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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气动标记打印机的工作原理是:操作人员按一定的规则将需打印的字符和图形输入计算
机,计算机控制打印针按字符,图形的轨迹移动,同时压缩空气使打印针以每秒 200 次以上的
频率往复运动,从而在工件上打出由连续点阵构成的字符和图形.
根据这一原理,有以下几点结论:
A.打印深度和工件材质,打印针离工件表面的距离,气压,打印速度有关.一般而言,材料
越软,打印越深;打印针离工件表面越近(大于最小距离),打印越深;气压越高,打印越深;打印
速度越慢,打印越深.
B.打印线条宽度和针尖形状有关.打印针越尖,打印线条越窄.
C.打印线条的连续性舆打印速度有关.打印越快,构成线条的连续性越差.
注意:
A.本机使用 220V,50HZ,+/-5%交流电,输入电一定要接地；气压为 0.4-0.6MPa 压缩空气.
不符合此要求的电,气源将损坏机器.
B.在拆装本机任何连接线,部件之前,必须关闭所有电源和气源,否则将损坏机器.
C.打印机 X-Y 平台上的导轨每周必须清洁并加普通机油一次,传动齿形皮带上不能沾染
油污.
D.打印机是精密数控设备,任何不遵循操作指南的操作都有可能损坏机器.操作人员必
需熟读本说明书后才能上机操作.

第二章:安装

2．1 标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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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标准型标记打印机由下列所示部件组成:
主件----计算机
控制器
打印机
附件----调节支架
打印针
气压调节阀
16 芯电缆
3 芯电源线
25 芯数据线
6mm 气管
2.2 安装
A.用螺丝连接打印机和调节支架，注意打印针在打印机上移动时应与底面平行；
B.用 6mm 气管连接气压阀和打印机，气接头是快速接头，取下气管时应压下接头顶部；
C.用 16 芯电缆连接打印机和控制器，两头都是航空插座，无正反之分；
D.用 3 芯电源线连接控制器和电源；（注意您的电源接地了吗？）
E.用 25 芯数据线连接控制器和计算机；
F.用气管(用户提供)连接气压调节阀和气源；
G.将打印针连接在打印机上。
安装连接时应小心仔细.连接线上所有的螺丝必须拧紧,气压调节阀必须垂直放臵.打印
机不但可以安装在调节支架上进行打印,也可以安装在其它加工机械上进行打印.同样,打印
针不但可以朝下打印,也可以朝空间 360 度任意方向进行打印,这使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将其用
于自动化生产线，也使得打印工件侧面和不易翻转的较重物体的底部变得容易起来。所以调
节支架只作为附件提供.
2.3 气压调节
使用气压调节阀调节气压时遵循下列步骤:
A.反时针方向转动气压调节器上的调节旋钮使气压表指针回零
B.顺时针方向转动气压调节器上的调节旋钮使气压表指针到规定气压值.例如:当前气压
指示为 0.6MPa,需要调节到 0.5MPa.正确的方法是反时针方向转动气压调节器上的调节旋钮
使气压表指针回零,然后正时针方向转动气压调节器上的调节旋钮使气压表指针到 0.5MPa.
2.4 打印针选择
一般气动标记打印机可选用 3 种类型的打印针.当打印深度要求< 0.1mm 时,应选用 PM-2
型打印针;当打印深度要求>0.1mm< 0.2mm 时应选用 PM-3 打印针;当打印深度要求> 0.2mm 时,
应选用大号针.选用小号针时,气压应调节在 0.4MPa 左右;选用中号针时,气压应调节在
0.5MPa 左右;选用大号针时,气压应调节在 0.6MPa 左右.当工件硬度较大时,针尖处应磨出一
小圆弧,以免针尖折断.
2.5 计算机硬件配置说明
A．硬盘:>2G
B．内存:>64M
C．并口输出地址 378H
D．系统可为 WIDOWS98、WINDOWS2000、WINME、WINXP
2.6 程序安装
全部了解本机软件功能并正确操作,要求用户具有计算机 WINDOWS 系统,文件系统的基础
知识,这方面的知识也可从一般的计算机书籍中获得.以下内容认为用户已经具有这方面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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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本机内装 WINDOWS2000/XP 操作系统和普马标记打印软件.随机附带壹张光盘上装有普马
标记打印软件.软件安装方法为:
A.开计算机电源,启动进入 WINDOWS 系统.
B.运行光盘中的 SETUP.EXE 文件.程序即开始自动解压安装。
C．解压后的工作目录 PUREMARK，运行 PM2007A2.1.EXE 文件即可进入打标机控制系统。
说明：
1）．解压后的软件为自运行软件，用户可将此目录的文件拷入任何一个盘符下，都可运
行。但不要放到中文的目录下。
2）.计算机运行过程中,外界干扰,电压不稳,不当操作均可能破坏系统打印控制程序.其
故障现象为程序在菜单某处反复循环,此时应重新安装系统打印控制软件.用户应将备份盘保
存在阴凉干燥处以免破坏.

