设置刻印顺序来加速整个刻印过程。默认情况下，刻印是按标记建立的顺序来进行的，
也就是说，先建立的标记先被刻印，后建立的标记后刻印，有些时候，这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们认为
这一顺序并不合理，就需要作出调整了。点击菜单［刻印］、［刻印顺序］，打开刻印顺序调整窗口，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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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印顺序调整窗口中，列表里按当前刻印顺序列出了视图中所有标记的内容以及位置，选择其中
一个，然后点击“上移”或“下移”就可改变这个标记的刻印顺序。更简单的办法，直接点击“自动
排序”按钮，刻印控制软件将自动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对所有标记进行排序，这也是最常用
的排序方法。
2.6.2 刻印设置
刻印过程的速度等由刻印参数决定，点击菜单［刻印］、［设置］，打开刻印机参数设置窗口，如
下图：

“刻印速度”是指刻印针在刻印状态时行进的速度，“空走速度”是指刻印针在非刻印状态时行
进的速度（即空走），正确设置与搭配这两个速度，可在不影响精度的情况下达到高效刻印。一般情
况下，空走速度可以高于刻印速度，但最好不要高于 20 以上。
速度的设置方法很简单，可以直接拖动速度控制杆，也可以在右边的文本框中直接输入速度参数。
另外在不打开刻印机参数设置窗口的情况下，可直接使用数字键盘上的“＋”、
“－”号对刻印速
度进行快速设置，每按一次“＋”、
“－”号，将使刻印速度增加或减少 1，如果按住键盘上的［Shift］
键不放，每按一次“＋”、“－”号，将使刻印速度增加或减少 10。
因为刻印针的刻印过程是由高压气体控制，恰当的配合高压气体的运行，可以避免“缺笔”和“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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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的不良刻印结果出现，如下图：

在开始刻印每一个字符的每一连续的笔画时，高压气源会被打开，从而带动刻印针高频冲击并刻
印，但由于高压气体在充气时需要短暂的时间，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刻印针已经开始刻印，而高压气
体还未到达，就会出现缺笔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在高压气源打开后，让刻印针原地停顿
一小段时间等待高压气体的到达，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产生缺笔现象。这一小段停顿的时间我们简
称为“落笔延时”，一般情况下大约只需 2-8 毫秒。
在每一个字符的每一连续的笔画刻印结束时，高压气源会被关闭，但由于高压气体的充气管道内
可能还留存了部分气体未释放完，如果在这个时候，刻印针开始移动，那么这部分留存的高压气体可
能还会带动刻印针高频冲击，就会出现拖尾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在高压气源关闭后，让
刻印针原地停顿一小段时间等待高压气体完全释放，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产生拖尾现象。这一小段
停顿的时间我们简称为“抬笔延时”，同“落笔延时”一样，
“抬笔延时”一般情况下大约只需要 2-8
毫秒。
“落笔延时”和“抬笔延时”的设置方法很简单，在右边的文本框中直接输入延时参数即可。
如果您的刻印机上安装了气动夹具，可以为此夹具设置一个延时量，使其在按下“开始刻印”的
按钮后有足够的时间来夹紧工件和推送工件到达刻印位。这一延时量我们称为“气爪延时”。
因为刻印机的刻印机构是机械装置，所以经过多次刻印后容易出现微小的误差，如果这种误差不
去修正，就会随着刻印次数的增加而一直累积下去，最终导致刻印位置的偏差，所以专门设计了自动
复位功能来修正这种误差。由刻印次数和刻印的复杂程度来决定自动复位次数，通常情况下，每刻印
二百次左右自动复位一次。这一参数我们称为“复位次数”。
旋转工件直径可以设置在旋转旋印时的工件直径。
通常情况下，每次刻印完成后，应该让刻印针回到指定的坐标上（一般来说是坐标原点），下一
次刻印时再从这个坐标出发，这个坐标我们称为“待命从标”，
“待命从标”可以由用户自由设置为刻
印区域内的任意位置。
2.6.3 刻印操作
开始刻印：立即开始刻印过程。
仅刻印选择的标记：只刻印在视图中选择的标记。
自动连续刻印：按指定的时间自动刻印标记
复位：将刻印针复位到机械原点。
2.6.4 刻印中的同号比较
刻印机控制软件具备对刻印的流水号以及 VIN 码数据进行同号比较的功能，刻印软件在每次正常
刻印完成后，都会记录所有刻印的流水号以及 VIN 码标记内容，每当用户将要刻印同样的内容时，
都会弹出窗口警告用户以待确认。警告窗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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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功能只对已经命名保存过的文件有效，对于从未保存的临时刻印内容，刻印
机控制软件不对其进行同号比较。

附录 1.日期编码格式符
%a：星期几的缩写（英文形式）
%A：星期几的全称（英文形式）
%b：月份缩写（英文形式）
%B：月份全称（英文形式）
%c：日期时间（格式：日/月/年 时:分:秒）
%d：日（01－31）
%H：时（24 小时制 00－23）
%I：时（12 小时制 01－12）
%j：一年中的第几天（001－366）
%m：月（01－12）
%M：分（00－59）
%p：12 小时制的上午或下午（AM/PM）
%S：秒（00－59）
%U：一年中的第几周（周日为一周开始 00－53）
%w：星期几（周日为“0” 0－6）
%W：一年中的第几周（周一为一周开始 00－53）
%x：日期（格式：日/月/年）
%X：时间（格式：时:分:秒）
%y：年（短格式 00－99）
%Y：年（4 位完整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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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号
附录 2.硬件参数计算公式
步长＝电机齿轮直径×π÷360×电机步角度÷驱动器细分数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使用的电机齿轮大多直径为 14.23，电机步角度为 1.8，驱动器细分数为 32，
这时步长的计算结果如下：
步长＝14.23×3.14159265359÷360×1.8÷32
＝0.006985134915716515625
≈0.0069851349 （保留小数点后 10 位即可）
旋转系数＝电机步角度÷减速比÷驱动器细分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使用的电机步角度为 1.8，旋转机构减速比为 5 倍，驱动器细分数为 32，这
时旋转系数的计算结果如下：
旋转系数＝1.8÷5÷32
＝0.0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