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

使用者手冊

01 - 2023|



目錄
目錄

1 前言 ....................................................................  12

2 變更紀錄 ................................................................  13

3 歡迎 ....................................................................  14

4 使用本手冊 ..............................................................  15

4.1. 主要章節 .................................................................  15
4.2. 名稱樣式和符號 ...........................................................  16
4.3. 圖片與說明 ...............................................................  17

4.3.1. 方向 ............................................................. 17

5 系統描述 ................................................................  18

5.1. 命名慣例 .................................................................  18
5.1.1. 我的工作 ......................................................... 18

5.1.2. 已開啟工作 ....................................................... 19

5.1.3. 刀具設定 ......................................................... 19

5.2. 功能表列 .................................................................  20
5.2.1. 檔案 ............................................................. 20

5.2.2. 編輯 ............................................................. 21

5.2.3. 檢視 ............................................................. 21

5.2.3.1 圖層檢視/生產檢視方向..................................  22

5.2.4. 選取 ............................................................. 23

5.2.5. 工作 ............................................................. 23

5.2.6. 圖層 ............................................................. 24

5.2.7. 曲線 ............................................................. 25

5.2.8. 機器 ............................................................. 25

5.2.9. 進階 ............................................................. 26

5.2.10. 說明 ............................................................. 27

5.3. 我的工作 .................................................................  27
5.3.1. 匯入檔案至我的工作清單 ........................................... 28

5.3.1.1 材料...................................................  29

5.3.1.2 映射...................................................  29

5.3.2. 我的工作清單 ..................................................... 29

5.3.3. 工作估計狀態 ..................................................... 30

5.3.4. 選擇檔案 ......................................................... 31

5.3.5. 工作資訊 ......................................................... 32

5.3.5.1 已訂購副本.............................................  33

5.3.6. My Jobs Actions .................................................. 34

5.4. 已開啟工作 ...............................................................  35
5.4.1. 開啟一項工作 ..................................................... 36

5.4.2. 選取工作 ......................................................... 36

5.4.3. 結束工作 ......................................................... 36

5.4.4. 執行就緒 ......................................................... 37

5.5. 已開啟工作、選擇材料 .....................................................  37

                                                                                             2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5.6. 已開啟工作，選擇、儲存與更新工具預設 .....................................  38
5.6.1. 選擇工具預設精靈 ................................................. 39

5.6.2. 儲存工具預設 ..................................................... 41

5.6.3. 更新工具預設 ..................................................... 43

5.7. 已開啟工作，圖層設定 .....................................................  44
5.7.1. 圖層標籤 ......................................................... 44

5.7.1.1 展開/收摺..............................................  45

5.7.1.2 圖層視窗...............................................  45

5.7.2. 選取圖層 ......................................................... 47

5.7.3. 包含圖層 ......................................................... 48

5.7.4. 圖層順序 ......................................................... 48

5.7.5. 編輯選定圖層 ..................................................... 49

5.7.5.1 銑切功能...............................................  52

5.7.5.2 V-notch 刀具，操作模式.................................  55

5.7.6. 圖層類型 ......................................................... 59

5.7.6.1 圖層類型...............................................  59

5.7.7. 圖層動作 ......................................................... 62

5.7.7.1 新增圖層...............................................  63

5.7.7.2 新增套準標記圖層.......................................  64

5.7.7.3 複製圖層及曲線.........................................  65

5.7.7.4 複製無曲線的圖層.......................................  65

5.7.7.5 移除圖層...............................................  65

5.7.7.6 移除空白圖層...........................................  66

5.7.7.7 移除隱藏圖層...........................................  66

5.8.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 .....................................................  66
5.8.1. 生產標籤 ......................................................... 67

5.8.2. 選擇生產預設 ..................................................... 67

5.8.3. 儲存生產預設 ..................................................... 68

5.8.4. 更新生產預設 ..................................................... 69

5.8.5. 副本份數 ......................................................... 69

5.8.5.1 已訂購副本.............................................  70

5.8.6. 品質 ............................................................. 71

5.8.7. 材料處理 ......................................................... 71

5.8.7.1 工作台預設值...........................................  71

5.8.8. 套準 ............................................................. 71

5.8.8.1 套準類型...............................................  71

5.8.8.2 無套準標記.............................................  72

5.8.8.3 使用套準標記...........................................  72

5.8.8.4 使用邊緣識別...........................................  74

5.8.8.5 角與套準標記...........................................  75

5.8.8.6 下側套準...............................................  75

5.8.8.7 使用工作台標尺.........................................  75

5.8.9. 位置 ............................................................. 75

5.8.10. 重複步驟 ......................................................... 78

5.8.11. 刀頭停放 ......................................................... 79

5.8.12. 定期時間間隔測量刀具高度 ......................................... 80

                                                                                             3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5.9. 工具列 ...................................................................  80
5.9.1. 缩放工具 ......................................................... 81

5.9.2. 放大 ............................................................. 82

5.9.3. 縮小 ............................................................. 82

5.9.4. 適應工作大小 ..................................................... 82

5.9.5. 適應紙板 ......................................................... 83

5.9.6. 適應工作台大小 ................................................... 83

5.9.7. 編輯節點 ......................................................... 83

5.9.8. 顯示曲線方向 ..................................................... 84

5.9.9. 顯示曲線節點 ..................................................... 84

5.9.10. 顯示刀具路徑 ..................................................... 84

5.9.11. 真空區域 ......................................................... 85

5.9.12. 停放位置 ......................................................... 85

5.9.13. 顯示工作台標尺 ................................................... 85

5.9.14. 參考點 ........................................................... 86

5.9.15. 邊界框 ........................................................... 86

5.9.16. 顯示標尺 ......................................................... 86

5.9.17. 顯示材料尺寸 ..................................................... 87

5.10. 屬性列 ...................................................................  87
5.10.1. 圖層視圖 ......................................................... 87

5.10.2. 生產預視圖 ....................................................... 88

5.11. 機器面板 .................................................................  90
5.11.1. 機器面板視圖 ..................................................... 91

5.11.1.1 底部位置...............................................  92

5.11.1.2 右側位置...............................................  92

5.11.2. 機器面板功能 ..................................................... 92

5.11.2.1 執行...................................................  93

5.11.2.2 自動化.................................................  94

5.11.2.3 材料更換...............................................  95

5.11.2.4 停止...................................................  96

5.11.2.5 已完成的工作...........................................  97

5.11.2.6 錯誤...................................................  98

5.11.2.7 暫停...................................................  99

5.11.2.8 安全性停機............................................  100

5.11.2.9 未找到套準標記........................................  100

5.11.2.10 iPC 暫停功能..........................................  101

5.11.3. 機器面板工具列 .................................................. 102

5.11.3.1 真空區域..............................................  102

5.11.3.2 工作台上方參考........................................  103

5.11.3.3 調整刀具高度..........................................  103

5.11.3.4 相機檢視..............................................  103

5.11.3.5 主軸暖機..............................................  104

5.11.3.6 啟動真空清潔器........................................  104

5.11.3.7 材料厚度測量..........................................  104

5.11.3.8 識別刀具..............................................  104

5.11.4. 機器面板狀態列 .................................................. 105

5.12. 機器連接 ................................................................  105

                                                                                             4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6 開始前須知 .............................................................  107

6.1. 簡介 ....................................................................  107
6.2. 關於工作台 ..............................................................  107
6.3. 材料是關鍵 ..............................................................  108

6.3.1. 材料與預設概覽 .................................................. 109

6.4. 在資源管理員中準備材料與預設值 ..........................................  110
6.4.1. 工具預設 ........................................................ 110

6.4.2. 最佳化預設 ...................................................... 113

6.4.2.1 最佳化預設對話方塊....................................  114

6.4.2.2 編輯最佳化預設........................................  114

6.4.2.3 無最佳化..............................................  116

6.4.2.4 最佳化，標準..........................................  117

6.4.2.5 最佳化，樣品製作......................................  119

6.4.3. 生產預設值 ...................................................... 120

6.4.4. 切割設定檔 ...................................................... 121

6.4.4.1 切割設定檔詳細資料....................................  123

6.4.5. 我的材料 ........................................................ 123

6.4.5.1 編輯我的材料..........................................  124

6.4.5.2 使用切割設定檔定義切割設定............................  125

6.4.5.3 使用材料定義切割設定..................................  126

6.4.5.4 指定材料尺寸..........................................  127

6.4.6. 材料系列 ........................................................ 128

6.4.6.1 保留材料系列..........................................  128

6.4.6.2 選擇材料系列..........................................  129

6.4.7. 映射預設值 ...................................................... 130

6.4.7.1 維持映射預設值........................................  130

6.5. 工作台預設值 ............................................................  136
6.5.1. 可用工作台預設值 ................................................ 136

6.5.1.1 Park After Table......................................  136

6.5.1.2 輥式輸送..............................................  137

6.5.1.3 送紙..................................................  137

6.5.1.4 手動送紙..............................................  138

6.5.1.5 MultiZone 生產........................................  138

6.5.1.6 使用機器人進行MultiZone production....................  138

6.5.1.7 使用機器人載入 - 卸載.................................  139

6.5.1.8 給料機堆疊器生產......................................  139

6.5.1.9 使用下側相機進行給料機生產............................  139

6.5.1.10 使用下側相機進行給料機堆疊器生產......................  140

6.5.1.11 Mermaid 柔印自動化....................................  140

6.5.2. 其他設定 ........................................................ 141

6.5.2.1 送料後的雙回膛........................................  141

6.5.2.2 手動真空控制..........................................  141

6.5.2.3 輸送到工作台面前方....................................  141

6.5.2.4 送紙長度..............................................  141

6.5.2.5 預載紙張..............................................  142

6.5.2.6 跳過預載入第一張紙....................................  142

6.5.2.7 若未找到套準標記或邊角，跳過工作台....................  142

                                                                                             5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6.5.2.8 在此後跳過工作台......................................  143

6.5.2.9 翻轉材料..............................................  143

6.6. 關於套準 ................................................................  143
6.6.1. 新增套準標記 .................................................... 143

6.6.2. 套準標記的類型 .................................................. 144

6.6.2.1 有關套準標記的重要事項................................  145

6.6.3. 補償類型 ........................................................ 145

6.6.4. 關於補償類型 .................................................... 148

6.7. iPC 檔案編製 ............................................................  149
6.7.1. 檔案類型 ........................................................ 149

6.7.2. 定義切割路徑 .................................................... 150

6.8. 設定刀具 ................................................................  150
6.8.1. 深度控制 、工具 ................................................. 153

7 啟動 ...................................................................  154

7.1. 啟動順序 ................................................................  154
7.2. 關機順序 ................................................................  154

8 準備與執行工作 .........................................................  155

8.1. 檔案匯入 ................................................................  156
8.1.1. 我的工作清單 .................................................... 156

8.1.1.1 匯入檔案至我的工作清單................................  156

8.1.1.2 我的工作選項..........................................  157

8.1.2. 開啟工作 ........................................................ 158

8.2. 已開啟工作 ..............................................................  158
8.2.1.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 158

8.2.2. 已開啟工作，編輯 ................................................ 159

8.3. 準備圖層 ................................................................  160
8.3.1. 圖層設定，手動 .................................................. 160

8.3.1.1 編輯圖層..............................................  160

8.3.2. 使用材料的圖層設定 .............................................. 160

8.3.3. 使用工具預設的圖層設定 .......................................... 160

8.3.4. 修改圖層 ........................................................ 161

8.4. 準備生產 ................................................................  161
8.4.1. 副本份數 ........................................................ 161

8.4.2. 材料處理 ........................................................ 161

8.4.3. 套準 ............................................................ 162

8.4.4. 位置 ............................................................ 162

8.4.5. 重複步驟 ........................................................ 163

8.4.6. 刀頭停放 ........................................................ 163

8.5. 儲存工作 ................................................................  163
8.6. 執行工作 ................................................................  164

8.6.1. 執行一項工作 .................................................... 164

8.6.2. 執行工作，無套準 ................................................ 164

8.6.3. 執行工作，套準標記 .............................................. 165

8.6.3.1 確認套準標記..........................................  165

8.6.3.2 相機設定調整..........................................  166

8.6.4. 執行工作，使用雷射指示器套準 .................................... 166

                                                                                             6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8.6.5. 執行工作，使用邊緣識別 .......................................... 166

9 編輯工作，進階 .........................................................  167

9.1. 工作修改 ................................................................  167
9.1.1. 順時針旋轉 90 度 ................................................ 167

9.1.2. 逆時針旋轉 90 度 ................................................ 167

9.1.3. 水平鏡像 ........................................................ 167

9.1.4. 垂直鏡像 ........................................................ 168

9.1.5. 移除重線和切割序列 .............................................. 168

9.1.6. 移除重線和聯合橫向間隙 .......................................... 169

9.1.7. 生產最佳化 ...................................................... 170

9.1.7.1 標準最佳化............................................  170

9.1.7.2 最佳化，樣品製作......................................  172

9.1.8. 移除內部的偏移 .................................................. 179

9.1.9. 將開放曲線移動至單獨圖層 ........................................ 180

9.2. 曲線修改 ................................................................  180
9.2.1. 選取曲線 ........................................................ 180

9.2.2. 移動... ......................................................... 181

9.2.3. 輕移曲線 ........................................................ 183

9.2.4. 縮放曲線 ........................................................ 183

9.2.5. 鏡像翻轉曲線 .................................................... 185

9.2.6. 旋轉曲線 ........................................................ 187

9.2.7. 合併曲線 ........................................................ 189

9.2.8. 反轉曲線方向 .................................................... 190

9.2.9. 進刀/退刀 ....................................................... 191

9.2.10. 刀具偏移 ........................................................ 191

9.2.10.1 刀具偏移..............................................  192

9.2.10.2 消除..................................................  193

9.2.11. 最佳化形狀 ...................................................... 193

9.2.12. 移除曲線 ........................................................ 195

9.3. 曲線片段修改 ............................................................  196
9.3.1. 選取曲線片段 .................................................... 196

9.3.1.1 進入編輯節點模式......................................  196

9.3.1.2 選取曲線片段..........................................  196

9.3.1.3 編輯曲線片段功能表....................................  196

9.3.2. 新增角 .......................................................... 197

9.3.3. 新增弧線 ........................................................ 197

9.3.4. 新增 Bezier ..................................................... 197

9.3.5. 分割曲線 ........................................................ 197

9.3.6. 關閉曲線 ........................................................ 198

9.3.7. 新增套準標記 .................................................... 199

9.4. 曲線節點修改 ............................................................  200
9.4.1. 選取節點 ........................................................ 200

9.4.1.1 進入編輯節點模式......................................  200

9.4.1.2 選取曲線節點..........................................  201

9.4.1.3 編輯曲線節點功能表....................................  201

9.4.2. 編輯節點 ........................................................ 201

                                                                                             7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9.4.3. 移除節點 ........................................................ 202

9.4.4. 平滑 ............................................................ 202

9.4.5. 新增套準標記 .................................................... 202

9.4.6. 作為起始點 ...................................................... 204

9.4.7. 新增進刀/退刀 ................................................... 204

9.4.8. 分割曲線 ........................................................ 205

9.4.9. 關閉曲線 ........................................................ 206

9.5. 新增幾何圖形 ............................................................  207
9.5.1. 新增套準標記 .................................................... 207

9.5.2. 新增正方形 ...................................................... 209

9.5.3. 新增圓形 ........................................................ 209

9.5.4. 新增橢圓 ........................................................ 210

9.5.5. 新增矩形 ........................................................ 211

10 工作備選方案，進階 .....................................................  212

10.1. 重複步驟 ................................................................  212
10.2. 工作佈局 ................................................................  212

10.2.1. 簡介 ............................................................ 212

10.2.2. 建立工作佈局 .................................................... 214

10.2.3. 工作佈局功能 .................................................... 214

10.2.4. 更多工作佈局功能 ................................................ 219

10.3.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 ........................................................  221
10.3.1.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之分割線 ........................................ 223

10.3.2.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之選項 .......................................... 224

10.4. Quick Box、ArtiosCAD 標準版 .............................................  225
10.4.1. ArtiosCAD 標準版，簡介 .......................................... 225

10.4.2. 搭配 ArtiosCAD 標準版使用 ....................................... 226

10.4.2.1 簡介..................................................  226

10.4.2.2 選擇及定義新的方塊....................................  226

10.5. 工作與條碼 ..............................................................  229
10.5.1. 工作流程 ........................................................ 229

10.6. 以條碼生產 ..............................................................  231
10.6.1. 簡介 ............................................................ 231

10.6.2. 流程圖，以條碼生產 .............................................. 232

10.6.3. 程序 ............................................................ 232

10.7. 批次生產 ................................................................  236
10.7.1. 簡介 ............................................................ 236

10.7.2. 流程圖，批次生產 ................................................ 237

10.7.3. 程序 ............................................................ 238

10.8. 包含反向操作的工作 ......................................................  240
10.8.1. 透過左右標尺進行反向操作 ........................................ 242

10.8.1.1 工作流程..............................................  242

10.8.2. 使用相機進行反向操作 ............................................ 243

10.8.2.1 工作流程..............................................  243

10.8.3. 反向操作結合重複步驟 ............................................ 243

10.8.3.1 反向操作結合重複步驟與左右標尺。......................  243

10.8.3.2 反向操作結合重複步驟與相機。..........................  244

10.9. 選擇工具時停止 ..........................................................  244

                                                                                             8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10.10. 多道次 ..................................................................  244
10.10.1

.

一般性資訊刀具設定 .............................................. 244

10.10.2

.

已開啟工作->多道次深度 .......................................... 245

10.10.2.1 已開啟工作的刀具設定..................................  245

10.10.2.2 一般性資訊............................................  246

10.11. 多區域生產 ..............................................................  247
10.11.1

.

簡介 ............................................................ 247

10.11.1.1 概念..................................................  247

10.11.1.2 如何初始化多區域生產..................................  248

10.11.2

.

使用者介面 ...................................................... 248

10.11.2.1 Status Bar 功能.......................................  249

10.11.3

.

工作流程，從 GUI 控制 ........................................... 250

10.11.3.1 工作流程..............................................  250

10.11.4

.

工作流程、MultiZone 生產 MZP .................................... 254

10.11.4.1 多區域面板............................................  254

10.11.4.2 工作流程..............................................  255

10.11.4.3 Pause 作業、調整材料..................................  257

10.11.5

.

套準 ............................................................ 259

10.11.5.1 含有套準標記的工作....................................  259

10.11.5.2 不含套準標記的工作....................................  259

10.11.6

.

更多區域 ........................................................ 260

10.11.6.1 安全規則..............................................  260

10.11.7

.

旋轉工作台檢視 .................................................. 260

10.11.8

.

具有三個切割台部分的機器之選擇性設定 ............................ 261

11 直接命令 ...............................................................  265

11.1. 直接命令功能表 ..........................................................  265
11.2. 編輯命令... .............................................................  265
11.3. iPC 命令 ................................................................  266

12 備份及還原 .............................................................  267

12.1. 備份系統參數 ............................................................  267
12.2. 還原系統參數 ............................................................  267

13 iPC 設定 ...............................................................  268

13.1. 一般性資訊 ..............................................................  268
13.1.1. 歷史 ............................................................ 269

                                                                                             9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13.2. 生產 ....................................................................  270
13.2.1. 先讀取最遠的套準標記 ............................................ 271

13.2.2. 先沿 Y 軸再沿 X 軸執行 .......................................... 271

13.2.3. 斷行(B) ......................................................... 271

13.2.4. 自動化 .......................................................... 272

13.3. 估計 ....................................................................  272
13.4. 自動化裝置 ..............................................................  273
13.5. 進刀/退刀 ...............................................................  276
13.6. 備份 ....................................................................  278
13.7. 語言 ....................................................................  279
13.8. 參考點 ..................................................................  280

13.8.1. 主要參考點 ...................................................... 281

13.8.2. 使用者定義的參考點 .............................................. 281

13.9. 連接 ....................................................................  282
13.10.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 ........................................................  283

13.10.1

.

補償送料期間的偏移 .............................................. 284

13.10.2

.

將工作分成邊框 .................................................. 285

13.11. 下側相機 ................................................................  285
13.11.1

.