第三章:文件编辑
用户应将需打印的字符图形编辑成打印文件保存起来以供随时调用打印.
3.1 开机过程
操作 1:
打开计算机电源.程序进入打标控制软件。
屏幕提示 1: 请打开控制器电源.
操作 2:
打开控制器电源,回车.
屏幕:
打标控制软件主界面.

3.2 编辑绘图窗口说明
普马标记程序的编辑绘图窗口由以下五部分组成:
A.功能菜单：设定编辑绘图打印功能(窗口上方)
B.快捷图标：提供快速反应功能(菜单下)
C.提示栏：操作结果提示(窗口右下方)
D.打印参数显示：显示当前打印参数的状态(窗口右方)
E.编辑窗：显示编辑绘图打印内容(窗口中间). 编辑绘图打印窗使用直角坐标系统,长
度单位毫米.原点在左下角,右上角 Xmax=100,Ymax=80(PM178 型机 Xmax=170,Ymax=80).打印
针复位后停留在左上角即 X=0,Y=80 位臵.开机时,START.DRA 文件被自动调入并显示在绘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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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窗中.
3.3 编辑操作基础知识
下列词汇必须清楚理解并能按照解释的意义操作.
A.左击:在以后文字中,凡遇到"左击"表示按一下鼠标左键
B.左击 XXXX:在以后文字中,凡遇到"左击 XXXX"表示移动鼠标使屏幕菜单 XXXX 改变颜色,
然后按一下鼠标左键.例如:"左击打印.单次打印"表示移动鼠标使菜单打印改变颜色,然后按
一下鼠标左键;再移动鼠标使菜单单次打印改变颜色,然后再按一下鼠标左键.
C.右击:在以后文字中,凡遇到"右击"表示按一下鼠标右键.
D.输入:下列文字中,凡遇到"输入 XXXX",表示使用计算机键盘输入 XXXX.例如:"输入
12345"表示在键盘上依次按下 12345 键.
E.回车:下列文字中,凡遇到"回车",表示按一下键盘上的 Enter 键.
F.退出:下列文字中,凡遇到"退出",表示按一下键盘上的 Esc 键.
在本系统中,左击往往等效于回车键,右击往往等效于退出键.
3.4 输入
A. 输入文字(输入中英文字符)
操作 1:左击新建文字串快捷图标

.输入文字

屏幕提示 1:起始点
操作 2:左击坐标编辑框中任选一点
屏幕提示 2:

操作 3:左击字符串框,可输入文字内容;左击汉字,可选择汉字字型;左击英文,可选择英
文字型.亦可选择调用 WINDOWS 字体,但只能使用空心字.
BGI 字体为单线字体,WINDOWS 字体为空心字体.
操作 4:可修改字型细节设臵表中的各项参数
斜角:字串倾斜排列时的角度,取值 0-360
字高:字符高度,取值 0.5-80(mm)
宽比:字宽与字高的比例,从而由字高决定字宽比例,字宽=字高 x 宽比 x2/3,取值为 0.1-10
字距:两个字符起点之间的距离(mm)
半径:字串环形排列时的圆半径(mm),取值为负时,字符排列方式为反圆心显示
起点_X:字串起点的 X 坐标值或字串环形排列时的圆心 X 坐标值(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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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_Y:字串起点的 Y 坐标值或字串环形排列时的圆心 Y 坐标值(mm)
字串名称：主要用于特殊软件制作时方便调用的一种标志,或打印合格证时的输出标识.
打印工件: 打勾时这个字符串才打刻到工件,不打勾时,这个字符仅作显示用,不打刻.
输出日志：打勾时，每打印一个工件后将本字串内容保存在日志数据库文件里.
空步移动:打勾时,这个字符串不打印,但打印针会走到这个字符串的起始点,然后走入下
一点,一般为了绕过阻碍物时使用
VIN 校验：校对该字符串是否为一个合法的 VIN 号码，适用汽摩总装厂
自动日期:使用时,输入####代表年,$$代表月,%%代表日,::代表小时,^^代表一年的第多
少周,;;;代表本周的第多少小时(以星期天为第一天计算)
条码替换:打勾后,打印时会提示输入条码,当扫描的内容会将这个字串内容替换.替换原
则为:字串内容用 A~Z 表示,A 取条码的第一位,B 取条码的第二位…,比如:字串内容为 ABCDF,
扫描的条码内容为 12345678,那么取值后的内容为 12346.
X 轴镜像:选择后,打刻时以字串中心的垂直方向镜像后打刻
Y 轴镜像:选择后,打刻时以字串中心的水平方向镜像后打刻
打序号:打勾时,这个字串将作为一个流水号码,打完一次将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一个流水
增量如 1 后继续打印.适合打刻自动序列号打刻.
增量:打流水号时每次增加多少,亦可设为负值.
重复:即每个号码打刻几次后再加增量.
打印顺序:调节字符串的打刻顺序,一个文件不能有两个相同打印顺序的字符串.
确认后保存以上修改信息.
取消后忽略以上修改信息.
B.二维条码(输入二维码)
操作 1:左击新建二维码快捷图标
屏幕提示 1:起始点
操作 2:左击编辑框中任一点
屏幕提示 2:

操作 3:左击字符串,可输入条码的内容;
操作 4:可修改字型细节设臵表中的各项参数
起始点_X:字串起点的 X 坐标值
起始点_Y:字串起点的 Y 坐标值
角度:调节二维码的倾斜角度,取值 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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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间距:二维码中的点点之间的分布距离(mm)一般取值为 0.4-0.6
开气延时:调节打印每一个点的时停留时间
序号增量：打印流水号时每次增加量，一般为 1
序号重复：打印流水号时每个号码打印次数，一般为 1
序号：打勾时，二维码为流水号，相反为一个常数。
日志：打印内容是否存盘
四点打印:打勾时,将每个点分成四个点打印,增加打印精度,提高识别性能,四个点间距
可调.
打印顺序: 调节字符串的打刻顺序,一个文件不能有两个相同打印顺序的字符串.
C．导入图形
1)左击文件，导入 PLT 文件
2)选择盘符,路径,要导入的 PLT 格式的图形文件.
3)图形文件被调入屏幕中央.
说明:PLT 文件的产生常用有两种,一种是 CORELDRAW 系统直接输出,选择 PLT 格式,即可
得到所要的图形文件.另一种是 AUTOCAD 的打印输出.在 AUTOCAD 中没有直接是 PLT 格式的输
出.所以只要在系统里配臵一个 HP7475 的打印机,输出时使用打印方式,打印时选择打印到文
件,打印得到的文件就是一个 PLT 图形文件.
D．中间起点设臵

通常情况下每次打印，打印针都会回从零点（屏幕左上角）出发，打印完后时再回到零
点，这充分保证打印精度，但是浪费部份时间在来回空走上。中间起点（如上图所示，蓝色
圆中为模拟回零点）设臵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使用方法：将鼠标指针移动到中间起点上，按住左键不放，同时移动鼠标就可以移动中
间起点，将其移到合适的位臵，松开左键，中间起点就设臵完成。在打印状态下，打印完成
后，打印针不回到零点，回到中间起点处，下次打印时直接从中间起点移动到打印位臵进行
打印。
注：此功能请结合系统参数设臵使用。
3.5 编辑
A.修改文字(修改中英文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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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右击任何一个字符串
屏幕弹出字符串的属性框
编辑以下与新建文字中操作一样
说明:按 Esc 键或取消退出,如果有修改动作请按确认退出.
B. 修改二维码
操作:右击任何一个二维码
屏幕弹出二维码的属性框
编辑以下与新建二维码操作一样
说明:按 Esc 键或取消退出,如果有修改动作请按确认退出.
C. 修改 PLT 图形
操作:右击任何一个 plt 图形
屏幕弹出 PLT 图形的属性框

调节 X 比例及 Y 比例,改变 PLT 图形的大小
调味节中心 X,中心 Y,改变图形的位臵
旋转角度,改变图形的倾斜角度
打印顺序: 调节字符串的打刻顺序,一个文件不能有两个相同打印顺序的字符串.
D.删除(删除一个图元或字串)
操作 1:左击编辑.删除
屏幕提示 1:选择图元
操作 2:左击要删除的图元
说明:按 Esc 键或右击退出
E.拖动(移动图元或字串到另一位臵)
操作:左击任何一个字符串
按住左键,移动鼠标,将字符串拖到任一点.
F.删除恢复(恢复删除的内容)
操作:左击编辑.删除恢复
屏幕提示:删除的内容被恢复
3.6 显示
A.刷新屏幕(清除屏幕上的错误信息)
操作:左击显示.刷新屏幕
屏幕提示:屏幕上的错误信息被清除
说明:按 Esc 键或右击退出
B.窗口放大(放大显示窗口中的图象)
操作 1:左击显示.窗口放大
屏幕提示 1:取第一个角点
操作 2:左击第一个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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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提示 2:取第二个角点
操作 3:左击第二个角点
屏幕提示 3:窗口中的图象被放大显示
说明:按 Esc 键或右击退出
C.平移显示(使图象的任一部分显示在窗口中心)
操作 1:左击显示.平移显示
屏幕提示 1:显示中心
操作 2:左击坐标平面中一点
屏幕提示 2:这一点图象显示在窗口中心
说明:按 Esc 键或右击退出
D.设臵颜色(设臵图元颜色)
操作 1:左击色板快捷图标(标准 15 颜色可选)
屏幕提示 1:选择颜色
操作 2:左击颜色板中任一色块,或输入色块号
屏幕提示 2:选择图元
操作 3:左击图元
屏幕提示 3:被选中图元颜色被选定
说明:按 Esc 键或右击退出
注意:色块可通过自已喜好调节,通过着色,使我们的用户文件变得更有个性化.
E.放大一倍(放大一倍显示图象)
操作 1:左击显示.放大一倍
屏幕提示 1:图象以编辑框中央被放大一倍显示
说明:按 Esc 键或右击退出
F.缩小一倍(缩小一倍显示图象)
操作 1:左击显示.缩小一倍
屏幕提示 1:图象被缩小一倍显示
说明:按 Esc 键或右击退出
3.7 文件读写
A.建立新文件
操作 1:左击文件. 新文件
屏幕提示 1:保存现有文件吗?
操作 2:左击确认,保存文件,取消不保存文件的修改.
B.打开旧文件
操作 1:左击文件. 打开旧文件
屏幕提示 1:清除现有图形吗?
操作 2A:左击确认
屏幕提示 2A:现有图形被清除,文件名菜单被打开
操作 2B:左击取消
屏幕提示 2B:文件名菜单被打开
操作 3:左击文件名 XXXX
屏幕提示 4:图形文件被读入
C.保存文件
操作 1:左击文件. 保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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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提示 1:输入文件名
操作 2:输入文件名 XXXX,回车
结果:文件被保存
注意:输入文件名不能带后缀,程序将自动加后缀 dra 并将文件存入系统同一目录下
D.退出
操作 1:左击文件.退出
结果:退出打印控制系统,返回 WINDWOS 主界面.

第四章:工具菜单的使用
一、系统参数设置
文件编辑好被打印前,应设臵打印参数, 例如打印速度,序号增量等等,以保证所需的打
印效果.打印参数设臵好之后,执行保存文件操作,所有打印参数将保存到当前文件中.下次再
调出此文件进行打印时,所有打印参数将根据所保存之参数自动设臵.
本章仅就一些简单文件打印的重要参数设臵进行介绍,其它参数将在以后有关内容处说
明.
1.1 参数表