在紙張設定檔中調整系統設定 ...................................... 286

13.11.1.1 相機設定..............................................  287

14 機器連接和設定 .........................................................  289

14.1. 機器設定 ................................................................  290
14.1.1. 硬體設定 ........................................................ 290

14.1.2. 設定 ............................................................ 291

14.1.3. 安裝 ............................................................ 293

14.2. 刀具設定 ................................................................  295
14.2.1. 調整啟用的刀具 .................................................. 296

14.2.1.1 一般性資訊............................................  296

14.2.1.2 關於調整..............................................  296

14.2.2. 更多 ............................................................ 299

14.3. 相機操作 ................................................................  300
14.3.1. 顯示相機 ........................................................ 300

14.3.2. 相機設定 ........................................................ 300

14.3.3. i-Camera 設定 ................................................... 301

14.3.4. 偏移調整 ........................................................ 302

14.3.5. 相機校準 ........................................................ 303

14.4. 服務功能表 ..............................................................  306
14.4.1. 訊息顯示 ........................................................ 306

14.4.2. 記憶體傾印 ...................................................... 307

14.4.3. 位置顯示 ........................................................ 308

14.4.4. 顯示真空對話方塊 ................................................ 309

14.4.5. 模擬操作面板 .................................................... 309

14.4.6. 工具夾持器選擇 .................................................. 309

14.4.7. 位置／直度測量 .................................................. 310

                                                                                            10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14.5. 關於機器連接... .........................................................  311
14.5.1. 維護資訊 ........................................................ 311

14.5.1.1 目前狀態..............................................  311

14.5.1.2 維護..................................................  312

14.6. 終止 ....................................................................  312
14.7. 記錄 ....................................................................  312

14.7.1. 一般性資訊 ...................................................... 312

14.7.1.1 錯誤報告..............................................  312

14.7.2. 記錄選項 ........................................................ 312

14.7.2.1 程序..................................................  313

15 安裝軟體 ...............................................................  314

15.1. 電腦設定 ................................................................  314
15.1.1. 電源選項 ........................................................ 314

15.1.2. 停用 Dell 更新 .................................................. 315

15.1.3. 使用 i-cut 攝影機的 Windows 10 .................................. 316

15.2. 安裝 iPC ................................................................  318
15.2.1. 程序 ............................................................ 318

15.2.2. 無訊息安裝 ...................................................... 320

15.2.3. 線上啟用授權 .................................................... 321

15.2.4. 離線啟用授權 .................................................... 322

15.2.5. 相機介面裝置驅動程式的安裝及設置 ................................ 324

15.3. 檔案儲存結構 ............................................................  326
15.4. 多重使用者 ..............................................................  326

16 關於授權 ...............................................................  328

17 鍵盤快速鍵 .............................................................  330

18 使用 ai-cut ............................................................  332

19 i-script ...............................................................  333

20 JDF 工作流程 ...........................................................  334

                                                                                            11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1.  前言

使用者手冊

適用於

i-cut 生產主控台

註: 我們提醒您，只有 Kongsberg 員工或接受過適當訓練的人員才能處理、操縱或維修系
統。

註: 原始說明皆使用英文。使用其他語言的說明皆為原始說明翻譯。

©Copyright 2022, Kongsberg Precision Cutting Systems

保留所有權利。

此著作權並不表示本手冊已出版。

本文件包含的資料、資訊和使用說明均為 Kongsberg Precision Cutting Systems 的財產。
本文件不授予或不延長任何擔保。另外，Kongsberg Precision Cutting Systems 對本系
統的使用或本系統的使用結果或本文件包含的資訊不做任何擔保、保證或進行任何陳述。
對任何因使用本系統或不能使用本系統或本文件包含的資訊所導致的任何直接、間接、後
續或意外的損害，Kongsberg Precision Cutting Systems 概不負責。本文件包含的資訊可
能有所變更，恕不另行通知。我們可能會不時發佈修訂版，告知有關變更和／或新增內容。

未經 Kongsberg Precision Cutting Systems 事先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
形式或任何方式（無論是電子或機械），透過列印、影印、微縮拍攝或任何
其他方式，將本系統的任何部分複製、出版或儲存在資料庫或檢索系統中。

本文件將取代所有之前日期的版本。

有關此出版物的事宜，請致函至：

Global support

Kongsberg Precision Cutting Systems

文件編號：D3389；零件編號：32463481

 Kongsberg Precision Cutting Systems www.kongsbergsystems.com
 P.O.Box 1016, NO-3601 Kongsberg, NORWAY Tel.: +47 32 28 9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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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更紀錄

日期

dd.mm.yyyy

維護人 說明

19.12.2022 DHO iPC 2.6 的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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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歡迎

歡迎使用 Kongsberg i-cut 生產控制台使用者手冊。

在本手冊中，縮寫 iPC 用於指代 i-cut 生產控制台。

本手冊將完整而詳盡地介紹所有 iPC 功能。

手冊旨在供 Kongsberg 切割台的操作員和為設備製作文件的人員使用。

iPC 安裝如下所述：  安裝 iPC 頁 318

註：本手冊中所述的一些功能與設備，為選購的功能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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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本手冊

4.1.  主要章節

本手冊分為以下主要章節：

系統描述

• 使用者介面的簡短描述。

• 逐一描述所有功能表及工具列。

開始前須知

本章節中討論下述重要基本主題：

• 材料是關鍵

• 資源管理員

• 檔案編製

• 套準

• 設定刀具

工作流程描述

說明典型的工作流程以及每個步驟的具體資訊：

1. 啟動

2. 檔案匯入

3. 已開啟工作

4. 準備生產

5. 儲存工作

6. 執行工作

進階部份

本章節載有可供進階使用者選用的功能：

• 編輯工作  - 修改已開啟工作的功能。

• 工作備選方案  - 可用的額外處理備選方案。

備份及還原

• 如何設定恰當的備份設定。

• 如何開始備份。

• 如何從備份還原。

iPC 設定

• 指定系統一般行為的選項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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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安裝軟體

• 鍵盤快速鍵 - 可用鍵盤快速鍵的完整清單。

• iPC 命令 - iPC 命令語言。

4.2.  名稱樣式和符號

名稱或樣式 說明

快顯對話方塊 本對話方塊會在按一下滑鼠右鍵時顯示。

啟動按鈕 斜體樣式表明此按鈕在操作員面板上。

[確定] 粗體樣式表明此按鈕或功能位於圖形使用者介面 (GUI)
上。

機器設定 連結至主題。

功能表列->編輯-> 選項

功能表選項：從功能表列選擇編輯，然後選擇選項。

此符號表示功能取決於實際硬體。

如硬體不可用，則此功能會被隱藏。

此符號表示該功能需要授權。

 工作台操作

不同 Kongsberg 工作台上的操作員面板按鈕也不同。

在本手冊中，我們針對各功能使用一個常見符號。

有關您工作台操作員面板的資訊可參閱實際切割台的使用者手冊。

使用的符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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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按鈕可開始執行

按下按鈕可暫停執行

按下按鈕可設定參考點

4.3.  圖片與說明

4.3.1.  方向

在本文件中，關於切割台的圖片和說明，如下所示：

使用者介面中提供了若干檢視選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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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統描述

本章節將詳細介紹 iPC 使用者介面。

5.1.  命名慣例

iPC 使用者介面有兩種不同的視圖（取決於您進入的模式）：我的工作 或已開啟工作：

5.1.1.  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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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Menu Bar

2 - 工作標籤

3 - 工作資訊

4 - 生產 -> 估計時間。
估計的執行時間顯示在此。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工作估
計狀態 。

5 - 附 機器連接圖示的 Windows 工具列

6 - 機器面板

7 - 我的工作動作

8 - 我的工作清單

5.1.2.  已開啟工作

1 - Menu Bar

2 - 工具列

3 -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請參閱
下文

4 - 附 機器連接圖示的 Windows 工具列

5 - 機器面板

6 - Properties Bar

7 - 工作設定。包含圖層設定和生產設定

8 - 工作標籤

5.1.3.  刀具設定

注意刀具設定和設定刀具之間的差異：

設定刀具

編輯要在圖層中使用的工具設定

刀具設定

對已連接的切割台保持刀具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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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功能表列

以下 Menu Bar 項目可供使用：

• 檔案

• 編輯

• 檢視

• 選取

• 工作

• 圖層

• 曲線

• 機器

• 進階

• 說明

5.2.1.  檔案

Menu Bar->檔案

以下功能表項目可供使用：

新工作 (Ctrl + N)

建立空白工作。

您可使用工具列 功能新增／編輯幾何圖形。

儲存工作 (Ctrl + S)

儲存已開啟工作。

使用 iPC .cut 格式儲存工作。

若先前未曾將檔案儲存為 .cut 檔，系統會提
示您指定目的地資料夾與檔案名稱。

已開啟檔案...(Ctrl + O)

開啟 輸入檔案，將其增加至我的工作清單。

工作儲存為 (Ctrl + Shift + S)

儲存已開啟工作。

系統會提示您目的地資料夾及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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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條碼開啟...(Ctrl+Alt+O)

參見工作與條碼

匯出

以 pdf 形式匯出已開啟工作。

系統會提示您目的地資料夾及檔案名稱。

從 ArtiosCAD 標準版開啟...(Ctrl+Alt+Shift
+O)

參見 從 ArtiosCAD 標準版開啟

重新載入

重新載入已開啟工作。您對這些工作所作的所
有變更將會遺失。

以條碼開始生產...(Ctrl+Alt+P)

參見以條碼開始生產

退出

終止 iPC。

結束工作 (Ctrl + W)

結束已開啟工作。

5.2.2.  編輯

Menu Bar->編輯

以下功能表項目可供使用：

復原 (Ctrl + Z)

復原之前的操作。

選項

• 選項設定

• 基本設定

• 預設值設定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iPC 設定 頁 268

5.2.3.  檢視

Menu Bar->檢視

所有檢視功能均與圖層視圖 / 生產視圖視窗中顯示的已開啟工作有關。

以下功能表項目可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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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工具

透過滑鼠指定縮放區域。

工作台檢視方向

選擇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視點。

放大 （Ctrl + 加號）

按一下以放大。

參考點

選定的參考點顯示於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視窗中。

縮小 （Ctrl + 減號）

按一下以縮小。

工作台標尺

切割台標尺顯示於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視窗中（視機器而定）。

適應工作大小  (Ctrl + Shift + J)

已開啟工作將填入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視窗。

真空區域

選定的真空區域顯示於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視窗中。

適應工作台大小  (Ctrl + Shift + T)

包含已開啟工作的切割台圖片將填滿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視窗。

停放位置

在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視窗中，
以一個符號顯示目前的停放位置。

曲線方向

各曲線上的箭頭標示曲線方向。

邊界框

顯示圍繞已開啟工作的邊界框。

曲线节点

會顯示曲線節點。

标尺

新增標尺至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刀具路徑

會顯示銑刀的刀具路徑。

順時針旋轉 90 度

工作功能表中功能的捷徑。

逆時針旋轉 90 度

工作功能表中功能的捷徑。

5.2.3.1 圖層檢視/生產檢視方向

功能表列->檢視->工作台檢視方向

選擇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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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選：

• 0o

• 90o

• 180o

• 270o

獲得正確的輕移方向，視點和操作員面板的位置應協調一致。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硬體設定 。

5.2.4.  選取

Menu Bar->選區

所有選項功能均與已開啟工作->圖層標籤有關。

以下功能表項目可供使用：

選取所有曲線 (Ctrl + A)

在已開啟工作中，選取所有曲線。

取消選取所有曲線 (Ctrl + D)

在已開啟工作中，取消選取所有曲線。

5.2.5.  工作

Menu Bar->工作

所有工作功能均與已開啟工作有關。

以下功能表項目可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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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時針旋轉 900度

旋轉整個工作。

移除重線和切割序列

使用此功能移除工作中的重線並優化切割序
列。

逆時針旋轉 900度

旋轉整個工作。

移除重線，聯合橫向間隙

將移除重線。

兩條連續線之間低於某限值的間隙將被聯合。

水平鏡像 頁 167

鏡像已開啟工作。

生產最佳化...

開啟生產最佳化對話方塊。

垂直鏡像

鏡像已開啟工作。

移除內部的偏移

已開啟工作的左下角將被放置於目前選定的參
考點 + 材料位置 + 工作偏移。

將開放曲線移動至單獨圖層

使用此功能將開放曲線從閉合曲線中分離出
來。

5.2.6.  圖層

Menu Bar->圖層

所有圖層功能均與已開啟工作有關。

以下功能表項目可供使用：

新增圖層...(Ctrl + L)

開啟新增圖層 對話方塊。

複製有曲線的圖層  (Ctrl + Shift + C)

複製目前選定的圖層（包含幾何圖形）。

新增套準標記圖層...

開啟新增套準標記圖層 對話方塊。

移除圖層...(Shift+Del)

移除目前選定的圖層。

編輯圖層...

開啟編輯圖層... 對話方塊。

移除空白圖層...(Ctrl+U)

移除不帶幾何圖形的圖層。

複製不包含曲線的圖層 (Ctrl+C)

複製目前選定的圖層（不包含幾何圖形）。

移除隱藏圖層...

移除隱藏的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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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曲線

Menu Bar->曲線

所有曲線功能皆可在圖層標籤-> 選定的曲線 下使用。

以下功能表項目可供使用：

移動...(Ctrl + M)

移動已選取的曲線

合併曲線

合併選定的曲線

輕移曲線

輕移選定的曲線

反轉曲線方向 (Ctrl + Shift + I)

反轉選定曲線的曲線方向

縮放...(Ctrl + T)

縮放選定的曲線

進刀/退刀

新增進刀/退刀至選定的曲線

鏡像...(Ctrl + Shift + M)

鏡像翻轉選定的曲線

刀具偏移...

對選定的曲線套用刀具偏移

旋轉...(Ctrl + Shift + R)

旋轉選定的曲線

最佳化形狀

最佳化選定的曲線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最佳化形狀 頁 193 。

編輯節點

進入編輯節點模式

移除曲線...

移除選定的曲線

5.2.8.  機器

Menu Bar->機器

適用於連接的切割台的功能。

以下功能表項目可供使用：

                                                                                            25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連接

連接切割台

顯示相機...

顯示相機檢視對話方塊。

啟動主軸暖機

在切割台上執行主軸暖機步驟。

材料測量

在切割台上執行測量材料厚度步驟。

啟動真空清潔器

真空清潔器開／關控制。

真空區域...

選擇適合已開啟工作的真空區域。

識別刀具

在切割台上執行刀具識別步驟。

註:

僅適用於 X 系列、XN 和 XL 切割台。

直接命令

選擇功能以立即在切割台上執行

設定工作台上方參考

在切割台上，會執行工作台上方參考順序。

堆疊器援助

若有堆疊器則可看見此選單項目。

調整刀具高度...

在切割台上執行調整刀具高度精靈。

準備工作台

若有機器人單元則可看見此選單項目。

註：在日常使用中，上述部分功能也可從機器面板中輕鬆獲得。

5.2.9.  進階

Menu Bar->進階

以下功能表項目可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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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預設值

要另存為生產預設與工具預設的功能。

備份設定...

開始系統備份 。

資源

維護資源的功能，請參閱 在資源管理員中準備
材料與預設值 頁 110 。

還原設定...

開始系統還原 。

設定刀具...

設定刀具 以應用於圖層的功能。

記錄選項...(Ctrl+Alt+Shift+L)

設定可用的記錄選項。

有關詳細資料，請參閱記錄選項 。

5.2.10.  說明

Menu Bar->說明

以下功能表項目可供使用：

用户手册...(U)F1 線上支援...

所有文件... 線上資源...

樣本檔案... License Manager...

電子學習... 關於 i-cut 生產控制台...

5.3.  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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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的工作清單

我的工作有 "作用中工作" 與 "歷史記錄" 等兩個標籤，在我的工作清單分類目前未使用的工作。

2 - My Jobs Actions

3 - 工作資訊

當您在我的工作清單中選取工作時，將顯示對應的工作資訊。

4 - 生產

如需已選擇的檔案，將顯示估計執行時間。請參閱工作估計狀態 。

5.3.1.  匯入檔案至我的工作清單

Menu Bar->檔案->開啟檔案

My Jobs Actions->新增...

My Jobs Actions->動作...->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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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材料
選擇在匯入選定的輸入檔案時選取材料 。

使用預設選項從檔案及材料資訊時，將從可用的輸入檔案中擷取。

選擇材料可存取工具預設值集合，以及適用於材料的生產預設與最佳化預設（材料映射的預設）。

如需有關材料是關鍵概念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材料是關鍵 頁 108 。

5.3.1.2 映射
選擇在匯入選定的輸入檔案時選取映射 。

不同映射選擇可指定如何將資訊從輸入檔案傳輸至 iPC 工作的不同規則。

5.3.2.  我的工作清單

• 各檔案可透過其名稱與大小識別。

• 按一下欄標題，即可依欄內容對檔案清單依字母順序進行排序。再按一下，會依相反的順序對內
容進行排序。

• 指向欄標題列時，按一下右鍵可開啟對話方塊。選擇要顯示的欄。

• 有下列欄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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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佇列項目編號

• 名稱與尺寸

• 工作 ID

• 已放置

• 檔案類型

• 材料

• 厚度

• 瓦楞

• 客戶

• 副本

• 優先順序

• 狀態

• 估計時間

• 剩餘時間

• 截止日期

• 附加

• 修改時間

• 完成時間

所顯示的資訊（中繼資料）是從輸入檔案擷取而來的。

該資訊是否可用，取決於所用的 CAD 系統/工作製作軟體是否支援該資料。

如工作使用 iPC .cut 格式儲存，則元資料會儲存於該 .cut 檔案中。

5.3.3.  工作估計狀態

自動估計匯入我的工作檔案的執行時間。

估計狀態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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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估計且工作就緒生產。

正在估計中。

無法估計。游標移至問號上可獲得額外資訊。

完成估計，但因未安裝修正工具，所以工作無
法就緒。

您可選擇估計是否包括準備及完成工作的時間。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估計 頁 272 。

5.3.4.  選擇檔案

選擇我的工作清單中的選取工作：

按一下

已選擇適用以下功能的檔案：

• My Jobs Actions  功能 (2)

• 工作資訊  (3)

按兩下

檔案已在新的工作標籤中開啟。

使用 My Jobs Actions 中開啟按鈕也可達到相同效果。

搜尋以下項目以選擇工作：

在 MyJobs 清單中可使用所有新增至 iPC 的檔案。如清單過長且要求的檔案難以找到，可使用搜尋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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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工作資訊

各檔案均透過其檔案名稱進行識別。

此外，還提供下列資訊：

• 客戶

• 截止日期

• 修改時間 - 修改日期

• 尺寸 - 工作大小

• 瓦楞方向

此資訊（元資料）擷取自輸入檔案。

該資訊是否可用，取決於所用的 CAD 系統/工
作製作軟體是否支援該資料。

如工作使用 iPC .cut 格式儲存，則元資料會
儲存於該 .cut 檔案中。

使用此對話方塊可為選定的工作提供適當的設定。

這些設定將在您開啟此工作時套用。

已訂購副本

指定的副本份數。

設定...

指定副本份數。請參閱 已訂購副本 頁 33 。

材料

按下滑鼠左鍵可開啟材料下拉式清單。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其中一項：

從檔案 - 從輸入檔案中擷取有關材料的資訊。

無 - 未指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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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清單 - 先前使用的材料

選擇材料 - 從材料清單中選擇。

新材料 - 新增材料至材料清單。

如需新材料的定義，請參閱 我的材料 頁 123 。

若材料未於 iPC 中設定，會出現 + 圖示（以箭頭表示）。按下後，會出現新材料對話方塊。

切割設定檔

按下滑鼠左鍵可開啟切割設定檔下拉式清單。

顯示指派至此材料的切割設定檔。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當的切割設定檔。

當您選擇切割設定檔後，即可獲得預先定義的工具預設, 最佳化預設及生產預設組合。

若您立即變更以下選項中的任何項目，切割設定檔會變更名稱為自訂。

您可自訂此材料的設定。

工具預設

按下滑鼠左鍵可開啟工具預設下拉式清單。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當的工具預設。

顯示圖層類型及對應的工具

最佳化預設

按下滑鼠左鍵可開啟最佳化預設下拉式清單。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當的最佳化預設。

生產預設

按下滑鼠左鍵可開啟生產預設下拉式清單。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當的生產預設。

映射預設值

按下滑鼠左鍵可開啟映射預設值下拉式清單。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當的映射預設值。

5.3.5.1 已訂購副本

我的工作 > 工作資訊 > 已訂購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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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訂購副本 - 指定要完成的副本份數。

• 拒絕副本 - 指定已遭拒的副本份數。

此項資訊不僅對操作員很重要，也能確保正確
回報生產計畫。

概要：

已生產 - 生產的副本份數

成功 - 成功次數

遭拒 - 遭拒的次數

剩餘 - 剩餘副本份數

5.3.6.  My Jobs Actions

提供以下項目：

新增工作至我的工作清單。

從我的工作清單移除選定的工作。

開啟我的工作清單中的選定的工作。

檔案已在新的工作標籤中開啟。

在我的工作清單中按兩下工作，也可達到相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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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於此處描述工作佈局 。

提供以下動作：

新增...

新增工作至我的工作清單。

透過條碼新增...

開啟

開啟我的工作清單中的選定的工作。

移除 (Del)

從我的工作清單移除選定的工作。

移除未參考的工作

從我的工作清單移除我的工作清單中對應檔案缺失的工作。

5.4.  已開啟工作

工作會以單獨的標籤進行標識，包括工作標籤 (1) 上的實際檔案名稱。

您可以開啟多個工作，且所有工作均可透過其自身的標籤進行標識。

工作包含兩組主要資訊：圖層和生產 (2)。

選定的已開啟工作預覽顯示於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視窗中 (4)。

您可使用可用的工具列功能 (5) 編輯已開啟工作。

您可在切割台上執行某一已開啟工作的同時，編輯另一項工作。透過此方法，您可準備下一項執行
的工作。

在執行期間，會鎖定工作以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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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開啟一項工作

您可從我的工作清單中建立一項工作：

在我的工作清單中，對某個檔案按兩下。

My Jobs Actions->開啟。

系統會依據目前我的工作清單中選定的檔案開啟工作。

My Jobs Actions->動作...->開啟。

系統會依據目前我的工作清單中選定的檔案開啟工作。

可按下述方式建立空白工作：

Menu Bar->檔案->新工作 (Ctrl+N)。

建立新的空白工作。

5.4.2.  選取工作

已使用工作標籤選擇工作。

選定的工作標籤會突出顯示。

5.4.3.  結束工作

可透過下述方式結束已開啟工作：

Menu Bar->檔案->結束工作 (Ctrl+W)。

關閉已開啟工作。

工作標籤->關閉。

如果要結束的工作已被修改，則會出現另存為對話方塊。

工作將以 .cut 格式儲存（不考慮輸入檔案的格式）。

在我的工作清單中，新的 .cut 檔案將取代之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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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執行就緒

若要準備工作以供執行，需要完成圖層設定 (1) 和生產設定 (2)。

在 Properties Bar (3) 中，您可找到工作準備狀態的指示：

圖層設定及生產設定皆正確設定。

工作現在可以開始執行了。

此工作尚未準備好供執行。

按一下文字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

此工作已準備就緒，但您應確認警告項目。

按一下文字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

此工作已完成下列確認，可能會出現錯誤情況：

• 在相機 / 套準標記圖層中通常會包含矩形中的大曲線。

• 套準標記圖層不是圖層清單中的第一個圖層。

• 工作包含兩個套準標記圖層。

• 切割圖層位於摺線圖層之前。

• 非反向操作圖層位於反向操作圖層之前。

• 瓦楞/絲流方向未定義。

5.5.  已開啟工作、選擇材料

建立新工作後，除非指定，否則不會選擇材料：

• 在開啟檔案對話方塊中。

• 在我的工作->工作資訊視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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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滑鼠左鍵開啟下拉式功能表，並選擇材料：

從檔案

材料資訊擷取自輸入檔案。

無

材料未知。

先前已選擇的材料清單。

選擇材料

調用選擇材料對話方塊。

新材料

調用新材料對話方塊。

5.6.  已開啟工作，選擇、儲存與更新工具預設

建立新工作後，除非指定，否則不會選擇工具預設：

• 在我的工作->工作資訊視窗中。

• 透過材料的選項，您可在資源管理員中指定預設的工具預設。

按下滑鼠左鍵開啟下拉式功能表，並選擇工具預設：

• 如果材料為無，則您會獲得先前已選擇工具預設值的清單。

• 如果您已選擇材料，則會獲得適用於此材料的工具預設值清單。

選擇工具預設

調用 選擇工具預設精靈 頁 39 。

更新目前工具預設

目前已選擇的工具預設更新為目前圖層設定。

另存為工具預設

調用另存為工具預設精靈。

您可另存目前的圖層設定為新的工具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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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預設資訊

選擇 "顯示工具預設資訊..."，對話方塊中就會出現目前已選擇的工具預設的所有資訊

5.6.1.  選擇工具預設精靈

開始之前:

相關工具資訊可調用精靈以新增至工作中的各圖層。

1. 請選擇材料系列

在材料系列清單中選擇要使用的其中一項。

厚度

指定材料厚度。

2. 選擇一組工具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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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工具預設。小型資訊按鈕提供您預設中更多有關各圖層的資訊。

3. 連接圖層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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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此對話方塊連接各圖層至適當的工具。

保持原始圖層色彩

左窗格中用於辨識圖層的色彩也可用於右窗

格。

5.6.2.  儲存工具預設

 步驟 1 - 建立工作

 步驟 2 - 準備圖層設定

準備適用此工具預設的圖層設定。

 步驟 3 - 調用另存為工具預設

從圖層標籤->工具預設中，選擇另存為工具預設...