左击工具.系统参数设臵,输入参数密码：12345，可打开”设臵打印参数”表,”速度参数
表”等进行参数设定和修改.表中某些参数的意义见下
1.2 打印机参数
参数名:X 行程、Y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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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范围:根据用户选择的机型设定打印范围
缺省值: 100×80
说明: 100×80 指打印范围是 100mm×80mm.如果实际使用机型是 100×80 而选 170×80
型将损坏机器.
1．3 打印速度参数
参数名:打印速度
取值范围:1 级,2 级,3 级,4 级,5 级
缺省值:5 级(最慢)
说明:每档速度的具体数值可在设臵速度参数表中规定.需要注意的是,打印速度是指
X-Y 平台在打印时的移动速度.不管打印速度是多少,压缩空气总是使打印针以 200 次/秒的频
率往复运动.根据这一原理知道打印速度对打印结果有重要影响.首先,打印速度越快,单位长
度上针击次数越少,线条的连续性越差.反之,打印速度越慢,线条的连续性越好.其次,打印速
度越慢,同一点上重复针击可能性越大,打印越深.反之,打印速度越快,打印越浅.
1.4 序号参数
参数名:公用序号
取值范围:整数
缺省值:关闭
说明：打勾后，输入后面的数据，文件中的流水号内容将被此内容代替。以适用不文件
共用一个流水号
1.5 同号比较
参数名: 同号比较
缺省值:关闭
比较范围,输入范围明确只与离当前数据最近的一段数据进行比较,以节省比较时间.
取值范围:0~15000
缺省值:2000
说明:如果同号比较取值打开，比较范围取值 X>0, 则每次打印前文件中输出日志的的字
符串内容将和主工作目录下日志数据库文件 DIARY.MDB 中的后 X 条记录进行比较.如果当前文
件中有任一字符串和日志数据库文件 DIARY.MDB 中后 X 条记录中任一字符串重复，则计算机
将给出重复警告提示。
1.6 打印比例参数
参数名:X 比例
取值范围:0.001-10
缺省值:1
说明:X 轴比例值确定编辑绘图窗中的 X 坐标值和打印机 X 轴步进长度的比例.当机型是
PM108 时,一般为 1,当机型是 PM178 时,一般为 0.87.当打印圆周工件时,根据工件的大小设定
X 轴的比例.
参数名:Y 轴比例
取值范围:0.001-10
缺省值:1
说明:Y 轴比例值确定绘图窗中的 Y 坐标值和打印机 Y 轴步进长度的比例.一般为 1。
参数名:X 预进
取值范围:100-2000 步
缺省值:100
说明:每次打印完毕后，打印针返零后将走出 100 步，以防接近开关常亮，避免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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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参数名:Y 预进
取值范围:100-2000
缺省值:100
说明:作用同 X 预进
1.7 中间起点打印
参数名:中间起点打印
缺省值:开启
说明:中间起点打印功能启用，不打勾时，中间起点打印功能关闭。
参数名:重复次数
取值范围:1-10000
缺省值:10
说明：必须中间起点打印功能启用时，此功能才能启用。如按缺省值所设，即中间起点
打印 10 次后，打印针回零点 1 次。此参数设臵是为了保证打印精度，数值越大，打印精度越
低。
1.8 速度参数表(请记住出厂设置)
参数名:打印速度
取值范围:100-2000,量纲(mm/秒)
说明:打印针打印时的移动速度,数值越大,速度越慢
参数名:移动速度
取值范围:100-2000,量纲(mm/秒)
说明: 打印针不打印时的移动速度,数值越大,速度越慢
参数名:回零速度
取值范围:100-2000,量纲(mm/秒)
说明:打印结束时打印针的回位移动速度,数值越大,速度越慢
参数名:开气延时
取值范围:1-500, 量纲(0.0001 秒)
缺省值:200
说明: 开气延时的功能是使打印针击打和 X-Y 平台移动保持同步.观察打印效果可发现
开气延时的取值是否合适.如果发现在字符,图形笔划的起笔处打出一个深坑,此时应减小开
气延时数值.如果发现在字符,图形笔划的起笔处丢失笔划,此时应加大开气延时数值.每次增
减 50 较好.
参数名:关气延时
取值范围:1-500, 量纲(0.0001 秒)
缺省值:200
说明:关气延时的功能是使打印针击打和 X-Y 平台移动保持同步.观察打印效果可发现关
气延时的取值是否合适. 如果发现在字符,图形笔划的结束处打出一个深坑,此时应减小关气
延时数值.如果发现在字符,图形笔划的结束处出现拖笔现象,此时应加大关气延时数值.每次
增减 50 较好.关气延时数值太大的缺点是使打印速度变慢,在不影响打印质量前提下应取尽
量小的值
1.8 其它
X 步进比:指每走多少步为 1mm 缺省为 71.5
y 步进比:指每走多少步为 1mm 缺省为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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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T1 地址:设臵打印机的打印号地址,此地址一定要与 WIDNOWS 系统里的地址一致.一般
为 0378.检查 WINDOWS 系统的地址方法:右击我的电脑—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并行口
lpt1—资源—得到打印口输入输出范围:0378-037F,表明打印口地址为 0378
LPT2 地址:当一台计算机连接两台打印机时,在计算机里需增加一个打印口,即 lpt2,它
的控制地址根据具体情况定,查看它的地址与上同.
开机移动:缺省为 1,单位:mm. 每天第一次打刻时,打印针先不回零,而是直接向正方向
走开机移动值后回零.这样能消除当零点被改变时引起的打印位臵误差.
开始延时,信号延时,结束延时:这些都是自动控制中的一些信号延时,平时不使用.
输入工号:打勾时,系统进入后会提示用户提示操作工号.
条码自动:打勾后,当使用条码输入或键盘输入时自动开始打印无需按打印开关.
自动打印延时:单位为秒,当选择自动”自动延时打印”时,调用这里的延时时间.
串号设臵:当打刻系统与外部进行串号通讯时,调节通迅协议,一般设为:9600/8/1/0
自动开始打印:打勾后,当进行串口打刻时,收到串口数据后无需按打印开关打印.
改密码:可以改变进入参数设臵的密码.
使用缺省值:当记不得参数时,使用缺省设臵,会修正灾难性错误.
存为缺省值:当您认为你设的参数各项都很好时,可以设为缺省值,以便以后随时使用.
保存参数:保存以上修改的参数
退出:退出参数设臵系统,返回主界面.