您進入另存為工具預設...精靈。

 另存為工具預設精靈，步驟 1，設定圖層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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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向下箭頭，開啟圖層類型清單。

針對各圖層選取圖層類型。

按一下下一步

 另存為工具預設精靈，步驟 2，選擇應用類型

移除

從清單中移除已選擇的材料。

新增

調用新增應用範圍對話方塊：

選擇此工具預設適用的材料。

從中選擇：

• 材料系列／厚度範圍

• 我的材料

 另存為工具預設精靈，步驟 3，選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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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新工具預設的名稱。

按一下完成

5.6.3.  更新工具預設

 步驟 1 - 選擇工具預設

調用圖層標籤->工具預設->選擇工具預設...

選擇要保留的工具預設。

 步驟 2 - 更新圖層設定

 步驟 3 - 儲存圖層設定

調用圖層標籤->工具預設->更新目前工具預設...

確認您要更新此工具預設，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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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已開啟工作，圖層設定

iPC 會將所有幾何圖形與套準資料整理成圖層，並給每個圖層指派一組獨特的選項。

在匯入檔案時，iPC 會將內容劃分為多個圖層。

匯入檔案時色版是由使用的映射預設值 定義。

圖層可定義刀具、刀具參數及套準類型。

當您執行工作時，iPC 將基於圖層的順序及設定製作此工作。

所有開啟工作的圖層皆位於圖層設定中：

5.7.1.  圖層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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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材料選擇，請參閱  已開啟工作、選擇材
料 頁 37

8 - 展開／收摺

2 - 工具預設選擇，請參閱  已開啟工作，選
擇、儲存與更新工具預設 頁 38

9 - 顯示／隱藏圖層

3 -  圖層動作 頁 62 10 - 圖層顯示色彩

4 - 已選取圖層 11 - 反向操作

5 - 刀具圖示 12 - 圖層順序

6 - 編輯圖層按鈕 13 -  圖層類型 頁 59

7 - 圖層名稱

5.7.1.1 展開/收摺

1 - 已選取圖層已反白並展開

刀具參數子集出現在圖層中。

參數數目將發生變化，具體視實際選擇的工具
而定。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下文。

2 - 未選取圖層已壓縮

刀具參數子集出現在圖層中。

3 - 圖層已收摺

圖層已收摺，僅顯示圖層名稱和圖層類型

5.7.1.2 圖層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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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顯示色彩
圖層視圖中顯示幾何圖形圖層時所使用的色彩。

按一下可開啟選擇色彩對話方塊。

反向操作

狀態 1：所選刀具允許反向側操作。關閉。

狀態 2：所選刀具允許反向側操作。開啟。

顯示/隱藏圖層

指定此圖層是否可見及是否包含於內，請參閱包含圖層 。

單圖層視圖

按下 Alt + 此圖示可僅顯示圖層視圖　中的此圖層。

展開圖層.

摺疊圖層。

圖層類型

在此範例 Kiss Cut 中顯示目前的圖層類型。在下拉式清單中可選
擇其他的圖層類型。請參閱編輯圖層

編輯圖層按鈕

調用編輯圖層 對話方塊。所有圖層參數均可供編輯。

刀具圖示顯示目前指派給此圖層的工具。

工具安裝在切割台上。

刀具圖示顯示目前指派給此圖層的工具。

目前尚未安裝工具。

選取刀具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在此圖層中使用的刀具。

指定刀具深度。

增加數值可更深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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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刀具深度（沿瓦楞縱向）。

指定刀具深度（沿瓦楞橫向）。

速度 X/Y 指定適合此圖層的執行速度。

5.7.2.  選取圖層

透過滑鼠按一下邊框內即可選定圖層：

選定的圖層會透過突出顯示邊框進行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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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包含圖層

1 - 包含／不包含所有圖層

2 - 包含／不包含此圖層

3 - 包含／不包含此圖層

按一下按鈕以更改狀態：

啟用圖層

已開啟工作中將包含圖層。

在圖層視圖中可以看見屬於此圖層的幾何圖形。

輸出處理將包含屬於此圖層的幾何圖形。

不包含圖層。

在圖層視圖中看不到屬於此圖層的幾何圖形。

輸出處理將不包含屬於此圖層的幾何圖形。

Alt + 按下 Alt + 啟用圖層

包含此圖層，但不包含所有其他圖層。

第二次按下即可再次加入圖層。

5.7.4.  圖層順序

切割台上的執行順序由圖層順序確定，並從清單頂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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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透過上移或下移圖層的方法，重新安排執行順序：

1. 選擇實際圖層。

2. 按住滑鼠左鍵的同時，可上移或下移圖層。

3. 移到想要的位置後，鬆開滑鼠左鍵。

5.7.5.  編輯選定圖層

已開啟工作->圖層標籤->編輯圖層

功能表列->圖層->編輯圖層...

編輯圖層對話方塊的內容根據選定的工具與工具的設定選項而有所不同。如需選項與配置方式完整
清單，請參閱 設定刀具 頁 150 。

如需瞭解銑刀參數，請參閱 銑切功能 頁 52 。

如需瞭解多道次銑切參數，請參見 已開啟工作->多道次深度 頁 245 。

如須 V-notch 工具參數，請參閱 V-notch 刀具，操作模式 頁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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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 圖層名稱

輸入用於此圖層的名稱。

原始名稱從輸入檔案和 匯入映射 衍生而得。

圖層類型

選擇 圖層類型 頁 59 。

圖層色彩

選擇當此圖層顯示於圖層視圖中時使用的顏色。

按圖層色彩列可開啟色彩對話方塊。

工具 工具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處理此圖層時使用的工具。

註：橫線上的工具為目前機器中可用的工具。

刀具尖端

所需銑切刀、刀片或摺線滾輪可從清單中選擇。這並非執行工作的前提
條件，但可在主要使用工具預設值時作為使用者資訊。

套準類型 套準類型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想要的套準類型。

有關詳細資料，請參閱套準 。

速度 速度 X/Y

指定適合此圖層的執行速度。

加速度 加速度

指定要使用的加速度為最大可用加速度值的一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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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N) 深度（按瓦楞方向）

啟用後，您可分別指定深度（橫向深度）以及深度（縱向深度）。

參考材料頂部的深度

如啟用，會參考材料頂部的深度。

深度(N)

指定刀具深度。

增加數值可更深入材料。

深度 (縱向深度) 會指定工具沿瓦楞縱向的深度。值可輸入為：

• xx mm

• xx in

• xx %

深度限制

深度 (橫向深度) 會指定工具沿瓦楞橫向的深度。值可輸入為：

• xx mm

• xx in

• xx %

深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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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抬升角度 刀具抬升角度

選擇 "使用預設值"，或指定值。

當刀具遇到的角度等於或大於指定值，就會停止、抬升並旋轉之後才繼
續。

反向操作 反向操作

指定是否應在紙張反面執行此圖層。

包含反向操作的工作

5.7.5.1 銑切功能

已開啟工作->圖層標籤->編輯圖層

功能表列->圖層->編輯圖層...

一般性資訊

所有設定均透過編輯圖層對話方塊保持。

圖層類型

切割圖層類型適用於銑切。

工具

選擇可用的 Milling Tool。

選擇工具時停止

選擇工具時停止將使機器在實際圖層執行開始
前停止。

系統將出現在選擇工具時停止欄位中輸入的文
字。

此功能適用於需要使用不同銑切刀、需要執行
多銑切操作的工作。

使用文字欄位描述要輸入的新銑切刀。

主軸轉速(S)

指定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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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偏移

指定銑切刀應位於閉合曲線內側或外側，或線中央。

對於閉合曲線，可以使用消除功能。

方向

指定圍繞閉合曲線的銑切方向。

此設定對成品品質有巨大影響力。

註：此功能將覆寫原始曲線方向。

刀具直徑

指定銑切刀直徑。

根據在刀具偏移中的選擇，所有閉合曲線將向外或向內偏移一半的數值。

消除小曲線

使用此功能可消除所有小於閾值的閉合曲線。

多道次深度

指定每個道次的最大銑切深度。

建議：此數值應限於銑切刀直徑的 1 - 1.5 倍。

測量／材料厚度

指定是否從工作開始時執行的材料厚度測量取得材料厚度。

如否，請指定該厚度。

材料厚度可用於計算每個道次的深度。

截深厚度

在生產多道次工作時，指定截深厚度可使所有道次的深度偏移，從而僅留下很薄一層材料供額外的
最終道次之用。

所有切割裝置的真空壓低強度均有限制，且小零件可能在銑洗時在切割表面發生偏移。

這會導致部件邊緣（銑切刀在發生偏移期間的接觸點）產生不必要的切割。

若使用截深厚度則可消除或顯著減少此種影響。

當在最終道次期間銑切刀要切割的材料較少時，切割完成時部件移動的幾率較小，因為此時銑切
刀對部件施加的力較小。

精加工道次偏移

指定用於最後精加工道次的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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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道次銑切

1. 道次 2. 道次 3. 道次 - 銑切到底並清理切
割軌道（截深厚度）。

如果要切割的材料厚度超出銑切刀直徑的 1 - 1.5 倍，則需要多道次銑切。

視覺化

多道次會在此對話方塊中視覺化：

精加工道次銑切

精加工道次是多道次生產的最後道次。

此道次會相對其他道次略微偏移或收縮。

結果是最終道次會修剪部件整個邊緣，移除任
何多道次生產的痕跡並產生平滑的邊緣。

iPC 將自動增加刀具偏移，從而補償精加工道
次並按預定尺寸製作曲線。

                                                                                            54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消除

使用圖層類型：消除

消除是一種銑切整個閉合曲線區域的功能。

使用此功能消除圖層中的閉合曲線。

鑽孔

使用圖層類型：鑽孔

當您指定某一圖層為執行鑽孔操作時，將在閉
合曲線 (圓圈) 的中央鑽孔。

左側即為典型範例。

幾何圖形（圓）將被轉換成孔並據此進行鑽
取。

5.7.5.2 V-notch 刀具，操作模式

已開啟工作 > 圖層標籤 > 編輯圖層

功能表列->圖層->編輯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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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V-notch 刀具配接器可用
於各種不同的刀具角度：
15o、22.5o、30o、45o、47.5o。也有
VariAngle 單元，可用來切割 0 至 60
o 的任何角度。

本章節將討論 45o 刀具角度。

設定及操作與其他角度相似。

 V-notch 特定參數

 旋轉補償

旋轉補償用以在難處理的材料與使用案例中，最佳化 V-notch / 斜切品質。此功能會預先載入刀
片，克服系統中的機械靈活度。

 切口角度

切口角度僅用於 VariAngle 單元，會決定刀片進入材料的角度。0o 表示垂直切割。對於 V-notch
刀，角度是由所安裝的 V-notch 刀類型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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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otch 切割

執行單一角度切割

V-notch 摺痕

若未啟用 V-notch 切割或廢料切割，這會是預
設模式。

在對向切兩刀，建立摺疊切口。

寬度偏移

寬度偏移用於在選擇了摺痕時，調整沿瓦楞橫
向兩條切線之間的距離。

廢料切割

廢料切割會新增第三道切割線，以易於移除廢
料。

註: 此功能僅能與 Y 軸搭配使用。瓦楞
方向必須沿 Y 軸移動。數字表示操作順
序。

 幾何圖形 (Ge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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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刀具角度為 45o 並切割材料時，切割寬度
為：寬 = 2 x 高。

 摺疊

如果您準備要摺疊材料，則適用以下規則：

• 將切割深度調整至剛好在底部內襯的上方。

• 調整 「寬度偏移」參數以調整切割寬度（W）。名義上，切割寬度必須以寬度偏移 = 2 x 底部
內襯厚度為單位增加。

• 寬度偏移限制：-50 公釐 < 寬度偏移 < +10 公釐 / -2 英寸 < 寬度偏移 < +0.4 英寸。

• 決定是否需要廢料切割功能，瓦愣塑膠大部份需要。

此圖說明如何使用 dW 參數，以確保完美的摺疊結果。

 廢料切割功能，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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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說明一般使用方式

廢料切割功能。

中間壁並非經由 (2) 或 (3) 切割，否則會使
材料無法摺疊。

廢料切割功能 (1) 可切割中間壁，即可精準地
摺疊材料。

正負調整方向與切割方向

5.7.6.  圖層類型

可透過工具預設及部分進階工作功能表功能使用圖層類型。

圖層類型是一種圖層屬性，一般定義要在圖層上執行什麼操作（切割、摺痕等等）。

圖層類型會在匯入映射期間，根據輸入檔案的特定屬性（如圖層名稱、色彩或線型）指派給圖層。

或者，也可在編輯圖層對話或圖層標籤選擇圖層類型。

5.7.6.1 圖層類型
圖層類型可從圖層 > 編輯圖層選擇，或從階層式功能表的圖層標籤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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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所有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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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下一頁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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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

(1) 斜切 (9) 反向摺痕 (17) 打磨

(2) 盲人點字 (10) 反向切割 (18) 部份切割

(3) 摺痕 (11) 摺線(沿絲流橫向) (19) 鑽孔切割

(4) 切割 (12) 反向摺痕 (20) 齒刀輪

(5) 鑽孔 (13) 反向摺線(沿絲流橫向) (21) 繪圖

(6) 免費使用 (14) 第二高度摺痕 (22) 套準標記

(7) Kiss Cut (15) 消除

(8) V-notch / 更多V-notch (16) 雕刻

5.7.7.  圖層動作

編輯圖層

新增圖層

新增套準標記圖層

複製包含曲線的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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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沒有曲線的圖層

移除操作中圖層

5.7.7.1 新增圖層

Menu Bar->圖層->新增圖層...

已開啟工作->圖層標籤->新增圖層

註：切勿使用此條目建立套準標記圖層。

圖層名稱

輸入用於此圖層的名稱。

圖層類型

選取圖層類型 。

工具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處理此圖層時使用的工具。

註：橫線上的工具為目前機器中可用的工具。

圖層色彩

選擇當此圖層顯示於圖層視圖中時使用的顏色。

按圖層色彩列可開啟色彩對話方塊。

新增圖層對話方塊根據所選刀具而有所不同。

如需填寫其他圖層參數，請參閱編輯圖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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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2 新增套準標記圖層

Menu Bar->圖層->新增套準標記圖層...

已開啟工作->圖層標籤->新增套準標記圖層

通常情況下，套準標記的位置包含在輸入檔案內。

如因任何原因，您的輸入檔案不包含套準標記資訊，您可使用套準標記圖層指定相對於工作各個角
的套準標記的尺寸及位置。

名稱

輸入您為該圖層設定的名稱。

套準標記大小

輸入套準標記的大小。

套準標記形狀

選擇圓形或十字。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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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準標記的座標是相對於閉合矩形的角而言。

• 按一下套準標記可選擇或取消選擇。

• 至少應選擇 2 個套準標記

• 輸入負偏移可將套準標記放入邊界框內。

5.7.7.3 複製圖層及曲線
1. 選擇要複製的圖層。

2. 提供兩種進入複製功能的方式：

功能表列->圖層->複製有曲線的圖層

已開啟工作->圖層標籤->複製有曲線的圖層

5.7.7.4 複製無曲線的圖層
1. 選擇要複製的圖層。

2. 提供兩種進入複製功能的方式：

Menu Bar->圖層-> 複製沒有曲線的圖層

已開啟工作->圖層標籤->複製沒有曲線的圖層

5.7.7.5 移除圖層
1. 選擇要刪除的圖層。

2. 提供兩種進入移除功能的方式：

Menu Bar->圖層->移除圖層

已開啟工作->圖層標籤->移除操作中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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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6 移除空白圖層

Menu Bar->圖層->移除空白圖層...

所有不包含曲線的圖層均將被移除。

5.7.7.7 移除隱藏圖層

功能表列->圖層->移除隱藏圖層...

所有的隱藏圖層都會被移除。

5.8.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

在生產標籤中可使用一系列與生產相關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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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生產標籤

若您按一下生產預設，將可使用下列功能：

• 列出最近使用的生產預設。

• 選擇生產預設，請參閱 選擇生產預設 頁 67 。

• 更新生產預設，請參閱 更新生產預設 頁 69 。

• 另存為生產預設，請參閱 儲存生產預設 頁 68 。

生產設定功能可用項目：

• 副本份數 頁 69 。

• 品質 頁 71 。

• 材料處理 頁 71 。

• 套準 頁 71 。

• 位置 頁 75 。

• 重複步驟 頁 78 。

• 刀頭停放 頁 79

5.8.2.  選擇生產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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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產標籤->生產預設中，選擇選擇生產預設...

從生產預設清單中選擇。

5.8.3.  儲存生產預設

 步驟 1 - 建立工作

 步驟 2 - 準備生產設定

準備適用此生產預設的生產設定。

 步驟 3 - 調用另存為生產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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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產標籤->生產預設中，選擇另存為生產預設...

輸入預設名稱並按一下儲存。

5.8.4.  更新生產預設

 步驟 1 - 選擇生產預設

從生產標籤->生產預設中，選擇選擇生產預設...，選擇您要更新的生產預設。

 步驟 2 - 更新生產設定

準備適用此生產預設的生產設定。

 步驟 3 - 調用更新生產預設

調用生產標籤->生產預設中，選擇更新生產預設...

確認您要更新此生產預設，即可完成。

5.8.5.  副本份數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副本

                                                                                            69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副本

指定要生產的副本份數。

按一下副本，開啟 已訂購副本 頁 33 對話方塊。

工作台

顯示工作台 1  上的工作佈局 (X x Y)

X - 沿 X 軸的副本份數。

Y - 沿 Y 軸的副本份數。

5.8.5.1 已訂購副本

我的工作 > 工作資訊 > 已訂購副本

• 已訂購副本 - 指定要完成的副本份數。

• 拒絕副本 - 指定已遭拒的副本份數。

此項資訊不僅對操作員很重要，也能確保正確
回報生產計畫。

概要：

已生產 - 生產的副本份數

成功 - 成功次數

遭拒 - 遭拒的次數

剩餘 - 剩餘副本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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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品質

精確度

最佳化性能以達到最大精確度。

速度

最佳化性能以達到最大速度。但這可能有損精確度。

5.8.7.  材料處理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材料處理

選擇 工作台預設值。

根據工作台預設值的類型，有不同功能可用。

5.8.7.1 工作台預設值
工作台預設值定義系統的某些基本行為。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其中一項可用的 工作台預設值。

如需更多關於 工作台預設值 的資訊，請參閱 工作台預設值 頁 136 。

5.8.8.  套準

5.8.8.1 套準類型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套準->套準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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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想要的套準類型：

• 無

• 套準標記 、"使用套準標記"

• 邊緣識別 、使用邊緣識別

• 角與套準標記 ，用於相機架構反向操作，使用相機

• 使用下側相機時的下側套準

• 兩者標尺 ，用於標尺架構反向操作，使用工作台標尺

註：可用的套準類型視機器設定與工作類型而定。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套準類型 。

5.8.8.2 無套準標記
若無套準，則在選定的參考點 + 偏移（如有）的位置執行工作。

5.8.8.3 使用套準標記
讀取套準標記。

-A- 補償類型

從以下補償類型中選擇：

• 完全補償

• 套準曲線

• 移動工作

• 套準圖層

• 線性補償

• 放置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補償類型 。

-B- 搜尋區域

可採用不同方法搜尋套準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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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

使用鍵盤的箭頭鍵及即時相機影像或雷射指示器手動定義各套準標記的中心。

僅中心

iPC 會嘗試自動搜尋各套準標記。如無法找到套準標記，系統會提示您使用鍵盤的箭頭
鍵手動搜尋相機。iPC 僅將識別靠近相機影像中心的預定套準標記。

正常

此選項幾乎等同於僅中心，唯一區別在於套準標記不需要靠近相機影像中心以供 iPC 識
別。

只要套準標記完全位於相機影像中，則 iPC 將在讀取其位置前會自動在套準標記中心上
方重新搜尋相機。

延展

如套準標記並未完全位於相機影像內，iPC 會透過將相機移動至原始影像周圍的多個額
外重疊位置，擴大視場。延展搜尋僅適合在第二份副本以後的前兩個套準標記執行，以
接受一些來自先前紙張或列印成品的偏移。

-C- 要求確認第一個標記

系統將要求您確認每個工作的首個套準標記。

有三個選項可供選擇：

1. 從不 - 若偵測到，不會經過使用者確認，就會接受第一個套準標記。

2. 第一個副本 - 必須由使用者確認第一個副本上的第一個套準標記。在後續副本中，會在不經使
用者確認的情況下接受套準標記。

3. 所有副本 - 生產中的每個副本，都必須由使用者確認第一個套準標記。

-D- 偵測模式

選擇一種偵測模式：

• 所有複本 - 將在工作中的所有複本上偵測套準標記。

• 僅第一個表格 - 將在工作中的第一個表格上偵測套準標記。已取得的工作位置將用於所有後續
副本。

-E- 適應性套準

選擇此選項以優化套準標記讀取，主要為：

精確度

讀取所有可用套準標記，以達到最大精確度。

速度

最小化所用套準標記的數目，以達到最大速度。但這可能有損精確度。

將自執行工作的第二個工作台生效。

-F- 曲線錨點

如為任何其他非完全補償的補償，則使用曲線錨點來定義工作的固定點或相對列印圖形的個別曲
線。透過選擇影像中九宮格之一以定義不同的固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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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忽略材料轉速

如為比工作台長的工作，可提供不採用第一切割台框架測得轉速的最佳結果。啟用時，將忽略根
據套準標記偵測的測得轉速。此選項僅可用於比工作台長的工作，並選擇輥式輸送的工作台預設
值且補償非完全補償。

5.8.8.4 使用邊緣識別
使用邊緣識別尋找正確的材料位置及旋轉。材料上的工作位置由工作偏移定義。參見 位置 頁 75
章節中的工作偏移。

邊緣識別會沿著 X 和 Y 軸，以指定的與選定紙張角落距離搜尋邊緣。

註：檢視變更根據工作台檢視方向而定。

檢查邊緣距離

指定要使用的測量距離。若選擇了自動，距離會設為所選材料尺寸所選方向的 80%。若未定義材料
尺寸，則會使用工作尺寸的 80%。

檢查角落

選擇要從哪個角落開始搜尋

檢查方向

選擇要測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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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角和 X 軸

偵測紙張角及檢查邊緣距離在 X 軸方向上偏移紙張角的位置。

紙張角和 Y 軸

偵測紙張角及檢查邊緣距離在 Y 軸方向上偏移紙張角的位置。

僅使用角

僅在偵測到紙張角時使用。

偵測模式

選擇一種偵測模式：

• 所有副本

邊緣識別將用於工作中的所有副本。

• 僅第一工作台

邊緣識別將用於工作中的第一個副本。

已取得的工作位置將用於所有後續副本。

5.8.8.5 角與套準標記
當有 套準標記時，使用角與套準標記的套準可用於反向操作。另請參閱 使用相機進行反向操作 頁
243 。

套準選項是使用套準標記和使用邊緣識別的合併選項，請參閱上文。

5.8.8.6 下側套準
使用下側相機，即可使用此選項。

5.8.8.7 使用工作台標尺
使用左右標尺的套準可用於沒有套準標記的反向操作。另請參閱 透過左右標尺進行反向操作 頁
242 。

5.8.9.  位置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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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點

選擇要使用的參考點 。

移除內部的偏移

已開啟工作的左下角將被放置於目前選定的參考點 + 材料位置 + 工作偏移。

偏移

偏移氛圍兩個不同部分：材料位置與工作偏移。

材料位置

• 輸入相對已選擇參考點材料的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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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偏移值 - Y 偏移值

- 目前雷射指示器位置的材料位置。 - 重設材料偏移

材料位於標尺位置。

（註：視硬體而定）。

• 進行邊緣識別時，位置將由偵測到的角決定。

• 如未選擇任何材料尺寸，將顯示材料角圖示：

工作偏移

• 輸入相對材料角工作邊界框的偏移。

- X 偏移值 - Y 偏移值

- 目前雷射指示器位置的工作邊界框位置。 - 重設工作邊界框偏移。

• 輸入檔案可能包含偏移。開啟時，除非在附加至工作的最佳化預設中開啟"移除工作偏移"，否則
此偏移可在 X 與 Y 偏移欄位中看見。

總偏移是材料位置和工作偏移的加總，或從參考點到工作之間的偏移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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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0.  重複步驟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重複步驟

註：視工作台檢視方向而定，變更重複步驟視
圖。

註: 您可輸入間隙或步進大小。

沿 X 軸方向的副本份數。 沿 Y 軸方向的副本份數。

沿 X 軸方向的副本之間的間隙。 沿 Y 軸方向的副本之間的間隙。

沿 X 軸方向的副本之間的步進大小 沿 X 軸方向的副本之間的步進大小。

更新副本

按下更新副本按鈕更新副本欄位（反白如
上）。副本份數為沿 X 軸副本乘以沿 Y 軸副
本。

多個堆疊

啟用多個堆疊（反白如上），含重複步驟定義
的各紙張使用邊緣識別套準。每頁都會掃描，
以進行放置與旋轉。適用於未印刷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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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1.  刀頭停放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刀頭停放

註：檢視變更根據工作台檢視方向而定。

指定副本之間和/或工作結束後的停放位置。

拖曳以設定停放位置

在工作台檢視中，將滑鼠指標放在停放圖示上，按下滑鼠左鍵並拖曳圖示至所需
的停放位置。

設定停放位置

輸入停放位置的 X 座標

輸入停放位置的 Y 座標

坐標為相對於 主要參考點 而言。

坐標為相對於工作右下方而言。

坐標為相對於工作右上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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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2.  定期時間間隔測量刀具高度

當在 Menu Bar->編輯->選項->生產 中勾選自動化及定期時間間隔檢查工具時，在生產標籤中可
使用自動化功能。此設定會造成在已選擇的時間間隔自動測量刀具高度。

註: 此自動化功能僅適用於 XP 和 C 系列，不適用於 X 系列。

5.9.  工具列

工具列內容將視您在圖層或生產中的工作變化而定：

功能 圖層 生產

缩放工具 x x

放大 x x

縮小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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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圖層 生產

適應工作大小 x x

適應紙板 x x

適應工作台大小 x x

編輯節點 x

顯示曲線方向 x

顯示曲線節點 x

顯示刀具路徑 x x

真空區域 x

停放位置 x

顯示工作台標尺 x

顯示參考點 x

邊界框 x x

顯示標尺 x

顯示材料尺寸 x

順時針旋轉 90 度 x

逆時針旋轉 90 度 x

5.9.1.  缩放工具

Menu Bar->檢視->縮放工具

工具列->縮放視窗

透過滑鼠指定縮放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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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放大

Menu Bar->檢視->放大

工具列->放大

Ctrl + 加號

按一下即可放大。

5.9.3.  縮小

Menu Bar->檢視->縮小

工具列->縮小

Ctrl + 減號

按一下即可縮小。

5.9.4.  適應工作大小

Menu Bar->檢視->適應工作大小

工具列->適應工作大小

Ctrl+0

已開啟工作將填入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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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適應紙板

工具列->適應紙板

Ctrl+Shift+J

已開啟工作將填入顯示在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中的紙張。

5.9.6.  適應工作台大小

Menu Bar->檢視->適應工作台大小

工具列->適應工作台大小

Ctrl+Alt+0

包含已開啟工作的切割台將填滿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5.9.7.  編輯節點

Menu Bar->檢視->曲線節點

工具列->曲線節點

進入編輯節點模式。

在選定的曲線上，曲線節點會突出顯示以供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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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  顯示曲線方向

Menu Bar->檢視->曲線方向

工具列->曲線方向

顯示曲線方向。

每條曲線起始位置的箭頭標示曲線方向。

5.9.9.  顯示曲線節點

Menu Bar->檢視->曲線節點

工具列->顯示曲線節點

所有的曲線節點會突出顯示。

5.9.10.  顯示刀具路徑

Menu Bar->檢視->刀具路徑

工具列->刀具路徑

使用此功能顯示 Milling Tool 的刀具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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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  真空區域

Menu Bar->檢視->真空區域

工具列->真空區域

目前的真空區域設定顯示在 Production View 中。

5.9.12.  停放位置

Menu Bar->檢視->停放位置

工具列->顯示停放點

目前停放位置顯示於 Production View 內。

5.9.13.  顯示工作台標尺

Menu Bar->檢視->工作台標尺

工具列->顯示工作台標尺

切割台標尺顯示於 Production View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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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4.  參考點

Menu Bar->檢視->顯示參考點

工具列->參考點

顯示選定的參考點。

5.9.15.  邊界框

Menu Bar->檢視->邊界框

工具列->顯示邊界框

顯示適用於已開啟工作的邊界框。

5.9.16.  顯示標尺

Menu Bar->檢視->標尺

工具列->顯示標尺

標尺顯示於圖層視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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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7.  顯示材料尺寸

Menu Bar->檢視->材料尺寸

工具列->顯示材料尺寸

已選擇的材料尺寸顯示在生產標籤，類別位置的 Production View 材料位置定義位置。

5.10.  屬性列

5.10.1.  圖層視圖

進入圖層視圖（箭頭）時，在 Properties Bar（底部）中提供下列資訊：

曲線

已開啟工作中的曲線數目

點

已開啟工作中的曲線節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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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瓦楞／絲流方向：

顯示瓦楞 / 絲流方向的垂直或水平程度，或
在工作中未指定方向

工作中的瓦楞 / 絲流方向可切換。

尺寸：

已開啟工作的尺寸 (X x Y)

這是工作的一個副本的尺寸，不受 重複步驟
值的影響。

顯示目前滑鼠指標相對於已選擇參考點所在的
X 與 Y 位置。

5.10.2.  生產預視圖

進入 Production View（箭頭）時，在 Properties Bar（底部）中提供下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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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尺寸：

以下顯示已選擇的材料名稱。若顯示"來自檔
案"，將擷取輸入檔案中的材料尺寸。在下拉式
清單中，您會發現選擇材料外加自訂尺寸的所
有可用材料尺寸。

自訂尺寸：

在下拉式清單中可使用自訂尺寸。在對話方塊
中，您可勾選新增尺寸至資源，或保留為臨機
操作。

材料尺寸：

顯示已選擇的材料尺寸。

材料的瓦楞／絲流方向：

顯示材料的瓦楞方向（水平或垂直），如資
源中定義。

旋轉材料

此功能將旋轉已選擇的材料。

若材料及工作都有瓦楞/絲流方向，
工作也將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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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瓦楞／絲流方向：

顯示瓦楞 / 絲流方向的垂直或水平程度，或
在工作中未指定方向

若您在Production View中變更工作的瓦楞／絲
流方向，則該工作的瓦楞方向也會對齊材料。

尺寸：

已開啟工作的尺寸 (X x Y)

顯示目前滑鼠指標相對於已選擇參考點所在的
X 與 Y 位置。

5.11.  機器面板

機器面板 提供關於目前在切割台上執行之工作的資訊。

工作執行的整個狀態顯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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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工作／空轉模式 - 工作準備

在此模式中，您可：

• 編輯新工作

• 開始新工作

執行模式 - 持續執行

暫停 - 已停止執行。

若您按一下停止，執行將暫停，會顯示為紅色。

iPC 訊息對話方塊將提供更多資訊。

5.11.1.  機器面板視圖

可以設定 機器面板 在螢幕上出現的方式：

機器面板->選取視圖

您可選擇下列視圖：

• 底部位置

• 右側位置

•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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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1 底部位置

5.11.1.2 右側位置

5.11.2.  機器面板功能

機器面板的可用功能會因系統的狀態而有所變化。

已定義下列狀態：

執行模式

• 執行

自動化

空轉模式

• 材料更換

• 停止

• 已完成的工作

錯誤模式

• 錯誤

• 錯誤/暫停

• 安全性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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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找到套準標記

5.11.2.1 執行

1 - 正在執行檔案的名稱。

2 - 目前工作的狀態

• 內圓 - 目前工作台

• 外圓 - 目前工作

3 - 停止生產對話方塊

在目前工作台之後停止生產。

此時可修改工作。

5 - 副本份數

已產生副本份數／所需的副本總份數。

6 - 正在生產的副本

目前正在生產的副本編號

9 - 完成所有副本

預計完成所有要求的副本所需的時間。

10 - 目前工作台

預計完成目前工作台所需的時間。

註：不適用於首個工作台，僅在連續工作台的
情況下可見。

11 - 性能資訊

• 目前工作已執行時間

• 主軸功率

• 測量的轉速 (RPM)

• 測量的材料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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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2 自動化

1 - 正在執行檔案的名稱。

2 - 目前工作的狀態

3 - 停止生產對話方塊

在目前工作台之後停止生產。

此時可修改工作。

5 - 狀態資訊

6 - 已生產工作數量

8 - 機器面板工具列

11 - 性能資訊

• 目前工作已執行時間

• 主軸功率

• 測量的轉速 (RPM)

• 測量的材料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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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3 材料更換

1 - 已執行檔案的名稱。

2 - 目前工作的狀態

• 更換材料。

• 按開始繼續。

4 - 選項

• 生產餘下副本。

• 從目前工作台重新開始

• 全部重新開始。

5 - 副本份數

已產生副本份數／所需的副本總份數。

6 - 正在生產的副本

目前正在生產的副本編號

8 - 機器面板工具列

11 - 性能資訊

• 目前工作已執行時間

• 主軸功率

• 測量的轉速 (RPM)

• 測量的材料厚度

註：在下述情況下進入此狀態：

• 如啟用 工作台後停機，且完成工作台生產。

• 啟用在此工作台之後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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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4 停止

1 - 已執行檔案的名稱。

2 - 目前工作的狀態

• 操作員停止生產。

• 機器移至停放位置。

4 - 開始生產對話方塊

• 生產餘下副本。

• 從目前工作台重新開始

• 全部重新開始。

5 - 副本份數

已產生副本份數／所需的副本總份數。

7 - 開始副本編號

如果繼續執行，將從其開始生產的副本編號。

8 - 機器面板工具列

11 - 性能資訊

• 目前工作已執行時間

• 主軸功率

• 測量的轉速 (RPM)

• 測量的材料厚度

註：在下述情況下進入此狀態：

• 按兩次停止

• 可從 機器面板 停止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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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5 已完成的工作

1 - 已執行檔案的名稱。

2 - 目前工作的狀態

工作已完成。

8 - 機器面板工具列

11 - 性能資訊

• 目前工作已執行時間

• 主軸功率

• 測量的轉速 (RPM)

• 測量的材料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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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6 錯誤

1 - 已執行檔案的名稱。

2 - 目前工作的狀態

關於錯誤情況的資訊。

3 - 停止生產對話方塊

停止生產。

8 - 機器面板工具列

11 - 性能資訊

• 目前工作已執行時間

• 主軸功率

• 測量的轉速 (RPM)

• 測量的材料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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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7 暫停

1 - 已執行檔案的名稱。

2 - 目前工作的狀態

• 操作員暫停生產

• 按開始繼續。

3 - 停止生產對話方塊

在目前工作台之後停止生產。

此時可修改工作。

5 - 副本份數

已產生副本份數／所需的副本總份數。

6 - 正在生產的副本

目前正在生產的副本編號

8 - 機器面板工具列

11 - 性能資訊

• 目前工作已執行時間

• 主軸功率

• 測量的轉速 (RPM)

• 測量的材料厚度

                                                                                            99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5.11.2.8 安全性停機

1 - 已執行檔案的名稱。

2 - 目前工作的狀態

機器因安全錯誤而停止。

關於錯誤情況的資訊。

3 - 停止生產對話方塊

停止生產。

8 - 機器面板工具列

11 - 性能資訊

• 目前工作已執行時間

• 主軸功率

• 測量的轉速 (RPM)

• 測量的材料厚度

5.11.2.9 未找到套準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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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已執行檔案的名稱。

2 - 目前工作的狀態

機器因未找到套準標記而停止。

關於錯誤情況的資訊。

3 - 停止生產對話方塊

停止生產。

8 - 機器面板工具列

11 - 性能資訊

• 目前工作已執行時間

• 主軸功率

• 測量的轉速 (RPM)

• 測量的材料厚度

5.11.2.1

0

iPC 暫停功能

若要暫停執行工作，按操作員面板上的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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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模式中停止

在此工作台之後停止生產：

• 系統進入空轉模式

• 此時，您可修改工作。

在暫停期間停止

當我們在暫停期間按停止時：

• 系統進入空轉模式

• 此時，您可修改工作。

5.11.3.  機器面板工具列

5.11.3.1 真空區域

Menu Bar->機器->真空區域

機器面板->真空區域

                                                                                           102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選擇適合已開啟工作的真空區域。

正確的選擇對於達到最佳的材料壓低效果而言，十分重要。

智慧型真空控制

適用於已開啟工作的真空區域會自動依工作大小與位置（邊界框）選擇。

5.11.3.2 工作台上方參考

功能表列->機器->設定工作台上方參考

機器面板->工作台上方參考

在切割台上執行工作台上方參考序列。

目前位於雷射指示器位置中的工作台上方水平測量值已更新。

測量切割襯底上方，無材料。

5.11.3.3 調整刀具高度

Menu Bar->機器->調整刀具高度...

機器面板->刀具高度

在切割台上執行調整刀具高度精靈。

5.11.3.4 相機檢視

Menu Bar->機器->顯示相機

機器面板->相機

進入相機檢視對話方塊，以手動檢查相機照片。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相機操作 頁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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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5 主軸暖機

Menu Bar->機器->啟動主軸暖機

機器面板->主軸

在切割台上執行主軸暖機步驟。

5.11.3.6 啟動真空清潔器

Menu Bar->機器->啟動真空清潔器

機器面板->真空清潔器

真空清潔器開／關控制。

適用於安裝了 Milling Tool 的機器。

可在工作執行後用於手動吸塵。

5.11.3.7 材料厚度測量

Menu Bar->機器->材料測量

機器面板->材料厚度

在切割台上執行測量材料厚度步驟。

材料厚度測量是工作執行的一部分。

此功能通常在您需要在開始工作前弄清材料厚度的情況下使用。

測量得出的厚度會顯示於 機器面板 的狀態部分中。

5.11.3.8 識別刀具
僅針對 X 系列、XL 和 XN 切割台：

Menu Bar->機器->識別刀具

機器面板->識別刀具

在切割台上執行刀具識別步驟。

在插入新刀具後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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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機器面板狀態列

最終生產時間

自啟動以來的生產時間包括長達 3 分鐘的暫停單位為分鐘及秒。

啟動以來

自工作啟動以來的經過時間，單位為分鐘及秒。

主軸功率

目前銑切軸功率用量，等於 %-最大值。

測量的轉速

目前銑切軸轉速 (RPM)。

材料厚度

測量的材料厚度 (mm / in.)

5.12.  機器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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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Windows 工具列 中調用 機器連接。

如需更多資訊，請進入 機器連接和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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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始前須知

6.1.  簡介

在本章節中，我們將描述用於 iPC 的一些重要概念及參數，這些概念及參數是使機器性能最佳化的
關鍵因素：

• 工作台

• 材料是關鍵

• 材料與預設概覽

• 資源管理員

• 工具預設值

• 最佳化預設

• 生產預設值

• 切割設定檔

• 我的材料

• 材料系列

• 映射預設值

• 工作台預設值

• 套準

• 檔案編製

• 設定刀具

6.2.  關於工作台

必須瞭解本手冊中所用的術語工作台：

切割台

切勿與術語切割台混淆，切割台指我們在處理材料（如切割、製作摺線、銑切）時使用的機器。

工作台

術語工作台是指鋪滿切割台的工作區域大小的工作部分。

範例 1

要求製作十份已列印或未列印紙張，每次切割台僅可放置一張紙。

此要求將按十個工作台執行。

在每個工作台之間將啟動手動或自動送紙（取決於所選的 工作台預設值）。

若工作長度超過工作台，則會被分成兩部分。

在執行期間，您只需完成首個工作台。然後，機器會向前輸送材料以移動工作的第二部分至工作區
域。之後將執行第二個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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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

現在要切割一捲帶有印製貼紙的紙捲。

紙捲包含兩列貼紙。

三行貼紙正好適合切割台工作區域的大小。

為了切割紙捲，需要 3 x 2 的 重複步驟。

此時每個工作台由 6 份副本構成

若將總副本份數設定為 100（舉例而言），則將在每個工作台之間執行輸送機輸送，但前提是選擇
了輥式輸送 Table Preset。

6.3.  材料是關鍵

材料是關鍵是 iPC 的基本設計標準。

這視您搭配使用的工作類型而定，不過構想則是假定系統正確設定為前提下，選擇材料是您的唯一
選擇。

材料可在輸入檔案中定義；若已定義，則無須在 iPC 中做出任何材料選擇。

若您必須在 iPC 中指定材料，這是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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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下圖顯示您可執行相關材料及預設的工作流程階段

選擇

下圖顯示在不同工作流程階段中可進行的選擇：

• 開啟檔案 - 在開啟檔案對話方塊中。

• 我的工作資訊 - 當您在我的工作清單中選擇一個檔案時即可使用

• 已開啟工作->生產 - 已開啟工作時，可在生產標籤下使用此功能。

• 已開啟工作->圖層 - 已開啟工作時，可在圖層標籤下使用此功能。

此圖強調以適當順序準備工作流程的重要性：

• 在開啟檔案之前，應先準備我的材料及映射預設值。

• 在我的工作資訊之前，應先準備我的材料、映射預設值及切割設定檔。

• 在已開啟工作->生產之前，應先準備生產預設。

• 在已開啟工作->圖層之前，應先準備我的材料及工具預設。

6.3.1.  材料與預設概覽

此圖說明我的材料、材料系列及不同預設之間的關係。

iPC 出貨時隨附一系列材料系列與一系列工具預設值作為工廠預設值。

材料系列根據預設值映射一或多項工具預設值。

這有助於在新增材料時尋找相關的預先定義工具預設。

定義新的我的材料時，您需先選擇材料所屬的材料系列。

由於選項中只能使用定義適用於指定材料或對應的材料系列 / 厚度範圍的工具預設值，因此該選項
可決定您可為此材料選擇的工具預設值。

註：您可在此過程稍後新增工具預設至材料或材料系列。

此圖強調順序的重要性：

• 應事先準備工具預設才能完成切割設定檔及材料特定設定。需要完成設定才能達到徹底自動化
的工作流程。

• 應事先準備最佳化預設才能完成切割設定檔及材料特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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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事先準備生產預設才能完成切割設定檔及材料特定設定

6.4.  在資源管理員中準備材料與預設值

Menu Bar->進階->資源

資源管理員可維護材料與其他資源，以將各工作的手動操作降到最低。某些資源，如工具預設和生
產預設值，亦可在開啟的工作中建立與維護。在接下來的小節中，會說明所有不同的資源。

6.4.1.  工具預設

Menu Bar->進階->資源->工具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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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預設是一種可套用至含指定厚度或厚度範圍內材料系列的一或多種材料的刀具設定。

• 工具預設可由於兩種原因啟用或停用：

a 本機器上並未配置工具預設中所包含的所有工具。

b 使用者使用清單中的核取方塊停用工具預設。停用的工具預設無法在切割工作中選擇。

工具預設也能從開啟工作中建立或更新，請參閱 已開啟工作，選擇、儲存與更新工具預設 頁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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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

若要搜尋指定工具預設，請輸入唯一文字字串，清單將根據您的輸入進行篩選。

新增

新增新的工具預設

複製(&u)

複製所選的工具預設

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已選擇的工具預設

移除

移除已選擇的工具預設

工具預設詳細資訊

此為含指定工具的圖層清單，隨附在已選擇的工具預設中。

在工具預設詳細資訊中，可編輯所選圖層 (亦請參閱 編輯選定圖層 頁 49 )。

若有設定需要變更，使用此功能可更新工具預設。

可用功能有：上移/下移；編輯；新增；複製和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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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此為適用於已選擇工具預設的材料系列／材料的清單。