二、硬件测试
每个技术人员必须理解硬件测试的功能，通过它，你可以知道你的机器的健康情况，机器如
果出了问题，通过它可以快速知道是哪里的问题。通过它很容易让设备供应商了解机器的工
作状况。
选择硬件测试后弹出以下对话框

一台标准的气动打标机有六个电气控制元件，所以通过以下六步测试机器情况：
X 电机：不停的左击光标右键，打印针应往 X 轴正方向移动
Y 电机：不停的左击光标左键，打印针应往 X 轴回零方向移动
X 限位开关：用金属碰 Y 轴限位开关，Y 轴限位开关亮，屏幕上 P10 变成红色，放开后变灰。
Y 限位开关：用金属碰 X 轴限位开关，X 轴限位开关亮，屏幕上 P11 变成红色，放开后变灰。
打印开关：按下打印开关，屏幕上 P13 变成红色，放开后变灰。
电磁阀：左击 P04，打上勾后，电磁阀打开，并发出“吱”一声细响，有气时，打印针立即
振动。反之，打印针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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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其它端口可以通过输入输出测试其状态。
当有 LPT2 时，选择 LPT2，同样的方法控制 LPT2 连接的打刻机。
如果有暂停键的打刻机，当按下暂停键里，P15 变成红色，弹起后变灰。

三、文本替换
你可以将你需要打刻的内容存于一个文件里,打印时将逐条一一打印,此功能根据用户要求开
通.

四、文本（条码）打印控制
你可以将你打刻的内容同时打印到合格证打印机或者是条码打印机或者是办公打印机上.
以办公打印机为例:
1,请在 WINDOWS 系统里配置一台普通的办公打印机,如 HP6L,因打印口被打刻机占用,所以最
好选用 USB 接口的办公打印机.将安装程序装在系统里,将 HP6L 设为系统缺省打印机.
2,打刻系统里比如打刻 123456 的字符串,将该字符串的字串名称设为 S1.
3,进入文本(条码)打印控制界面,左边为打印内容的位置调整区,右边为选择输出的内容以及
其它设置.如下图:

4,请将 LB-01 打上勾,名称设为对应的 S1,你也可增加一些固定不变的内容,比如将固定打印
内容-1 打上勾,内容设为”打刻号码:”
5,调节左边 LB-01 和 LB-HEAD1 的位置.
6,也可调节右边 LB-01(可变字体)和 LB-HEAD1(固定字体)的字体及大小.
7,将自动打印打上勾.并选择确认退出.
8,当打刻一个工件后,系统将打印的内容及增加的固定内容自动打印到办公打印机上.
如”打刻号码:123456”
说明:此输出打印也可将内容的字体设为条形码字体,打出的内容为条码,此功能特别适合连
接条码打印机.要求系统里装有条码字体,常用的为 39 码.