可用功能有新增和移除。使用新增可新增更
多材料系列 / 材料到適用於清單。使用移除可
將所選材料系列 / 材料從適用於清單中移除。

說明

已選擇的工具預設說明。

您可在此編輯文字。

6.4.2.  最佳化預設

Menu Bar->進階->資源->最佳化預設

• 最佳化預設定義如何最佳化曲線以展現最佳化生產成果。

• iPC 出廠時已內建適用不同應用的廣泛系列工廠預設最佳化預設。

• 您可建立自己的最佳化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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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 最佳化預設對話方塊

最佳化預設：

這是可用最佳化預設的清單。

若您有自己的最佳化預設，將新增該設定檔至清單。

新增

建立您自己的最佳化預設。

如需建立與編輯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下一節。

移除

您可移除自己的最佳化預設。

若您選擇其中一項工廠預設最佳化預設，將停用此按鍵。

檢視／編輯

對於原廠預設值與您自己的預設值，都能檢視並編輯最佳化預設。

如需建立與編輯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下一節。

複製

根據已選擇的預設複本建立您自己的最佳化預設。

如需建立與編輯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下一節。

6.4.2.2 編輯最佳化預設
一般性資訊

當您新增或編輯最佳化預設時即可進入此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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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名稱：

指定最佳化預設的名稱。

說明

新增有關此最佳化預設的說明僅供您參考。

類別

最佳化分為兩類說明：

• 一般 - 此視圖。

• 最佳化曲線 - 指定最佳化。請參閱下文。

最佳化曲線 / 最佳化類型

最佳化類型：

使用此下拉式清單可選擇下列最佳化類型之一：

• 無最佳化

•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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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品製作

6.4.2.3 無最佳化

在匯入 iPC 前，若曲線序列已最佳化，則可使用No Optimization。

匯入後，若對曲線進行任何手動操作，則系統將會發出警告。若您忽略此警告，則可能丟失已最佳
化的曲線序列。

移除工作偏移

輸入檔案中使用的距離 0,0 的任何偏移會被忽略。工作的左下角將被放置於目前選定的參考點 +
材料位置 + 工作偏移，皆於生產設定 中定義。亦請參閱章節 位置 頁 75 ，即在 iPC 中新增的
手動偏移。若未選擇，任何內部偏移將轉換為工作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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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4 最佳化，標準

標準最佳化主要用於最佳化圖形工作流程中使用的檔案。

連接開口曲線

連接彼此接近的曲線片段。

選擇連接開口曲線，從而：

• 提升性能。

• 提高切割品質。

指定 d = 允許曲線連接的最大距離。

拒絕小曲線

忽略單獨的小曲線元素。

選擇拒絕小曲線，從而：

• 移除不想要的曲線和零散節點。

• 提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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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切割品質。

指定 d = 可省略的曲線片段的最大尺寸。

避免過切

如果角度超過指定限值，將切割線條及改變切割方向，

這可避免明顯的刀具過切。

設定曲線方向

指定曲線執行方向的總規則。

典型用法：

通常，在銑切時，路徑左側表面比右側更平滑。

使用此功能可提升產品的品質。

反轉內曲線的曲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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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曲線執行方向的總規則。

這是設定曲線方向功能（請參見上文）的一項延伸功能。

假如藍色部分是您的產品，想要讓內外表面平滑，必須反轉內曲線的曲線方向。

移除工作偏移

輸入檔案中使用的距離 0,0 的任何偏移會被忽略。工作的左下角將被放置於目前選定的參考點 +
材料位置 + 工作偏移，皆於生產設定 中定義。亦請參閱章節 位置 頁 75 ，即在 iPC 中新增的
手動偏移。若未選擇，任何內部偏移將轉換為工作偏移。

6.4.2.5 最佳化，樣品製作
樣品製作最佳化通常用於實現瓦楞紙及摺疊紙箱設計的最高切割及摺線品質。

請注意：

• 大多數樣品製作操作僅將應用於圖層類型的刀線和摺線。

• 此功能的關聯性取決於從 CAD／工作製作軟體輸出期間是否執行任何最佳化。

樣品製作最佳化提供的功能類似於 Esko ArtiosCAD 的最佳化功能。

在下述類別中選擇參數：

• 一般  - 一般最佳化功能。

• 圓切槽  - 避免狹長槽口中出現撕裂的功能。

• 過切與角  - 避免角中出現撕裂及過切的功能。

• 連續摺線  - 在壓製摺線期間提升性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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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生產預設值

Menu Bar->進階->資源->生產預設

生產預設提供在工作台上生產工作的方式說明

包含與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中相同的資訊。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 頁 66 。

生產預設：

可用生產預設的清單。

iPC 出廠時已內建一系列工廠預設生產預設。

若您準備自己的生產預設，將新增至此清單中。

從對話方塊中可使用下列功能：

新增

您可新增生產預設。預設內容必須在開啟的工作中編輯。

移除

若您選擇任何一項工廠預設生產預設，將停用此按鍵。

您可移除自己的生產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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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

您可複製生產預設。預設內容必須在開啟的工作中編輯。

重新命名

若您選擇任何一項工廠預設生產預設，將停用此按鍵。

您可重新命名自己的生產預設。

詳細資訊是顯示目前已選擇生產預設設定的資訊視窗。您可以在說明視窗中編輯文字。

6.4.4.  切割設定檔

Menu Bar->進階->資源

切割設定檔是一種用於以下已選擇集合的容器：

• 工具預設

• 最佳化預設

• 生產預設

當相同的工具、最佳化及生產預設組合可用於多個材料或材料系列時，切割設定檔非常實用。

• iPC 出廠時已內建一系列工廠預設切割設定檔。

• 您可建立自己的切割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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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設定檔：

這是可用切割設定檔的清單。

工廠預設切割設定檔會以圖示標示。

若您有自己的切割設定檔，將新增該設定檔至清單。

新增

建立您自己的切割設定檔。

有關建立與編輯的詳細資料，請參閱 切割設定檔詳細資料 頁 123 。

移除

您可移除自己的切割設定檔。

若您選擇其中一項工廠預設切割設定檔，將停用此按鍵。

重新命名

若您選擇任何一項工廠預設切割設定檔，將停用此按鍵。

您可重新命名自己的切割設定檔。

複製

根據已選擇的設定檔複本建立您自己的切割設定檔。

有關建立與編輯的詳細資料，請參閱 切割設定檔詳細資料 頁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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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1 切割設定檔詳細資料

切割設定檔名稱：

此為您將編輯切割設定檔的名稱。

說明

輸入切割設定檔的說明僅供您參考。

工具預設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合的工具預設。

在資訊視窗中，可使用下列有關已選擇的工具預設資訊：

• 圖層類型

• 相應的工具

• 適用項目 - 定義適用於此工具預設的材料清單。

註：如果您為特定材料建立切割設定檔，應指定適用於該材料的工具預設。

最佳化預設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合的最佳化預設。

生產預設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合的生產預設。

6.4.5.  我的材料

Menu Bar->進階->資源->我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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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1 編輯我的材料

材料名稱

已選擇材料的名稱顯示在此。

材料系列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此材料所屬的材料系列。

厚度

指定材料厚度。

數值顯示為 mm 或 inch。

您可輸入如 0.2 in. 等數值，並獨立於一般單元設定之外。

外觀

此選擇可決定用來偵測不同表面（材料）之套套準標記和邊緣的 Vision 算法。

可用選擇：

• 預設 - 調用標準算法

• 紡織圖案 - 使用最適合此種材料的技術。

• 格柵圖案 - 使用最適合此種材料的技術。

• 柔版 - 使用最適合此種材料的技術。

• 低對比度 - 使用最適合此種材料的技術。

• 低品質列印 - 使用最適合此種材料的技術。

• 氈墊柔版 - 使用最適合此種材料的技術。

材料測量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 最佳化測量。測量工作兩個對角的材料。

• 在雷射位置測量。在目前的雷射指示器位置執行一組材料厚度測量。

• 請勿測量。已使用目前的材料厚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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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不均勻材料的額外工具梯

若您的材料含有不平的表面，請選擇此功能。

避免刀具刮傷材料。

6.4.5.2 使用切割設定檔定義切割設定

Menu Bar->進階->資源->我的材料->切割標籤

切割設定檔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當的切割設定檔。

下拉式清單顯示適用於此材料的切割設定檔。

當您選擇切割設定檔後，即可選擇工具預設、最佳化預設及生產預設組合。

實際組合顯示在對話方塊中。

註: 切割設定檔在多數情形下偏好設為材料特定設定：

1. 當相同的工具、最佳化及生產預設組合可用於多個材料或材料系列時。

2. 在某些上游應用中，可選擇切割設定檔並供 iPC 新增至輸入檔案，然而材料特定設定卻
無法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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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3 使用材料定義切割設定

使用此功能可準備適合實際材料的工具預設、最佳化預設及生產預設的組合。

工具預設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當的工具預設。

下拉式清單顯示適用於此材料的工具預設值。

顯示圖層類型及對應的工具。

全部檢視會列出所有工具預設，不止是所選材料適用的預設。請參閱 工具預設 頁 110 。

若某工具預設尚未設為適用於所選材料，就會出現使其適用於目前材料。按下按鈕後，工具預設就
會適用於目前材料。

最佳化預設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當的最佳化預設。

生產預設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當的生產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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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4 指定材料尺寸

可用材料含有不同的材料尺寸。

使用此對話方塊可保留材料清單，並為此工具預設選擇適當的材料。

註: 正確定義的材料尺寸是建立嵌套拼版時的必備工具。

尺寸

這是定義的材料清單。

如果您準備此材料的新紙張，該紙張將新增至此清單中。

新增

新增新紙張至清單中。

移除

從清單移除已選擇的紙張。

名稱

您可在此編輯已選擇紙張的名稱。

寬度／長度

指定紙張的尺寸。

數值顯示為 mm，但您可輸入如 50 in. 等數字

輥式輸送

指定您有一捲材料。

瓦楞/絲流方向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瓦楞方向。

作為預設值之用

指定此尺寸是否應在使用此材料開始工作時自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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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材料系列

基本上材料系列屬於名稱清單。

我們使用材料系列來簡單選擇工具預設值。

順序如下所示：

定義工具預設

當您定義工具預設時，即指定工具預設套用的材料或材料系列。

從範例中得知，工具預設 1 及工具預設 3 皆套用材料系列 1。

選擇工具預設

要求您為工作選擇工具預設時，會先要求您指定材料系列。

在可用的工具預設值清單中，只會顯示套用至已選擇的材料系列。

在此方式中，選擇的數量將限制為相關的部分。

6.4.6.1 保留材料系列

Menu Bar->進階->資源->材料系列

                                                                                           128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材料系列：

這是可用材料系列的清單。

若您準備自己的材料系列，將新增該系列至清單。

新增

建立您自己的材料系列。

移除

移除已選擇的材料系列。

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已選擇的材料系列。

如需有關如何套用材料系列至工具預設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工具預設值 。

6.4.6.2 選擇材料系列

已開啟工作->圖層->工具預設

這是要求您選擇材料系列的工具預設的唯一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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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映射預設值

Menu Bar->進階->資源->映射預設值

映射預設值定義輸入檔案中曲線如何映射到與不同圖層類型相關聯的 iPC 圖層。若要自動從特定工
具預設值套用工具資訊，正確的圖層類型是先決條件。另請參閱 工具預設 頁 110 。

映射預設值包含一整套 iPC 可匯入各檔案格式的映射規則。

輸入檔案中的曲線屬性會根據檔案格式而以不同方式定義，一般會由圖層名稱、線型、零件編號與
色彩定義。

6.4.7.1 維持映射預設值

Menu Bar->進階->資源->映射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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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預設值：

這是可用映射預設值的清單。

可用工廠預設映射預設值的集合。

若您建立自己的映射預設值，將新增至此清單中。

您可檢視工廠預設映射預設值，但無法修改。

新增

建立您自己的映射預設值。

移除

您可移除自己的映射預設值。

若您選擇其中一項工廠預設映射預設值，將停用此按鍵。

重新命名

您可重新命名自己的映射預設值。

若您選擇其中一項工廠預設映射預設值，將停用此按鍵。

複製

根據已選擇的預設複本建立您自己的映射預設值。

說明

顯示已選擇的映射預設值說明。

映射不同檔案格式

如為已選擇的映射預設值：

• 此為顯示包含不同檔案格式的映射總覽。

• 無法修改。

有關您自己的映射預設值，請參見以下。

建立您自己的映射預設值

您可在映射預設值對話方塊中透過新增或複製，建立自己的映射預設值。

                                                                                           131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首先，將要求您輸入映射預設值的名稱。

輸入所需名稱後，按下確定以繼續進入編輯映射預設值對話方塊：

說明

建立您自己的映射預設值後，請在此輸入說明。

映射不同檔案格式

Kongsberg 映射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使用的映射。

ARD 映射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使用的映射。

CF2 映射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使用的映射。

DDES2 映射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使用的映射。

DXF 映射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使用的映射。

PDF 映射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使用的映射。

i-script 映射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要使用的映射。

您不可修改工廠預設映射。

若您要在您的映射預設值中修改映射，您必須從映射動作選單中建立自己的映射：

映射動作

新增

新增映射至此檔案格式。

如需有關建立與編輯您自己映射的方式，請參見以下。

移除

移除此映射。您已選擇其中一項映射時，此為必要動作。

檢視

檢視已選擇的映射。

複製

根據已選擇的映射複本新增映射至此檔案格式。

如需有關建立與編輯您自己映射的方式，請參見以下。

建立您自己的映射

您可在映射動作對話方塊中透過新增或複製，建立自己的映射。

首先，將要求您輸入映射的名稱。

輸入所需名稱後，按下確定以繼續進入編輯映射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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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基本上是一個如何將輸入檔案轉換為與不同圖層類型相關聯的 iPC 圖層的規則表。規則會由上
往下執行。具有不同屬性的曲線可映射到不同圖層類型的多個 iPC 圖層，以使用多重工具產生曲
線。

不同格式有不同的規則。

預設值名稱

輸入新映射的名稱。

新增

在表格中新增一行。

複製(&u)

在表格中建立已選擇行的複本，以在映射表中製作相似的條目。

向上移動

將所選行上移一個級。

向下移動

將所選行下移一個級。

移除

移除所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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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不同檔案格式

適用於 Kongsberg 的標準 ACM 格式

套準標記類型

指定輸入檔案中使用的套準標記類型

零件編號

用於識別輸入檔案中不同行線型的數字。

PDF 格式

忽略文本

省略輸入檔案中的文字。

導入剪切方塊

指定是否應包含剪切方塊。

剪切方塊 = 邊界矩形。

iPC 圖層名稱

iPC 剪切方塊的圖層名稱。

iPC 圖層類型

iPC 剪切方塊的圖層類型。

剪切方塊的圖層類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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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 格式 - ArtiosCAD 的原生格式

匯入尺寸和文字

選擇是否匯入尺寸和文字。僅適用於繪圖。

匯入為帶缺口的樣品

選擇是否匯入缺口。請注意，映射可用的線型會隨著這個選擇而改變。

向上的面

選擇匯入之後應讓設計的內側還是外側朝上。

若要如 ArtiosCAD 所定義面朝上，請選擇根據定義。

擴展複雜線型

選擇 ARD 檔案中的複雜線型是否應展開成多個切割或在某些狀況下展開為摺線。適用於打孔線、
拉鏈形線條等。

為齒刀輪建立連續線條

若啟用擴展複雜線型，鑽孔線條會取得鑽孔樣式以進行刀具切割。若未使用齒刀輪工具，可使用
此函數保持鑽孔線條的連續。

一般性資訊

輸入檔案參數會因檔案格式不同而有所差異。

iPC 圖層名稱

在 iPC 中使用的圖層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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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 圖層類型

在 iPC 中使用的圖層類型 。

6.5.  工作台預設值

工作台預設值定義系統的部分基本行為，如送紙、輥式輸送等。

選擇 工作台預設值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材料處理->工作台預設值

註: 只能選擇專為目前機器配置的工作台預設值配置。

6.5.1.  可用工作台預設值

 

已安裝下列工作台預設值（取決於機器設定）：

1. 工作台後停機

2. 輥式輸送

3. 送紙

4. 手動送紙

5. MultiZone 生產

6. MultiZone production 使用機器人

7. 使用機器人載入 - 卸載

8. 給料機堆疊器生產

9. 使用下側相機進行給料機生產

10.使用下側相機進行給料機堆疊器生產

11. Mermaid 柔印自動化

6.5.1.1 Park After Table
啟動前，將第一張紙放在工作台上方。

1 - 按下啟動後，將出現：

• 生產副本 1 或

• 生產 重複步驟 指定的副本份數。

2 - 工具架將移動至停放位置。

3 - 機器面板 上出現材料更換。

4 - 操作員應在同一位置更換材料，然後按啟動。

5 - 餘下副本將按相同方式產生，直至達到指定副本份數。

真空及 回膛 會作為此處理的完整部分自動開啟／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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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工作台預設值含有下列其他設定：

• 手動真空控制 頁 141

• 最後一份後回膛

6.5.1.2 輥式輸送

需要輥式給料機與輸送帶。

在開始前，必須將滾輪上的首份副本放置於工作台上方。

1 - 按下啟動後，會產生 1 份副本（或者 重複步驟 指定的副本份數）。

2 - 橫隔將移至切割台後方，以向前運輸輸送機和紙張。送紙距離由 "步進距離" 定義（在重複步
驟中定義）。

3 - 第二份副本已產生。（必須手動識別首個套準標記，除非正確指定步長距離。）

4 - 橫隔將送入下一份副本（現將自動識別套準標記。）

5 - 順序將繼續至產生指定的副本份數為止。

真空及 回膛 會作為此處理的完整部分自動開啟／關閉。

此工作台預設值含有下列其他設定：

• 送料後的雙回膛 頁 141

• 若未找到套準標記或邊角，跳過工作台 頁 142

• 在此後跳過工作台 頁 143

6.5.1.3 送紙

需要紙張給料機/紙板給料機和輸送帶。

在工作台上方並無任何紙張的情況下開始。

1 - 按下啟動後

• 在 紙張給料機 和輸送機與橫隔的幫助下，在工作台上裝載預載紙張定義的紙張數目（預設為
1）。

• 送紙距離由送紙長度定義，或者如選定輸送到工作台前方，則送至工作台前方。

2 - 在 紙張給料機 拾取下一張紙的同時，完成 Y 方向首張紙張（或者 重複步驟 指定的副本份
數）的製作。必須手動識別首個套準標記。

3 - 橫隔將移至工作台後方，以向前運輸輸送機和紙張。

4 - 第二份副本已產生。通常在此時可以自動識別套準標記。

5 - Sheet Feeder 將在同一時間拾取下一張紙，且它會在產生首個副本期間學習何時開始操作以適
時地放置紙張。

6 - 橫隔將送入下一張紙。

7 - 順序將繼續至產生指定的副本份數為止。

真空及 回膛 會作為此處理的完整部分自動開啟／關閉。

此工作台預設值含有下列其他設定：

• 送料後的雙回膛 頁 141

• 輸送到工作台面前方 頁 141

• 送紙長度 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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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載紙張 頁 142

• 跳過預載入第一張紙 頁 142

• 若未找到套準標記或邊角，跳過工作台 頁 142

• 在此後跳過工作台 頁 143

6.5.1.4 手動送紙

需要輸送帶。

手動送紙的運作方式與 送紙 頁 137 相似，但不需要輸送帶以外的任何自動化裝置。機器在切割目
前副本時，使用者手動將紙張放在切割台背面。完成時，機器會推送紙張並繼續生產，直到達到所
需份數為止。

此工作台預設值含有下列其他設定：

• 送料後的雙回膛 頁 141

• 輸送到工作台面前方 頁 141

• 送紙長度 頁 141

• 跳過預載入第一張紙 頁 142

• 預載紙張 頁 142

6.5.1.5 MultiZone 生產

請參閱單獨章節 多區域生產 頁 247 。

6.5.1.6 使用機器人進行MultiZone production

需要機器人單元與多區域夾具。

參閱章節末  自動化裝置 頁 273

紙張堆疊放置在 In-stack 中

1. 按下啟動後，

2. 橫隔停放在區域 2。

3. 機器人測量 Out-stack 的高度。

4. 從 In-stack 挑選第一張紙並放置在區域 1。

5. 機器轉換區域 1 中的紙，同時機器人載入區域 2 的紙張。

6. 機器人停放在區域 1 上方。

7. 完成轉換後，橫隔移至區域 2 並轉換該區域的紙張。

8. 在區域 1 中轉換的紙張卸載至 Out-stack。

9. 新紙張載入至區域 1，而機器人則停放於區域 2 上方。

10.轉換區域 2 時，橫隔移至區域 1 並開始轉換。

11.區域 2 中的紙張卸載，並載入新的紙張至該區域。

12.重複順序 6-11 直到生產所有紙張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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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7 使用機器人載入 - 卸載

需要機器人單元與多區域夾具。

參閱章節末  自動化裝置 頁 273

紙張堆疊放置在 In-stack 中

1. 按下啟動後，

2. 橫隔停放在工作台末端。

3. 機器人測量 Out-stack 的高度。

4. 從 In-stack 挑選第一張紙並放置在工作台上。

5. 機器人停放在工作台上方。

6. 機器轉換第一張紙。

7. 完成轉換後，橫隔移至工作台末端。

8. 轉換的紙張卸載至 Out-stack。

9. 重複順序 4-8 直到轉換所有紙張為止。

6.5.1.8 給料機堆疊器生產

需要 i-BF 紙板給料機和 i-MS 材料堆疊器。

需要輸送帶。

此工作台預設值要求機器安裝輸送帶、給料機和堆疊器。

生產為連續進行，從給料機中挑選紙張並由輸送帶送至工作台。輸送長度由指定的紙張尺寸決定。
紙張尺寸可用於尋找紙張長度，提供使用給料機堆疊器系統最有效的方式，並將選擇同時或連續載
入／卸載。

• 同時載入及卸載是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只有在切割時紙張尺寸夠小，無法延伸至工作台上堆疊
器挑選位置才能實現。

切割工作時，新紙張將送至工作台上，且先前切割的紙張將放置在單一給料的堆疊器卸載區
中。堆疊器會收到訊號並隨著工作台上生產下一份副本的同時卸載紙張。

• 當紙張尺寸太長無法同時生產時，請選擇連續載入及卸載。紙張將送入並於堆疊器的挑選區切
割。切割紙張時，將先從切割台卸載紙張，再送下一份副本至工作台上。

使用在生產標籤中套準下定義的指定方式完成工作／紙張套準。完成生產後，工具架停放在刀頭
停放中設定的位置。生產時真空會自動開啟，而在供給、停止或完成工作時則會關閉。

順序將重複至產生指定的副本份數為止。

生產時真空會自動開啟，而在供給、停止或完成工作時則會關閉。

此工作台預設值含有下列其他設定：

• 送料後的雙回膛 頁 141

• 跳過預載入第一張紙 頁 142

• 若未找到套準標記或邊角，跳過工作台 頁 142

• 在此後跳過工作台 頁 143

6.5.1.9 使用下側相機進行給料機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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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紙板給料機、下側相機和輸送帶。

此為用於紙板給料機與下側相機的工作台預設值，可由列印紙的背面進行生產。

下側相機系統會從下方掃描紙張，確定套準標記、邊緣與紙張角落的位置，然後計算相對紙張角落
的工作位置。給料後，上側相機將登錄角落並套用正確的放置。

材料尺寸必須新增至進階 > 資源 > 我的材料。

材料尺寸必須正確設定，以供給料機送料正確的距離，並供相機正確掃描紙張。

連續與上述的 "送紙 - 不預先送入" 相似，但搭配紙板給料機使用而非紙張給料機，搭配下側相
機而非上側相機找出套準標記。

此工作台預設值含有下列其他設定：

• 送料後的雙回膛 頁 141

• 輸送到工作台面前方 頁 141

• 送紙長度 頁 141

• 預載紙張 頁 142

• 跳過預載入第一張紙 頁 142

• 若未找到套準標記或邊角，跳過工作台 頁 142

• 在此後跳過工作台 頁 143

• 翻轉材料 頁 143

6.5.1.10 使用下側相機進行給料機堆疊器生產

需要 i-BF 紙板給料機和 i-MS 材料堆疊器。

需要輸送帶。

需要下側相機。

此工作台預設值擁有與給料機 堆疊器生產相同的工作流程，但使用的下側相機除外。

下側相機系統會從下方掃描紙張，確定套準標記、邊緣與紙張角落的位置，然後計算相對紙張角落
的工作位置。給料後，上側相機將登錄角落並套用正確的放置。

此工作台預設值含有下列其他設定：

• 送料後的雙回膛 頁 141

• 跳過預載入第一張紙 頁 142

• 若未找到套準標記或邊角，跳過工作台 頁 142

• 在此後跳過工作台 頁 143

• 翻轉材料 頁 143

6.5.1.11 Mermaid 柔印自動化

輸送帶以及與 Mermaid Automation 伺服器的連線是必填的，請參閱 自動化裝置 頁 273 小節。

按下"開始"時，iPC 會進入空轉模式，直到從墊圈單元將柔版載入工作台後端，且包含材料規格的
工作資訊已產生並送到伺服器為止。

使用輸送帶載入並切割柔版後，iPC 會回報伺服器並再次回到空轉模式，直到下一個柔版出現在工
作台上且已收到新工作資訊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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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預設值都必須充分定義，才能讓生產工作自動執行。

此工作台預設值含有下列其他設定：

• 送料後的雙回膛 頁 141

• 輸送到工作台面前方 頁 141

• 送紙長度 頁 141

• 跳過預載入第一張紙 頁 142

• 預載紙張 頁 142

• 若未找到套準標記或邊角，跳過工作台 頁 142

• 在此後跳過工作台 頁 143

6.5.2.  其他設定

6.5.2.1 送料後的雙回膛

完成多出來的回膛順序，以防止材料起皺。

6.5.2.2 手動真空控制
真空控制並未整合到工作台預設值，但可從操作員面板上的按鈕進行。

6.5.2.3 輸送到工作台面前方

自動輸送紙張至工作台前方。

輸送長度採用 "選項" 對話方塊中工作台至給料機的距離與工作區域長度參數計算得出。

註：此功能僅適用於紙張給料機操作。

6.5.2.4 送紙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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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 紙張給料機 時設定裝置送紙的距離。

設定正確值可確保輸送時間最小。輸送長度通常大約等於紙張長度或略長。

如一次在工作台上放置多張紙張，則可將長度設定為略小的數值。

工作台上的多張紙張可使真空的壓低力最大化。

註：此功能僅適用於紙張給料機操作。

6.5.2.5 預載紙張

在開始生產時指定擬裝載的紙張數目。

生產開始前需要載入超過一張紙時使用此功能。

6.5.2.6 跳過預載入第一張紙

第一片承印物已載入工作台時使用此功能。如使用下側相機，工作將重覆使用上一幅掃描的圖畫。

註：此功能僅適用於紙張給料機或紙板給料機操作。

6.5.2.7 若未找到套準標記或邊角，跳過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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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找到套準標記或角，iPC 將在送紙或輥式輸送生產期間自動跳過工作台。

跳過工作台功能可讓 iPC 自動避免因漏載紙張或損壞的套準標記或角造成的生產中斷，以較低人員
介入的方式運作。

註：如在兩張連續的紙張上未找到套準標記或角，則執行將停止。

6.5.2.8 在此後跳過工作台

在在此後跳過工作台欄位中輸入延遲跳過工作台的秒數。

使用此功能可提供一些時間以進行手動糾正。

6.5.2.9 翻轉材料

使用此功能以告知紙張是否沿工作台長度或寬度翻轉。參閱 包含反向操作的工作 頁 240 小節末
的轉動及翻滾定義。

註：此功能僅適用於下側相機操作。

6.6.  關於套準

6.6.1.  新增套準標記

為達到完美的列印至切割對齊，所有指定使用 iPC 裝置進行精加工的列印工作均應包含套準標記。

透過在列印及切割檔案中新增套準標記，您可為 iPC 提供切割路徑套準列印圖形的必要資訊。

套準標記的放置和總數取決於所需的切割公差及預測的扭曲量。

i-cut Layout 是一個 Esko 軟體封裝，能夠自動執行新增套準標記的流程。

其使用了相同的演算法，是適用於 Illustrator® 的特殊外掛程式。

使用這些工具可大大簡化新增套準標記的流程，儘管如此，您仍應瞭解本部分說明的基本概念。

如需更多關於 ai-cut 的資訊，請參閱 使用 ai-cut 頁 332 。

效果欠佳的扭曲圖形三角剖分（只有四個套準
標記）。

改進後的扭曲圖形三角剖分（八個套準標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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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 iPC 的套準功能將有助於您決定在工作中新增多少套準標記，以及該將套準標記放在哪裡。請
查閱 套準類型 頁 71 以取得套準的進一步資訊。

為了達到最佳的補償效果，套準標記應被放置於切割路徑的周圍及內側（如可能），且彼此之間呈
三角關係。切割公差更緊密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套準標記。

每個三角區域會隨著套準標記增多而變小，使 iPC 能夠更精確地補償該區域的扭曲。

如工作中有比其他區域更嚴格的特殊區域，則應在該等區域增加更多套準標記。準確預測任何列印
工作的扭曲量並不容易，建議您一律加入多於所需的套準標記。

在 iPC 中，您可在隨後移除不必要的套準標記，但當工作已列印時，則無法增加更多的套準標記。

iPC 會將長度超過切割台的工作分割成若干部份，並逐一執行。沿這些分割部份新增套準標記，將
可改善各部份之間切割路徑的套準及對齊情況。

6.6.2.  套準標記的類型

圓形： 3 mm < D < 12 mm 1/8 in. < D < 1/2 in.

遮罩： D >= d + 4 mm D >= d + 5/32 in.

環形： 4 mm < D < 12 mm 5/32 in. < D < 1/2 in.

1 mm < T < D/4 3/64 in. < T < D/4

十字形： 4 mm < D < 15 mm 5/32 in. < D < 19/32 in.

1 mm < T < D/4 3/64 in. < T < D/4

iPC 支援四種類型的套準標記：圓形、遮罩、環形及十字形。

機器會搜尋套準標記，並自動偵測上述任何標記。

因此無指定套準標記類型的功能。

幾乎對於所有場景而言，圓形是最佳選擇。如列印的套準標記和背景的顏色有大量反射或對比度不
足，環形可為 iPC 提供更好的套準標記讀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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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1 有關套準標記的重要事項
以下是解譯套準標記圖層的規則：

• 閉合輪廓是一個含幾何中心位置的套準標記。

• 含 3 節點的曲線可偵測到角。

• 含 2 節點的曲線可偵測到邊緣。

若您在輸入檔案中含有由兩個交叉線條構成的
簡易十字，將會獲得無法預設的輸出。這可解
譯為兩個角 (A) 或三個邊 (B)。

使用閉合輪廓作為以上指定的條件。

6.6.3.  補償類型

補償類型決定 iPC 如何基於其透過讀取套準標記收集的資訊，套準及修改切割路徑。

提供以下補償類型：

• 放置

• 套準曲線

• 移動工作

• 套準圖層

• 線性補償

• 完全補償

為了提供全面的介紹，我們在此處加入對不使用套準標記的兩個套準方法的描述：

• 無套準標記，使用標尺

• 邊緣識別

無套準標記，使用標尺

依照標尺放置紙張可確保正確切割。 圖形相對於紙張角正確放置是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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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切割台已安裝標尺是前提條件。

• 必須已知參考點與幾何圖形的偏移。

• 若工作包含切割必須對齊的圖形，則不建議用此方法。

邊緣識別

如果不知道紙張位置，則會發
生切割錯誤

紙張位置可透過邊緣識別獲取 完美切割

圖形相對於紙張角正確放置是
前提條件。

註：

• 必須已知紙張邊緣與幾何圖形的偏移（工作的邊界框）。

• 假定紙張角為直角。

• 若不涉及補償，則不建議用此方法。

放置

這種最簡單形式的套準形式可一次性旋轉及放置所有圖層中的所有曲線。

曲線的尺寸、形狀及相對位置均保持完整無缺，這對任何結構設計而言都十分重要。

圖形的位置及旋轉未知 使用套準標記獲取正確位置。

套準曲線

各曲線均按檔案定義的準確尺寸及形狀產生，但與檔案中的所有其他曲線會進行單獨的套準；在列
印工作中的位置及旋轉變動會得到補償。這通常用於工作中有多種形狀且各形狀必須維持原本尺寸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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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的位置及旋轉未知。 使用套準標記單獨修改各曲線的位置及旋轉。

移動工作

這類似於套準曲線，但含球狀旋轉。

• 各曲線保持原始尺寸與形狀。

• 各曲線依其重心個別移動而局部變形接近指定曲線。

• 各曲線依整體測量的轉速旋轉。

圖形的位置及旋轉未知 我們使用套準標記：

• 個別修改各曲線的位置。

• 依整體計算的所有曲線轉速修改各曲線的轉
速。

套準圖層

類似於套準曲線，此套準類型可單獨補償每個圖層。各圖層的所有曲線將保持準確的尺寸、形狀及
相對位置。

線性補償

此套準類型提供第二高的補償水平。

選定線性補償後，iPC 會對每條曲線套用平均補償。更改所有曲線的尺寸、形狀、偏移及旋轉以補
償列印圖形中的線性扭曲。由於完全補償可提供出色的套準及補償，因此很少會用到線性補償，但
仍將其納入作為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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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的位置、旋轉及尺寸未知。 使用套準標記修改切割的位置、旋轉及縮放。

完全補償

選定後，iPC 會依據最靠近這些節點的三個套準標記的位置，單獨調整每條曲線上的每個節點位
置。

此功能可補償所有類型的扭曲，包括：偏移、縮放、旋轉、斜交及複合扭曲。完全補償提供可用的
最高補償水平，並提供最吻合列印圖形的切割路徑。

圖形的位置及形狀未知 使用套準標記重新計算圖形的形狀。

6.6.4.  關於補償類型

針對每項工作選定一個套準類型（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套準）。

採用大出血量印刷的工作，或者必須保持精確整體尺寸的工作，或刀線必須保持精確的相對尺寸的
工作，可能需要使用放置、套準曲線、套準圖層。

只有每條路徑或路徑群組外緣周圍的一些套準標記會為這些套準類型提供充分的資訊。

需要精確切割至印刷套準或精確的外邊緣寬度的工作應採用完全補償進行生產。

不穩定材料（比如柔性或套用的圖形）也常常需要完全補償以正確套準。不過，彈性材料通常會延
伸。部分應用需要維持原本的尺寸。在這些情況下特別是比工作台長的工作，建議使用套準曲線作
為補償類型。

採用傳統列印方法生產的工作（像螢幕列印）包含最大扭曲量。

數位列印工作通常包含較少的扭曲，但不同的印表機準確度會存在顯著不同。生產具緊密公差的數
位列印工作仍需要補償，尤其是當工作在柔性基材上列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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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iPC 檔案編製

6.7.1.  檔案類型

 iPC 輸入檔案

iPC 可匯入以下檔案類型：

• iPC 檔案：.cut、.script、.cgf、.layout、.queue。

• 曲線檔案：.acm、.ard、.mfg、.dxf、.ai、.pdf、.cf2、.ds2、.cfg。

• 配套檔案：.dfscut、.zip。

Adobe Illustrator® 廣泛用於檔案編製，但除此之外也可使用能夠輸出一或多種相容檔案類型的任
何矢量格式設計或繪圖軟體。

 iPC 檔案，描述

.cut

iPC 中儲存為二進位 .cut 檔案的工作包含所有對該檔案作出的設定。

因此，在匯入該等檔案時，不會套用任何預設。

註：通常 i-script 檔案使用 .cut 這個副檔名，而非 .script。

i-script

經由 i-script  工作流程輸出。

包含從圖形檔案中分離出來的切割資料。

i-script檔案的副檔名通常為 .cut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i-script 頁 333 。

.cgf

一種非常類似 i-script 的格式，通常與 .jdf 檔案組合成為配套檔案。

.layout

此檔案類型包含已儲存嵌套拼版（使用 iPC 版本 2.1 或更新版本所建立）。

.queue

包含要依序生產的多項工作之批次生產。檔案可透過 "選項 -> 連線" 對話方塊中指定的 "批次提
交" 熱資料夾新增。

配套檔案

包括 .cgf 檔案中的切割檔案及 jdf 檔案中的元資料，也可能是用於列印預覽的 png 檔案。這些
檔案皆為一起壓縮。來自 DFS 應用程式時，副檔名為 .dfscut 而非 .zip。配套檔案停用材料與映
射選項。請參見章節

JDF 工作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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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定義切割路徑

匯入 iPC 的每個工作均需要切割路徑，路徑是由線段、圓弧、Bezier 點等組成的矢量曲線。您通
常可在設計軟體中建立或定義這些路徑。

已完成工作的切割品質是您所建立之切割路徑品質的直接結果。iPC 有一些最佳化切割路徑品質及
改善處理速度的基本工具，但若繪圖路徑不佳，則切割效果也欠佳。

最佳切割路徑為完美環繞最簡單及最複雜細節的平滑曲線。

欠佳的切割路徑包括遊離於套準內外的曲線，或者由過量的節點構成的粗曲線。光柵圖形的向量化
通常無法生成優質曲線，且必須在切割前手動優化該等曲線。為確保列印圖形與刀線之間的正確套
準，每個切割路徑及套準標記必須完美對準列印檔案中的相關圖形及套準標記。

採用 ArtiosCAD 等結構設計系統生成的工作將得到優化，以達到最佳切割品質，且無須進行額外的
優化。

通常會同時建立切割及列印資料，並在生產工作前將該等資料分成兩個檔案。此檔案分離操作可在
列印前手動完成，或如採用數位方式列印工作，則 i-script 工作流程 可使相容的 RIP 軟體在輸
出到列印裝置前自動分離檔案。

6.8.  設定刀具

功能表列->進階->設定刀具

使用此功能維護您的工具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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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不同圖層選擇刀具時，使用此對話方塊中提供的工具設定進行初始設定。

初始設定有兩重：

1. 設定是否與刀具有關？

2. 如果是，預設值應為何？

請注意，供應商已對各刀具謹慎定義此類設定，更改應僅限由合格人員執行。

若在圖層中使用，可依據特定工作的情況修改工具設定。

在圖層內修改工具設定不會更改此對話方塊保持的一般工具設定。

此對話方塊中的參數類型和數目將視所選刀具而有所變化。

我們不會展示各刀具的對話方塊，只提供涵蓋所有刀具的參數清單：

名稱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您想要編輯的刀具。

註：下拉式清單中會顯示所有可用的刀具。

在客戶的作業場所，系統通常只提供一個子集。

類型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適用於此工具的工具類型。

對於某些工具，使用工具預設值時需要選擇正確的工具類型。

預設刀具尖端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用於此工具的刀片、銑切刀或摺線滾輪。

速度

指定適合此刀具的執行速度。

加速度

指定要使用的加速度為最大可用加速度值的一個百分比。

深度（按瓦楞方向）

啟用後，您可分別指定深度（沿瓦楞橫向）和深度（沿瓦楞縱向）。

參考頂部的深度

如啟用，會從材料上方參考深度。

如停用，則會從切割襯底的上方參考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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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深度

指定沿瓦楞縱向的切割／摺線深度。

可以指定為材料厚度的一個百分比或用 mm/in 指定。

橫向深度

指定沿瓦楞橫向的切割／摺線深度。

可以指定為材料厚度的一個百分比或用 mm/in 指定。

刀具抬升角度

如方向變化超過此角度，則刀具將在角內被提起。

適用以下規則：

• 僅刀具的刀具抬升角度有效。

• 刀具抬升角度預設為 30 度。

注意！

刀具抬升角度如為 14 度的情形：

• 工具為 RotaCut 刀。

• 工具含有延遲值。

• 工具含有圓調整值。

• 工具含有寬度值。

選擇工具時停止 頁 244

選擇此刀具時執行將停止，等待操作員干預。

在編輯欄位中，可增加在執行停止時顯示的文字。

如編輯欄位為空，則顯示預設文字。

刀具過切

在線的開始及結束點增加偏移值。

使用此功能可在角中進行正確切割。

正負值均可。

將電弧轉換到線

可在設定刀具中為所有相關刀具設定。

此功能也包含在工具預設值中。

請參閱小節中的當半徑小於以下值時，將圓弧轉換到線

最佳化形狀 頁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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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補償

使用此參數，在難處理的材料與使用案例中最佳化 V-notch / 斜切品質。此功能會預先載入刀片，
克服系統中的機械靈活度。

圓調整

使用此參數可調整用刀剪切時的圓形品質。

增加／減少數值可增加／減少圓形的半徑。

使用測試樣本來確認是否為最佳設定。

反向操作

指定是否應在紙張反 面執行此圖層。

鑽孔圖案

精靈會要求您：

• Pit - 指定 pit 長度

• 連接縫 - 指定連接縫長度

• 持續移動 - 機器持續移動，同時產生鑽孔圖案。取下時，圖案與測量結果不一致。

多道次

請參閱多道次深度 獲取更多資訊。

6.8.1.  深度控制 、工具

某些工具的最大允許深度會受到限制：

工具 最大允許深度 (mm/in.)

HD摺痕 5 mm/0.2 in.

摺痕刀具 5 mm/0.2 in.

MicroCut 工具 2 mm/0.08 in.

鑽孔工具 2 mm/0.08 in.

Milling Tool 1 mm/0.04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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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啟動

有關軟體安裝的說明載於另一章節 - 安裝軟體 。

安裝完成後，可首次打開 iPC。

使用桌面圖示或 Windows 開始功能表啟動程式。

7.1.  啟動順序

若 PC 已連接切割台，請按以下啟動順序執行：

1. 確保切割台無障礙物，並處於執行就緒狀態。

2. 根據適用於切割台的使用者手冊開啟切割台電源。

3.

在桌面上按兩下 iPC 圖示。

4. 在切割台上，按適用於切割台的使用者手冊所述完成啟動順序。

5. iPC 使用者介面將出現於 PC 螢幕上，您現在可以開始操作了。

7.2.  關機順序

請按下述步驟正確關閉系統：

1. 根據適用於切割台的使用者手冊中所述內容關閉切割台。

2. 使用 Menu Bar->檔案->退出關閉 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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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準備與執行工作

註: 本章將描述工作準備的"基本"方式。

如需關於拼版的資訊，請參閱 工作佈局 頁 212 。

 基本工作流程

標準化每個步驟以實現最佳生產工作流程：

1 匯入輸入檔案

選擇材料與映射

2 開啟工作

使用材料建立正確的工具預設、最佳化預
設及生產預設設定。

3 修改工作設定。

確認已安裝正確的工具。

如有必要，修改工作設定；圖層及生產。

工作現在可以開始執行了。

4 確保材料放置到位

紙張材料 - 真空壓低

輥式輸送 - 輸入材料

紙張給料機 - 裝載材料

5 按啟動開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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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生產準備有三種不同的方法：

1. 打開已準備好並儲存的 .cut 檔案並生產。

2. 建立一項使用預先定義設定的工作：

• 選擇適當的材料。

• 選擇適當的映射。

• 生產。

3. 建立一項手動設定的工作：

若材料沒有映射的預設值，或當您想要變更設定時，此為替代方案。

• 選擇適當的材料。

• 選擇適當的映射。

• 選擇適當的工具預設。

• 選擇適當的生產預設。

• 修改圖層及生產。

• 生產。

此圖展示了基本的工作流程：

各個步驟將在以下章節中說明。

8.1.  檔案匯入

8.1.1.  我的工作清單

8.1.1.1 匯入檔案至我的工作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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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u Bar->檔案->開啟檔案

My Jobs Actions->新增...

My Jobs Actions->動作...->新增...