五、编辑用户字体和更新用户字体
操作 1:左击工具.编辑用户字体,根据屏幕提示选择要编辑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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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要将"1"编辑成”①".当屏幕显示”1”的图形后,用画图菜单中的"点点画线"在”1”的外
面用直线画一个圆,直线的每一个转折点必须和线格交叉点重合(请尽量将起笔或落笔放在线
格交叉处,系统会自动将你的起笔或落笔拉到最近的交叉处).完成造字后左击更新用户字体
结束编辑.
输入文字时如输入字符”1”, 选字型 USER.CHR 字体,屏幕上将显示出字符” ①”.

六、打印历史
进入打印历史后弹出以下画面:

1,进入后得到所有记录了的打刻内容,此内容存于系统主工作目录中的 DIARY.MDB 文件中,是
一个 ACCESS 数据库.
2,可以输入起始日期和终止日期查询打刻内容,直接输入打印内容或输入操作员代号均可查
询.
3,使用删除按钮可以对打刻内容逐一删除.
4,可以使用清除按钮将所有打刻内容删除.
5,可以使用输出对当前查询内容输出,输出文件名存于主工作目录下,以当前日期及时间命
名.

第五章:打印
5.1 打印
选择后弹出以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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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示按打印开关打刻当前屏幕显示的文件，每按一次(或按一下回车键)，打刻机开始
打刻，打刻完成后返回等待下一次打印。
2,打刻进行中,打刻到哪里,哪里的字会同步变为红色,你通过屏幕便能知道打刻到哪里了.
3,打刻进行中,如果按 ESC 键可以暂停打刻,暂停后可选择是否继续打刻.
4,如果有急停按钮的机器,也可在打刻时按急停按钮暂停打刻.
5.2 延时自动打印
选择后,无需按打刻开关,当指定的延时时间过后自动打刻.再等相同延时时间后开始下一
次打刻.延时时间设定方式见第四章中系统参数设置的 1.8 节
5.3 文本读取打印
打刻数据存一文本文件中时,使用此打印方法,一般是根据客户需要开通此功能.
5．4 一拖二打印
当一台计算机控制两台打标机时用此选项，计算机需增加一个打印口，并在系统参数中
高设臵打印口的地址。LP1 打印 1.DRA 文件，LP2 打印 2.dra 文件。当 LPT1 打刻时,LPT2 需
等待 LPT1 打刻完毕后才能开始打刻,但 LPT1 打刻时,可以按下 LPT2 打印按钮,如果 LPT1 打刻
完成后,LPT2 自动开始打刻.
5．5 串口控制打印
选择后,等待串口传输数据打印,串口通讯协议见第四章中系统参数设置的 1.8 节