材料

選擇在匯入選定的輸入檔案時選取材料 。

使用預設選項從檔案及材料資訊時，將從可用的輸入檔案中擷取。

選擇材料可存取工具預設值集合，以及適用於材料的生產預設與最佳化預設（材料映射的預設）。

如需有關材料是關鍵概念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材料是關鍵 頁 108 。

映射

選擇在匯入選定的輸入檔案時選取映射 。

不同映射選擇可指定如何將資訊從輸入檔案傳輸至 iPC 工作的不同規則。

8.1.1.2 我的工作選項

下述幾個選項可用於我的工作清單中的檔案：

• 更新我的工作->工作資訊

• 工作估計

• 新增檔案至清單或從清單中移除檔案

• 按不同參數排序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我的工作清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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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開啟工作

在我的工作清單中，對某個檔案按兩下。

My Jobs Actions->開啟。

系統會依據目前我的工作清單中選定的檔案開啟工作。

My Jobs Actions->動作->開啟。

系統會依據目前我的工作清單中選定的檔案開啟工作。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開啟工作

8.2.  已開啟工作

Job Bar->選取工作

開啟工作時，會標註已開啟工作的工作標籤：

8.2.1.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提供多種檢視已開啟工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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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縮放區域 放大 縮小

讓工作填滿視窗 讓切割台填滿視窗 顯示工作台標尺

（生產預視圖）

顯示標尺

（圖層視圖）

邊界框 顯示材料尺寸

（生產預視圖）

顯示停放位置

（生產預視圖）

顯示曲線節點

（圖層視圖）

顯示曲線方向

（圖層視圖）

顯示刀具路徑 編輯節點

（圖層視圖）

顯示真空區域

（生產預視圖）

顯示參考點

（生產預視圖）
順時針旋轉工作 逆時針旋轉工作

8.2.2.  已開啟工作，編輯

提供多種編輯已開啟工作的功能：

• 工作修改  - 編輯整個工作。

• 曲線修改  - 編輯所選曲線。

• 曲線節點修改  - 編輯單一曲線的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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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準備圖層

準備生產包含兩個主要任務：

• 確保圖層設定正確。

• 確保生產設定正確。

8.3.1.  圖層設定，手動

8.3.1.1 編輯圖層
為每個圖層指定要使用的刀具和刀具參數。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已開啟工作，圖層 。

8.3.2.  使用材料的圖層設定

選擇材料。

藉由選擇材料，以選擇預先定義映射材料的工具預設值集合。

8.3.3.  使用工具預設的圖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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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選擇工具預設，您可：

• 從上次使用工具預設值的清單中選擇工具預設值，此項目位於清單的最上方。

• 選擇一組工具預設，使用  選擇工具預設精靈 頁 39

兩個選項皆提供圖層設定。

之後您即可修改圖層設定，然後儲存：

• 使用"另存為工具預設"儲存。

• 使用"更新目前工具預設"更新。

8.3.4.  修改圖層

您可修改圖層設定。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已開啟工作，圖層 。

8.4.  準備生產

選擇生產預設。

如有必要，使用可用的功能修改已選擇的預設，或設定您自己的生產設定。

8.4.1.  副本份數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副本份數及品質

在此對方方塊中，設定：

• 份數 - 指定要產生的副本份數。更多資訊 。

• 品質 - 選擇所需的性能。更多資訊 。

8.4.2.  材料處理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材料處理

請參見 工作台預設值 頁 136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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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套準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套準

在此對方方塊中設定：

• 套準類型 - 選擇以使用套準標記、邊緣識別、角與套準標記、下側套準或工作台標尺。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套準類型 頁 71 。

使用套準標記

• 補償類型 - 選擇補償類型。

• 搜尋區域 - 選擇相機搜尋套準標記的區域大小。

• 要求確認第一個標記 - 工作中的首個套準標記均需等待確認。

• 適應性套準 - 選擇是否需要進行套準最佳化，是高速度還是高準確度。

使用邊緣識別

• 紙張位置 - 為工作指定 主要參考點 與矩形邊框之間的距離。

• 檢查邊緣距離 - 指定要使用的測量距離。

• 檢查方向 - 選擇要測量的方向。

• 偵測模式 - 選擇要使用的偵測模式。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套準 頁 71 。

8.4.4.  位置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位置

在此對方方塊中，設定：

• 參考點 - 選擇要使用何種參考點。

• 移除內部的偏移 - 已開啟工作的左下角將被放置於目前選定的參考點 + 材料位置 + 工作偏
移。

• 偏移。

偏移氛圍兩個不同部分：材料位置與工作偏移。

材料位置 - 輸入相對已選擇參考點紙張的 X 與 Y 軸偏移。

工作偏移 - 輸入相對紙張角工作邊界框的偏移。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位置 頁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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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  重複步驟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重複步驟

在此對話方塊中指定沿 X 和 Y 軸方向放置在工作台上的的副本份數。

指定步進或間隙值。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重複步驟 頁 78 。

8.4.6.  刀頭停放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刀頭停放

指定工作完成後工具的停放位置。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刀頭停放 頁 79 。

8.5.  儲存工作

在準備生產流程的任何階段，您可儲存已開啟工作供日後使用：

Menu Bar->檔案->儲存工作

Menu Bar->檔案->工作儲存為...

將使用 iPC .cut 檔案格式儲存已開啟工作。

建議在 iPC 中的圖層、生產設定或幾何圖形有任何修改變更時儲存工作。

所有相關資訊均以 .cut 格式保存，但此不適用於任何外部格式。

您可使用標準檔案開啟功能開啟儲存的工作檔案。

                                                                                           163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8.6.  執行工作

部分執行工作的簡易範例如下所述。如需更複雜的工作資訊，請參見

工作備選方案，進階 頁 212 。

8.6.1.  執行一項工作

若要開始已開啟工作，按操作員面板上的啟動。

系統將開始執行，前提是：

- 切割台已開機並且正在運轉，執行就緒

請參閱切割台使用者手冊。

- 工作已準備妥當

請參閱 執行就緒 頁 37 。

8.6.2.  執行工作，無套準

若不使用套準標記執行工作，請按下述具體步驟執行：

1. 工作不包含套準標記圖層。

2. 將紙張材料放置於切割台上。

3. 如您使用固定參考點，相對參考點正確放置紙張材料。如可用，我們建議就此用途使用工作台標
尺。

4. 如使用使用者定義的參考點，確保在紙張上正確放置參考點。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切割台使用者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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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執行工作，套準標記

若要使用套準標記執行工作，請按下述具體步驟執行：

1. 工作包含一個套準標記圖層，且工具類型 = 相機。

2. 啟用使用套準標記的套準。

3. 選擇適當的補償類型。

8.6.3.1 確認套準標記

在下述各項中選擇：

• 相機自動偵測

• 手動套準

材料上找到的套準標記必須與工作視圖中突出
顯示者相同

使用鍵盤方向鍵或操作員面板輕移至正確的標
記。

找到正確標記後確認。

確認這是正確的套準標記

提供兩種相同的確認方式：

• PC 鍵盤上的 Enter 鍵。

• 操作員面板上的啟動。

在套準標記之間移動

移動至最後一個套準標記

移動至第一個套準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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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2 相機設定調整

套準對話方塊 > 相機設定

若要最佳適應各種材料，可輕鬆使用滑塊控制
相機亮度和對比調整。

8.6.4.  執行工作，使用雷射指示器套準

若無法使用相機，可使用雷射指示器進行套準。

以下是指定步驟

1. 工作包含一個套準標記圖層，且工具 = 相機。

2. 啟用使用套準標記的套準。

3. 選擇適當的補償類型。

雷射指示器可當成指示裝置使用。

8.6.5.  執行工作，使用邊緣識別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套準->套準類型->邊緣識別

若要使用邊緣識別執行工作，請按下述具體步驟執行：

1. 工作在紙張邊緣至幾何圖形（矩形邊框）之間含有定義的距離。

在生產設定->位置->偏移中輸入該距離。

2. 啟用使用邊緣識別的套準。

3.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使用邊緣識別 頁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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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編輯工作，進階

在檔案匯入 iPC 前，曲線的所有繪製及編輯均通常已在使用的 CAD 系統／工作製作軟體中完成。

儘管 iPC 並非專門用作一個設計程式，但可提供一些小幅修正匯入檔案的基本工具。

工具可分為下述三種不同級別：

• 工作修改

• 曲線修改

• 曲線節點修改

9.1.  工作修改

工作修改功能會將已開啟工作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修改。

9.1.1.  順時針旋轉 90 度

Menu Bar->工作->順時針旋轉 90 度

已開啟工作會順時針旋轉 90 度。

9.1.2.  逆時針旋轉 90 度

Menu Bar->工作->逆時針旋轉 90 度

已開啟工作會逆時針旋轉 90 度。

9.1.3.  水平鏡像

Menu Bar->工作->水平鏡像

已開啟工作會水平鏡向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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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垂直鏡像

Menu Bar->工作->垂直鏡像

已開啟工作會垂直鏡向翻轉。

9.1.5.  移除重線和切割序列

Menu Bar->工作->移除重線和切割序列

為了說明此項功能，我們舉了一個例子：

我們有包含一組正方形的工作，並計畫依次進
行切割。

使用移除重線和切割序列功能，可以：

• 透過移除重線改善切割品質。

• 透過減少切割角的道次數，改善切割品質。

• 透過減少工具操作及切割角的道次數，提升
整體性能。

• 透過減少工具抽刀動作，提升整體性能。

在同一條直線上的線段將依次執行。

首先將對所有 X 軸線執行。

隨後，將對 Y 軸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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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移除重線和聯合橫向間隙

Menu Bar->工作->移除重線和聯合橫向間隙

為了說明此項功能，我們舉了一個例子：

我們有包含一組正方形的工作，並計畫依次進
行切割。

每個正方形之間均有一道間隙。

線條橫跨這些間隙，這些區域將成為廢料。

使用移除重線和聯合橫向間隙功能，可以：

• 透過移除重線改善切割品質。

• 透過減少切割角的道次數，改善切割品質。

• 透過減少工具操作及切割角的道次數，提升
整體性能。

• 透過減少工具抽刀動作，提升整體性能。

同一條直線上的線段將被合併成一條連續的
線。

首先將對所有 X 軸線執行。

隨後，將對 Y 軸線執行。

註: 此功能作用適用的最大間距大小為 12 mm / 0.47 in。

若工作為複雜，此功能將花費更長時間。

最適合簡易的重複步驟，如此處圖解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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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生產最佳化

Menu Bar->工作->生產最佳化

在生產最佳化對話方塊中選擇最佳化類型：

• 最佳化，標準 頁 117

• 最佳化，樣品製作 頁 119

註：最佳化類型 = No Optimization僅可作為最佳化預設的一部分使用。

9.1.7.1 標準最佳化

標準最佳化主要用於最佳化圖形工作流程中使用的檔案。

連接開口曲線

連接彼此接近的曲線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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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連接開口曲線，從而：

• 提升性能。

• 提高切割品質。

指定 d = 允許曲線連接的最大距離。

拒絕小曲線

忽略單獨的小曲線元素。

選擇拒絕小曲線，從而：

• 移除不想要的曲線和零散節點。

• 提升性能。

• 提高切割品質。

指定 d = 可省略的曲線片段的最大尺寸。

避免過切

如果角度超過指定限值，將切割線條及改變切割方向，

這可避免明顯的刀具過切。

設定曲線方向

                                                                                           171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指定曲線執行方向的總規則。

典型用法：

通常，在銑切時，路徑左側表面比右側更平滑。

使用此功能可提升產品的品質。

反轉內曲線的曲線方向

指定曲線執行方向的總規則。

這是設定曲線方向功能（請參見上文）的一項延伸功能。

假如藍色部分是您的產品，想要讓內外表面平滑，必須反轉內曲線的曲線方向。

9.1.7.2 最佳化，樣品製作
樣品製作最佳化通常用於實現瓦楞紙及摺疊紙箱設計的最高切割及摺線品質。

請注意：

• 大多數樣品製作操作僅將應用於圖層類型的刀線和摺線。

• 此功能的關聯性取決於從 CAD／工作製作軟體輸出期間是否執行任何最佳化。

樣品製作最佳化提供的功能類似於 Esko ArtiosCAD 的最佳化功能。

在下述類別中選擇參數：

• 一般  - 一般最佳化功能。

• 圓切槽  - 避免狹長槽口中出現撕裂的功能。

• 過切與角  - 避免角中出現撕裂及過切的功能。

• 連續摺線  - 在壓製摺線期間提升性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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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資訊

摺痕回切與齒刀輪回切

增加了摺痕 / 齒刀輪品質；避免線條位於希望位置以外。

d - 縮短線條時適用的距離。

新增用於第二個沿絲流橫向工具的圖層

新建逆絲流摺線的圖層。

新增單獨圖層，可使用不同設定或刀具，讓縱向 / 橫向絲流的摺痕有更彈性的設定。

沿橫向間隙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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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性能。

註: 若工作為複雜，沿橫向間隙切割將花費更長時間。

最適合簡易的重複步驟。

連接開口曲線

連接彼此接近的曲線片段。

指定要切割為單一曲線的開放曲線最大距離。

選擇連接開口曲線，從而：

• 提升性能。

• 提高切割品質。

指定 d = 允許曲線連接的最大距離。

拒絕小曲線

忽略單獨的小曲線元素。

選擇拒絕小曲線，從而：

• 移除不想要的曲線和零散節點。

• 提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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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切割品質。

指定 d = 可省略的曲線片段的最大尺寸。

圓切槽

圓切槽方法，連續切割

具有材料撕裂的風險。

d - 撕裂距離。圓切槽方法作用時所適用的距離上限。

a - 撕裂角度。圓切槽方法作用時所適用的角度上限。

圓切槽方法，反向最後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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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材料撕裂的風險。

圓切槽方法，最後切割"短"線

降低材料撕裂的風險。

過切與角

                                                                                           176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在 T 型相交處反向

降低材料撕裂的風險。

分割角兩邊的線

提高角的切割品質。

自動圓切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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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角的切割品質。

r - 半徑。圓角半徑。

L - 相鄰線段的長度。此功能將對 L 超過指定值的角發揮作用。

連續摺線

連續摺線最大長度

摺線將在刀線上形成連續性走向。

提升性能。

L - 此功能作用時所適用的線性元素長度的上限。

連續摺線最大間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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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線將連續地穿過刀線與摺線之間形成的間隙。

提升性能。

L - 此功能作用時所適用的間隙長度上限。

9.1.8.  移除內部的偏移

Menu Bar->工作-> 移除內部的偏移

移除內部的偏移

輸入檔案中距離 (0,0) 的任何偏移都會被移除。已開啟工作的左下角將被放置於目前選定的參考點
+ 材料位置 + 工作偏移。該角即為矩形邊框的左下角。功能與 File-New 建立的工作密切相關。如
為匯入至 iPC 的工作，視最佳化預設中的設定而定，開啟時檔案中的偏移會被忽略或轉換為工作偏
移。因此，"移除內部的偏移" 僅在（部分）工作移除、移動或在 iPC 中按比例縮放時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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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將開放曲線移動至單獨圖層

Menu Bar->工作->將開放曲線移動至單獨圖層

部分功能（例如銑刀的消除）需要閉合曲線才能正常運作。

使用此功能將開放曲線從閉合曲線中分離出來。

9.2.  曲線修改

在已開啟工作中的選定的曲線上進行曲線修改。

9.2.1.  選取曲線

選取一條曲線

使用滑鼠指標選擇您想要修改的曲線。

選定的曲線會突出顯示。

選取多條曲線

1) 在按住 Ctrl 的同時，使用滑鼠指標選擇您想要修改的曲線。

2) 使用滑鼠指標繞著目標曲線繪製一個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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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的曲線會突出顯示。

9.2.2.  移動...

Menu Bar->曲線->移動...

Ctrl+M

所示方向指選定的 圖層檢視/生產檢視方向。

若選擇了標準檢視，此為 +X 方向。

若選擇了標準檢視，此為 +Y 方向。

在距離或位置之間選擇：

距離

指定移動選定的曲線的距離。

位置

針對選定的曲線指定新坐標（X 及 Y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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錨點

選擇新座標 (X 與 Y) 的固定點。

曲線中心

所指定的坐標是相對於選定的曲線的中心而言：

曲線的左下方

所指定的坐標是相對與選定的曲線的左下角而言：

保持原樣

保持選定的曲線原樣不變。已製作選定的曲線的副本，現在可以進行移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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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輕移曲線

功能表列->曲線->輕移曲線

Alt + 左箭頭、Alt + 右箭頭、Alt + 上箭頭、Alt + 下箭頭

使用鍵盤方向鍵移動選定的曲線：

9.2.4.  縮放曲線

Menu Bar->曲線->縮放...

Ctr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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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比例或尺寸縮放：

縮放

指定在縮放選定的曲線時使用的縮放比例。

尺寸

為選定的曲線指定新的整體尺寸。

保持纵横比(M)

選擇該選項後，將保持原始曲線的 X/Y 軸關係。

自曲線中心往外延展

縮放會相對於選定的曲線中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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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曲線左下方往外延展

縮放會相對於選定的曲線的左下角進行：

保持原樣

保持選定的曲線原樣不變。

已製作選定的曲線的副本，現在可以進行縮放了。

9.2.5.  鏡像翻轉曲線

Menu Bar->曲線->鏡像...

Ctrl + Shift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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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選定的選項，鏡像翻轉／水平翻轉選定的曲線。

可對曲線進行垂直或水平的鏡像。

垂直（上/下）(V)

指定垂直鏡像。

水平（左/右）(H)

指定水平鏡像。

選定曲線的中心

所選鏡像翻轉會圍繞選定的曲線的中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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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曲線的中心

所選鏡像翻轉會圍繞所有曲線的中心進行：

工作区域的中心(W)

所選鏡像翻轉會圍繞實際工作區域中心進行：

保持原樣

保持選定的曲線原樣不變。

已製作選定的曲線的副本，現在可以進行鏡像翻轉了。

9.2.6.  旋轉曲線

Menu Bar->曲線->旋轉...

Ctrl + Shift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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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旋轉曲線或整個工作將不會改變工作的瓦楞/絲流方向。

不過，如您想要變更瓦楞/絲流方向，可透過 Menu Bar->工作->順時針或逆時針旋轉 90 度來完
成。

順時針/逆時針

指定旋轉方向。

選定曲線的中心

旋轉會圍繞選定曲線的中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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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曲線的中心

旋轉會圍繞所有曲線的中心進行：

工作区域的中心(W)

旋轉會圍繞工作區中心進行：

保持原樣

保持選定的曲線原樣不變。已製作選定的曲線的副本，現在可以進行旋轉了。

9.2.7.  合併曲線

Menu Bar->曲線->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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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合併曲線功能可將多條重疊曲線合併成一條連續曲線。

此功能可用於從多個物件（諸如重疊的字母形狀）中建立單一的形狀。

取代現有曲線(R)

新曲線將取代現有曲線：

產生新圖層

新曲線會被放置於新的圖層內。

指定新圖層的名稱。

9.2.8.  反轉曲線方向

Menu Bar->曲線->反轉曲線方向

Ctrl + Shift + I

反轉選定的曲線的執行方向。

此功能可結合其他編輯功能（像分割曲線）以優化切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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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進刀/退刀

Menu Bar->曲線->進刀／退刀

請參閱 進刀/退刀 頁 276 以得知參數描述。

9.2.10.  刀具偏移

Menu Bar->曲線->刀具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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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0.1 刀具偏移

刀具偏移可在銑切時用於獲得成品的正確尺寸。

請注意，正常情況下，採用圖層參數刀具偏移與刀具直徑補償銑切刀直徑。

使用此編輯功能的主要原因在於確保圖層偏移值可供以後使用。

也可以用於在 Kiss Cut 圖層外新增一個有一定偏移的切割圖層。

刀具直徑

指定要使用的工具的直徑。偏移值設定為直徑的一半。

位置

指定刀具是否應在閉合曲線的外部還是內部。

消除。請參閱下文。

消除小曲線

消除是一種將整個閉合曲線區域切成碎片的功能。由於小塊廢料碎片會堵塞抽吸系統，因此該功能
頗為有用。

使用此功能可消除所有小於閾值的閉合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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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下文。

方向

指定刀具的執行方向。

取代現有曲線

新曲線會取代現有曲線：

產生新圖層

新曲線會被放置於新的圖層內。

指定新圖層的名稱。

9.2.10.2 消除

Menu Bar->曲線->刀具偏移->位置->消除

消除是一種銑切整個閉合曲線區域的功能。

使用此功能可消除選定的曲線。

9.2.11.  最佳化形狀

Menu Bar->曲線->最佳化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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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化透過按線條及圓弧的指定公差重繪曲線的方法，改善曲線的切割性能。

曲線會在生產時自動最佳化，但在生產前也可使用最佳化曲線功能完善曲線，並更好地控制曲線的
最佳化效果。

公差

曲線可使用指定的公差自動實現最佳化。

低數值將保持輸入檔案的品質。

高數值將提升性能，但可能會有損切割品質（視特定幾何與所使用的材料而定）。

斷行(B)

此功能可將一條（長）線分割成指定長度的線段。

範例如下：

您打算用柔性材料切割出一個巨大的矩形，而且對列印至切割的對齊要求較高。

儘管有大量套準標記，但僅透過補償矩形角無法取得最佳結果。

但較短的線條則便於更準確地進行列印至切割的對齊。

註：斷開長線適用於來自功能表列->編輯->選項->生產的所有工作。

當半徑小於以下值時，將圓弧轉換到線

此功能會以小片段線條轉換圓弧，並伴隨各部分之間的刀具抬升。啟用時，最佳化將套用至所有小
於指定半徑的圓弧上。

切割小型厚材料半徑時使用此功能。這將避免在切割圓弧時失真或刀尖破損。

繪尖角(S)

具有指定半徑的圓角被轉換成銳角。

繪圓角(R)

銳角被轉換成具有指定半徑的圓角。

取代現有曲線(R)

新曲線將取代現有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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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新圖層

新曲線會被放置於新的圖層內。

指定新圖層的名稱。

曲到線

曲到線功能將僅適用於刀具。

當執行曲到線功能時，半徑就是最大半徑。

直線的角度參數將會修正。

此功能的主要目的為盡量降低對切割刀片的角向力和側向力。

作法為將圓分割成數條直線，如上圖所示。

刀具將於兩條線所形成的角內提起並移動至第二條線尾端。因此刀具會下降以截短第一條線。

透過此功能，可以得知下列詳情：

• 刀片會在上方位置旋轉。

• 刀片可以進入材料中沒有刀線的地方。

註: 此功能將大幅降低切割速度。

9.2.12.  移除曲線

Menu Bar->曲線->移除曲線...