第六章:故障检测与其它
6.1 一般检查
关闭控制器电源,计算机电源后检查以下各项:
A.检查 16 芯电缆是否有芯线开路,插头内插针松动及退缩.
B.检查 25 芯电缆插头,插座是否连接正确,连接处螺丝是否固紧.
C.检查气压调节器是否积水,如果积水,拧松底部放水开关放出（注：油水可能以高压喷
出）.
6.2 调节打印深度
实际生产中,工件的形状有一定的误差,或凹凸不平，或工件表面与打印针的运动平面有
一定倾角，造成工件表面到打印针的距离不等,打印深度不等，打印质量会受影响。针尖与打
印表面的误差最好不要超过+/—1mm。如果工件表面非常不规则，有必要做空走线，以绕过这
些位臵。铸件表面非常粗糙，应将标记表面磨平。若金属表面锈蚀严重，或有很厚的涂层及
划痕，应用沙轮或喷沙将其处理干净。个别情况，可在薄板上标记后贴在工件上。打印针具
体调节步骤是:
A.装上一个废旧工件.
B.调节针的位臵使它远离工件表面(大约 10mm 左右).
C.按下打印开关,使机器开始打印,一边打印一边调节打印针,使它靠近工件,直至打印
出深浅适度的字为止.
D.反复打印几次,就能得到合适的针位臵.
6.3 其它故障检测
故障现象 1:打印针不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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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原因:打印机 X,Y 轴传动皮带上的压紧螺丝松脱.或皮带轮坏.
故障排除:拧紧打印机 X,Y 轴传动皮带上的压紧螺丝.或更更换皮带轮 .
故障现象 2:打印正常,字符不美观.
故障原因:打印针未拧紧；打印针尖损坏；缺少润滑或有异物卡住使打印针无法移动。
故障排除:拧紧打印针,必要时将其换掉；检查道轨和皮带，必要时清洗和加润滑油。
故障现象 3:计算机或控制器开后无任何指示灯发亮.
故障原因:电源线插头未插好；电源线断开；电源线（或插头）锈蚀；打印开关损坏；
插座没有电。
故障排除:插好电源线插头；确认插座是否有电。注：在缺乏相关知识时，请不要动手
修理。如有必要，请教专业人士。
故障现象 4:计算机开后电源风扇无风.
故障原因:计算机稳压电源损坏；扇叶被异物卡住。
故障排除:更换计算机稳压电源（标准电源不贵，更换比修理更方便也更便宜）；清除扇
叶异物。
故障现象 5:计算机屏幕无显示.
故障原因:屏幕信号线接插不良或计算机显示卡损坏；视频线损坏；计算机显卡损坏；
显示器未通电或开关未打开；显示器对比度和亮度设臵不当。
故障排除:插好屏幕信号线或更换计算机显示卡；重新设臵显示器亮度和对比度；给显
示器通电。
故障现象 6:打印过程突然停止.
故障原因:外界干扰.
故障排除:按控制器面板上的电源开关,重新启动控制器.
故障现象 7:屏幕显示出错,显示图形,字符被破坏.
故障原因:错误操作.
故障排除:按计算机的复位开关(Reset),重新启动计算机.
故障现象 8:光驱无法进入.
故障原因:COMS 设臵表中光驱设臵错误；光盘损坏。
故障排除:将光驱设臵改为 CD-ROM；更换光盘；建议对所有重要文件做备份。
故障现象 9:硬盘无法进入.
故障原因:CMOS 设臵表中硬盘设臵错误；硬盘损坏或操作不当。
故障排除:进入 CMOS 设臵表,使其自动计算硬驱参数.如果判断硬盘确实有问题，请寻求
专业人士帮助，以避免更换硬盘和重新安装所有文件。
故障现象 10:打印针持续自动打印.
故障原因:打印开关或辅助打印开关短路.
故障排除:更换辅助打印开关;或将打印开关二连线剪断,并用绝缘胶带缠好.注：首先关
掉电源！
故障现象 11:图象扭动,但仍清晰可辨.
故障原因:控制器干扰计算机（注：任何产生强磁场和电噪音的设备，都可能干扰显示
器图象）.
故障排除:将控制器与计算机分开放臵；检测附近设备，如：电机、控制电机的继电器、
变压器等。
故障现象 12:在未敲击键盘时,字符自动显示.
故障原因:键盘内部有短路现象；一个或多个键处于向下位臵；有物品压在键盘上。
故障排除:更换键盘；移走压在键盘上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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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 13:在与写 C 盘菜单中有关的操作时,屏幕上出现写错误提示.
故障原因:硬盘 C 故障.
故障排除:对硬盘 C 重新进行低级格式化或更换硬盘（注：在做此事时，有可能丢失数
据和文件）.
故障现象 14:屏幕显示一水平(或竖直)亮线.
故障原因:屏幕场(或行)扫描故障；高压包线路故障.
故障排除:更换屏幕（注：如果不在保修期内或该显示器非常昂贵，更换比修理更便宜）.
故障现象 15:进入程序后提示”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故障排除:程序不能放在汉字目录下,放到英文目录下即可.
故障现象 16:进入程序后提示”不能打开并口程序”
故障排除:程序已被加载,请重启计算机,重新打开程序即可.
编后语:本说明书难免有遗漏之处,敬请用户提出指正,如果书中所讲之处与调机人员所讲不
符,请以调机人员所讲为准.(本说明书于 2007 年 8 月 1 日第七次修订 修订人:周彦刚)
重庆普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www.puremark.com.cn
86-23-6760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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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气动打印参数设臵图：

本设臵为使用步进电机打标机参数设臵，其中 X、Y 行程为打标机的打标范围，本公司生
产的打标机都以打标范围为型号，如使用 PM122 打标机，X 行程改为 120，Y 行程改为 20。
另：PM178 打标机，因使用的 X 电机齿距有变化，再将 X 行程改为 170 的同时，请将 X
比例改为 0.87。
气动刻划机参数设臵图：

本设臵为使用伺服电机刻划机参数设臵，与步进设臵不同的是 X、Y 比例为 26，速度参
数表中的各种速度减小 100 倍。其余设臵与步进设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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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电气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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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打刻头接线图：

控制器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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