Del

移除選定的曲線。

確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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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曲線片段修改

9.3.1.  選取曲線片段

9.3.1.1 進入編輯節點模式

工具列->編輯節點

Menu Bar->曲線->編輯節點

9.3.1.2 選取曲線片段
使用滑鼠指標選取曲線片段：

9.3.1.3 編輯曲線片段功能表
在指向曲線片段的同時，按滑鼠右鍵。

編輯曲線片段功能表顯示：

• 新增角

• 新增弧線

• 新增 Bezier

• 分割曲線

• 關閉曲線

• 新增套準標記

                                                                                           196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9.3.2.  新增角

選定的曲線片段->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角

在目前位置中新增角節點。

目前位置 - 使用滑鼠指標指向選定的曲線上的某一位置。

9.3.3.  新增弧線

選定的曲線片段->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弧線

在目前位置中新增弧節點。

目前位置 - 使用滑鼠指標指向選定的曲線上的某一位置。

9.3.4.  新增 Bezier

選定的曲線片段->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 Bezier 曲線

在目前位置中新增 Bezier 節點。

目前位置 - 使用滑鼠指標指向選定的曲線上的某一位置。

9.3.5.  分割曲線

選定的曲線片段->滑鼠右鍵功能表->分割曲線

選定的曲線節點->滑鼠右鍵功能表->分割曲線

移除曲線片段

刪除目前指向的曲線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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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隙

在目前位置插入帶有間距大小的間隙。

目前位置 - 使用滑鼠指標指向選定的曲線上的某一位置。

9.3.6.  關閉曲線

選定的曲線片段->滑鼠右鍵功能表->閉合曲線

選定的曲線節點->滑鼠右鍵功能表->閉合曲線

閉合選定的開口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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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新增套準標記

選定的曲線片段->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套準標記

選定的曲線節點->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套準標記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套準標記

將在滑鼠指標位置建立新的套準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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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在 X 和 Y 軸上的位置

指定新套準標記的坐標。

在此處輸入的數值將覆寫滑鼠指標位置。

中心/左下角

指定坐標的位置是相對於工作的中心還是左下角。

尺寸

指定新套準標記的大小。

圖層

指定新曲線的圖層。

套準標記圖層為預設值。

9.4.  曲線節點修改

9.4.1.  選取節點

9.4.1.1 進入編輯節點模式

工具列->編輯節點

Menu Bar->曲線->編輯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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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2 選取曲線節點
使用滑鼠指標選取曲線節點：

9.4.1.3 編輯曲線節點功能表
在指向曲線節點的同時，按滑鼠右鍵。

編輯曲線節點功能表顯示：

• 編輯節點

• 移除節點

• 平滑

• 新增套準標記

• 作為起始點

• 新增進刀/退刀

• 分割曲線

• 關閉曲線

9.4.2.  編輯節點

選定的節點->滑鼠右鍵功能表->編輯節點

移動選定的節點至新位置。

X/Y

指定新位置的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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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指定角類型：

• 角

• 弧線 - 新節點是弧線上的點

• Bezier - 新節點是 Bezier 曲線上的點

• True Type

• 弓形

• 正切

9.4.3.  移除節點

選定的節點->滑鼠右鍵功能表->移除節點

刪除選定的節點。

9.4.4.  平滑

選定的節點->滑鼠右鍵功能表->平滑

僅會影響圓弧和 Bezier 點。會自動重置點，以建立往來鄰近點的平滑過渡。

9.4.5.  新增套準標記

選定的曲線片段->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套準標記

選定的曲線節點->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套準標記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套準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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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滑鼠指標位置建立新的套準標記：

指定在 X 和 Y 軸上的位置

指定新套準標記的坐標。

在此處輸入的數值將覆寫滑鼠指標位置。

中心/左下角

指定坐標的位置是相對於工作的中心還是左下角。

尺寸

指定新套準標記的大小。

圖層

指定新曲線的圖層。

套準標記圖層為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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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  作為起始點

選定的節點->滑鼠右鍵功能表->作為起始點

選定的節點將作為起始點：

9.4.7.  新增進刀/退刀

選定的節點->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進刀／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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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 進刀/退刀 頁 276 以得知參數描述。

9.4.8.  分割曲線

選定的曲線片段->滑鼠右鍵功能表->分割曲線

選定的曲線節點->滑鼠右鍵功能表->分割曲線

移除曲線片段

刪除目前指向的曲線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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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隙

在目前位置插入帶有間距大小的間隙。

目前位置 - 使用滑鼠指標指向選定的曲線上的某一位置。

9.4.9.  關閉曲線

選定的曲線片段->滑鼠右鍵功能表->閉合曲線

選定的曲線節點->滑鼠右鍵功能表->閉合曲線

閉合選定的開口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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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新增幾何圖形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滑鼠右鍵功能表

以下功能表項目可供使用：

• 新增套準標記

• 新增正方形

• 新增圓形

• 新增橢圓

• 新增矩形

當使用者按下並放開滑鼠右鍵時就會發生，無論是未選擇曲線還是從所選曲線中點向別處。

若使用者按住滑鼠右鍵，拖曳選取框並放開，會得到除了新增套準標記以外完全相同的功能表項
目。在此狀況下，當使用者選擇新增正方形、新增圓形、新增橢圓或新增矩形，不會呈現對話方
塊。而是會根據選取框的尺寸繪製出形狀。

9.5.1.  新增套準標記

選定的曲線片段->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套準標記

選定的曲線節點->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套準標記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套準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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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滑鼠指標位置建立新的套準標記：

指定在 X 和 Y 軸上的位置

指定新套準標記的坐標。

在此處輸入的數值將覆寫滑鼠指標位置。

中心/左下角

指定坐標的位置是相對於工作的中心還是左下角。

尺寸

指定新套準標記的大小。

圖層

指定新曲線的圖層。

套準標記圖層為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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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新增正方形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正方形

在滑鼠指標位置新增一個正方形。

指定在 X 和 Y 軸上的位置

指定新正方形的坐標。

在此處輸入的數值將覆寫滑鼠指標位置。

中心/左下角

指定坐標的位置是相對於工作的中心還是左下角。

尺寸

指定正方形的尺寸。

圖層

指定新曲線的圖層。

9.5.3.  新增圓形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圓形

在滑鼠指標位置新增一個圓形。

                                                                                           209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指定在 X 和 Y 軸上的位置

指定新圓形的坐標。

在此處輸入的數值將覆寫滑鼠指標位置。

中心/左下角

指定坐標的位置是相對於工作的中心還是左下角。

尺寸

指定新圓形的尺寸（直徑）。

圖層

指定新曲線的圖層。

9.5.4.  新增橢圓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橢圓

在滑鼠指標位置新增一個橢圓。

指定在 X 和 Y 軸上的位置

指定新橢圓的坐標。

在此處輸入的數值將覆寫滑鼠指標位置。

中心/左下角

指定坐標的位置是相對於工作的中心還是左下角。

尺寸

指定新橢圓的尺寸 (X/Y)。

圖層

指定新曲線的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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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  新增矩形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滑鼠右鍵功能表->新增矩形

在滑鼠指標位置新增一個矩形。

指定在 X 和 Y 軸上的位置

指定新矩形的坐標。

在此處輸入的數值將覆寫滑鼠指標位置。

中心/左下角

指定坐標的位置是相對於工作的中心還是左下角。

尺寸

指定新矩形的尺寸 (X/Y)。

圖層

指定新曲線的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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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作備選方案，進階

10.1.  重複步驟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重複步驟

當您需要一份以上的已開啟工作副本時，您可使用 重複步驟：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重複步驟 頁 78 。

10.2.  工作佈局

10.2.1.  簡介

我的工作動作 > 建立拼版...

若您想要合併不同設計並將它們當作一個工作時，可以使用工作佈局。

通常情況下，此功能僅與非列印材料有關。

 必要元件

• 材料在 iPC 中定義

• 材料尺寸在 IPC 中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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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流程概觀

以下為製作拼版時應採取的步驟：

 1 在我的工作清單中選取數個工作。

 2 按下建立拼版按鈕。

 3 工作佈局隨即建立。

其名稱為"新拼版 1"。

 4 如有需要，選取或變更材料及材料尺寸。

 5 修改拼版。新增工作。移除工作。

 6 準備圖層及工具。

 7 準備生產設定。

 8 執行工作。

 部分規則

關於材料

一般而言，使用工作佈局內的相同材料選擇工作。

可使用不同的材料選取工作。

在第一個選定工作中使用的材料將用作工作佈局中的材料。

在工作佈局、圖層設定及生產設定之間切換

標準的工作流程為工作佈局 > 圖層設定 > 生產設定。

如果返回工作佈局並進行修改，可能會遺失在圖層設定及生產設定中所設定的變更，這需視變更是
否完成而定。

因此，請務必於繼續操作前確認拼版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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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建立工作佈局

在我的工作清單中，選擇要用於拼版的工作。

按住 Ctrl 或 Shift 按鈕，以選擇多項工作。

按一下我的工作動作 > 建立拼版。

隨即建立新工作佈局。

10.2.3.  工作佈局功能

1 - 新工作標籤隨即開啟，名稱為：新拼版 1。

2 - 新的拼版標籤隨即建立。

3 - 工作佈局清單可讓使用者搜尋、選取檔案，或將檔案拖放至拼版中。

4 - 材料與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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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拼版預覽

6 - 拼版工具列

 詳細資料

3 - 工作佈局清單

此份清單與我的工作清單中的顯示內容相同。

預設列為工作名稱、材料、瓦楞、副本以及放置。

放置列顯示紙張上已放置哪些工作。

同時，也會顯示工作尺寸。

其他列可選取（按下滑鼠右鍵），且列位可重新排序。

4 - 材料與設定

選取要使用的材料。

請參閱資源管理員 -> 材料

選取要使用的材料尺寸。

已選擇材料的瓦楞方向會隨即顯示。

左側圖示說明沒有設定瓦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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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邊距與間隙

邊距 - 朝向紙張邊緣的邊距。

指定垂直軸上工作之間的間隙。

指定水平軸上工作之間的間隙。

註：按下確定按鈕會將設定套用至拼版。

按下自動排列以更新拼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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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拼版預覽

拼版的顯示方式與圖層及生產標籤所顯示的預覽圖相同，即為相同的工作台檢視方向。

6 - 拼版工具列

縮放視窗

放大

縮小

適應工作大小

適應紙板

適應工作台大小

向左旋轉 90o

選定的工作向左旋轉 90o

依照選定工作的結構方向，按鈕可能會停用。

如果使用者仍要旋轉工作，必須先變更該工作的結構方向。

向左旋轉 180o

選定的工作向左旋轉 180o

自動排列

所有工作會依據邊界框自動排列。

符合邊距與間隙。

                                                                                           217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重複步驟

針對一項選定的工作指定重複步驟。

沿著垂直軸指定副本份數。

沿著水平軸指定副本份數。

指定垂直軸上份數之間的間隙。

指定水平軸上份數之間的間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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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選定的工作

工作的新例項已依據主要填充／堆疊方向設定擺放

水平堆疊方向

指定主要填充/堆疊方向

垂直堆疊方向

指定主要填充/堆疊方向

[刪除] 按下刪除鍵將立即移除選定的工作例項。

10.2.4.  更多工作佈局功能

 新增工作至佈局

可透過多種方法將工作新增至佈局：

• 從佈局工作清單中拖放工作至拼版預覽視窗。

• 從我的工作清單中拖放工作至新拼版工作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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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工作清單中選取工作，並按一下新增至拼版。

 在拼版中移動工作

選取工作並在紙張上拖曳工作。

工作可移動到紙張外部或邊距，但是工作狀態會設定為未就緒生產。

 吸附功能

當工作移動至拼版內部時，吸附功能隨即啟動
並於工作的邊界框上執行。

如果一項工作靠近另一項工作，吸附功能會確
認工作是沿著同一條線（水平或垂直）放置。

吸附功能啟用是由兩項工作之間的實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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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式重複步驟

當游標靠近選取控點時，副本節點會隨即顯示。

按一下並拖曳。

原來所選的工作仍會以藍色邊界框顯示，同
時重複區域會以黑色顯示且包含控點。

朝所需方向拖曳，直到需要的副本份數已準備
就緒。

放開控點。

註：

• 間隙已定義時，拖曳重複區域時間隙會隨即顯示。

• 互動式重複步驟僅能套用至一項工作。

 自動合併圖層

按下圖層標籤時，該拼版中的所有工作合併器處理程序會隨即執行。

自動合併圖層程序會依據常見圖層類型完成。這就是從圖層移回拼版可能會造成修改遺失的原因。

 儲存佈局

檔案 > 另存拼版為...

有兩種選項可供選擇：

將拼版另存為（.layout）

在我的工作清單中，已儲存的拼版可再次以 Layout 檔開啟。

因儲存為拼版，所有圖層及生產設定將會遺失。

將拼版另存為 Production 檔 (.cut)

所有資訊將儲存於標準生產工作內。

當此工作再次開啟時，所有拼版功能皆無法使用。

10.3.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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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某工作（所有曲線/輪廓/形狀）比實體工作區域長，iPC 支援將工作分為多個部份的功能。這些
部份會自動產生，且可在生產視圖看到，附有藍色分割線。輥式輸送與長橫幅生產特別需要此功
能。

此功能已啟用，並可隨時在處理比工作台長的工作時執行。前提條件是

• 工作的 X 方向 / 長度比機器的工作區域長，但 Y 方向能放入工作區域內。

• 工作的狀態是 "工作準備生產"，並已安裝所有正確工具。

• 切割台配備輸送帶。

註: 套準標記之間的中心距離見譯為 200 公釐。若這樣造成準確度不足，可縮短距離。

若要取得正確的所需結果，請特別留意幾項重要設定：

•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的預設選項設定，請參閱iPC 設定小節中的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 頁 283 小
節。

• 套準補償類型的選擇。

• 請參閱 補償類型 頁 145 。

• 請參閱有效運用 iPC 中的了解軟招牌的印刷補償

• 定義套準時，有幾種選項可用。請參閱 使用套準標記 頁 72 小節中的 -F- 曲線錨點 頁 73
和 -G- 忽略材料轉速 頁 74 。

對於使用了補償類型套準曲線（保持工作的原始切割大小）的任何工作，必須僅根據第一部份讀到
的套準標記，偵測整個工作的縮放與旋轉。若否，則無法維持原始尺寸及曲線形狀。切割紡織品和
其他不穩定的材料時，切割此類工作不見得每次都能完美。請留意印刷程序，以取得最佳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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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之分割線

 自動產生的分割線

iPC 會自動產生分割線，並找出最有效率且最可靠的方法，將工作分割為部份。分割會根據可用
的套準標記、工作尺寸與工作台的尺寸完成。設定會判斷最小的部份要最先還是最後切割。

工作就緒可進行生產之前，不會產生分割線。

 手動移動分割線

可使用滑鼠選取和移動分割線。一般用來控制聯合的位置。建議將分割線設定在曲線之間，靠近某
些套準標記的位置。

• 工作區域會定義部份的長度上限。

• 單一工作台內分割線的數量上限為兩條。

• 每次移動後，各部份都會重新計算。需要的話，會自動新增或移除新分割線。

• 移動起點（主要參考點、面板參考點、工作偏移或紙張偏移）會產生新分割線。確認起點設定正
確，再進行任何手動變更。

註: 若攝影機在參考點與生產標籤中的偏移所定義的 + X 更遠處找到第一個套準標記，會增
加第一部份的給料。會新增額外分割線，以防第一部份結束於工作台以外的區域。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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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切割 第二部份切割

10.3.2.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之選項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有三種參數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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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紙間強制切割重疊

• 延伸切割路徑，使其重疊達到所輸入的距離。這樣能確保邊框之間的聯合徹底切割，即使材
料有所扭曲也不致影響。這對於紡織品等材料格外實用，能確保送料之間不致留下纖維。

• 送料間的套準標記緩衝區

• 定義第一個邊框之後所有邊框的最小緩衝區域，讓送料之後還能繼續讀取關鍵套準標記。若
套準標記之間的距離大於所輸入的距離，iPC 會根據套準標記之間的距離自動建議較大值。
輸送長度和後續邊框長度會自動縮短，已配合緩衝區域。

• 材料拉伸的切割緩衝區

• 定義切割台背面的緩衝區域，以容納列印圖形的材料拉伸。最大邊框長度會減去所輸入的距
離，這樣的話若列印出的工作比切割檔案長，每個邊框仍可以在工作區域內進行切割。

10.4.  Quick Box、ArtiosCAD 標準版

10.4.1.  ArtiosCAD 標準版，簡介

從 ArtiosCAD 標準版開啟是一套適用於 Kongsberg 切割台的 iPC 控制軟體附加元件。

程式的用途是提供準備與生產標準瓦楞紙和摺疊紙箱的簡易工作流程。

本解決方案採使用 Esko ArtiosCAD 功能的 CAD-X 執行方式為基準，可從資料庫中選擇設計、輸入
尺寸與產生切割檔案。

切割檔案會自動在 iPC 中開啟，準備在切割台上進行切割。

在前端 PC 上安裝 ArtiosCAD 並設定 CAD-X 皆為使用此功能的必要動作，這包含在 iPC 安裝過程
中。

從 ArtiosCAD 標準版開啟，需要授權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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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搭配 ArtiosCAD 標準版使用

Menu Bar->檔案->從 ArtiosCAD 標準版開啟

10.4.2.1 簡介
工作流程圖解說明如下：

本章將提供各步驟的詳細說明。

10.4.2.2 選擇及定義新的方塊

在從 ArtiosCAD 標準版開啟功能中，將顯示標
準目錄對話方塊。

從可用的群組中選擇。

從標準方塊清單中選擇想要的標準（範本）並
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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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要使用的紙板，然後按一下確定。

輸入要使用的尺寸。

按下下一步，進入下一個設定功能表。

註：

功能表及參數數目將發視實際選擇的標準而
定。

按下確定將直接引導您至 CAD-X 預覽對話方
塊。

若您得知預設設定剩餘的參數皆正確，這是建
議的選擇。

在樣式選擇功能表中接受或選擇您的喜好設
定，並按下下一步。

按下確定將直接引導您至 CAD-X 預覽對話方
塊。

若您得知預設設定剩餘的參數皆正確，這是建
議的選擇。

確認設定正確並按下下一步。

按下確定將直接引導您至 CAD-X 預覽對話方
塊。

若您得知預設設定剩餘的參數皆正確，這是建
議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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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設定正確並按下下一步。

按下確定將直接引導您至 CAD-X 預覽對話方
塊。

若您得知預設設定剩餘的參數皆正確，這是建
議的選擇。

確認設定正確並按下下一步。

按下確定將直接引導您至 CAD-X 預覽對話方
塊。

若您得知預設設定剩餘的參數皆正確，這是建
議的選擇。

確認設定正確並按下下一步。

按下確定將直接引導您至 CAD-X 預覽對話方
塊。

若您得知預設設定剩餘的參數皆正確，這是建
議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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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設定正確並按下確定。

在 iPC、我的工作中將出現工作。

在對話方塊中，使用者可選擇符合目錄中所選
材料的 iPC 材料。亦可選擇希望的映射預設
值。

10.5.  工作與條碼

Menu Bar->檔案->以條碼開啟

支援下列代碼：

10.5.1.  工作流程

紙張材料放在工作台上方。

調用以條碼開啟...功能後，即可進入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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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靈會要求您：

資料夾名稱

輸入資料夾名稱；即輸入檔案所在的位置。

映射

選擇映射設計最有效率的映射，以修正工作中
的圖層。

大多數工作皆使用 "Kongsberg Default" 正確
映射。

材料與設定

從檔案／自訂設定

[選擇正確的材料進行生產。在準備妥當的安
裝中，材料依序使用預設切割設定檔或工具預
設、最佳化預設和生產預設的組合，以上設定
充分定義了工作的生產方式。]

• 按開始。

• 輕移相機至可在相機圖片內看見條碼的位
置。

•

按下接受以使用條碼並繼續。

• 讀取條碼時，代表對應的輸入檔案已開啟。

• 若輸入檔案結構及以條碼開啟中的選項皆
正確，工作即可就緒生產。若不正確，必須
在圖層及生產設定中準備工作。

• 按開始繼續。

• 工作已完成

•

按下跳過可忽略此條碼。

• 記憶工作間的輸入檔案資料夾名稱。

• 從單一工作記憶工作台上方上的條碼位置到下一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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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以條碼生產

10.6.1.  簡介

Menu Bar->檔案->以條碼開始生產

支援下列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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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流程圖，以條碼生產

1 - 建立一項包含條碼的工作

工作隨即建立於上游應用中，如 Esko 的 i-
cut Layout。

2 - 儲存工作

工作檔案儲存於 iPC 條碼資料夾中。

3 - 在 iPC 中；以條碼開始生產...

在對話方塊中，設定適用工作的參數。

如果輸入檔案和資源已針對該材料正確設定
（包括標準圖層名稱或色彩加材料資訊），工
作狀態將於新增這些項目時為生產就緒狀態：

• 正確映射，通常為 Kongsberg 預設

• 材料及設定 從檔案

4 - 將含條碼的材料放在工作台上

5 - 按下啟動

相機檢視彈出。

6 - 尋找條碼

透過手動輕移，將相機放在條碼上方。

確保偵測到條碼。

7 - 讀取條碼

根據條碼資訊，讀取正確的工作檔案。

8 - 執行

材料將依據輸入檔案及工作設定處理。

9 - 材料處理

完成工作台執行後，已完成的材料應移出工作
區域並移入新材料。

此項操作乃依工作設定（工作台預設值）為
準。

操作將持續直到無可生產項目，或生產因而操
作動作停止為止。

10.6.3.  程序

紙張材料放在工作台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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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用以條碼開始生產功能後，即可進入精靈。

精靈會要求您

檔案處理

• 輸入資料夾名稱；即搜尋的輸入檔案。

請注意：依下列順序搜尋檔案：

1.含有與讀取條碼相同名稱的檔案已在我的工作清單中找到

2.完全相符的檔案已在指定資料夾中找到

3.完全相符的檔案已在歷史中找到

4-6.如 1-3 但沒有完全相符的名稱 (名稱以條碼文字開頭的檔案)

如有多筆項目符合，則將列出選項的所有相符項目。

• 要使用的映射，請參見 映射預設值 頁 130 章節。

• 預設的瓦楞／絲流方向

準備工作台處理

若找不到條碼該怎麼做：

• 跳過工作並繼續。將載入下一個工作。若在連續三個副本上找不到條碼，生產將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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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生產

工作台預設值

• 選擇 工作台預設值。

註: 在可讀取任何條碼之前，必須先完成紙張載入操作。

您可選擇工作台預設值以取得第一個載入順序。

之後，條碼讀取時，將由所選材料決定要使用的預設。

材料與設定

• 從檔案 - 此為預設設定，是從輸入檔案中擷取的材料資訊。如果從檔案中無法取得材料資訊，
則會使用自訂設定。。

• 自訂設定 - 使用在自訂設定中定義的設定。

自訂設定

指定要使用的材料及工作設定。

要求確認：

• 僅首次工作

• 從不

• 總是

若要取得自動生產，請選擇僅首次工作或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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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開始。

• 輕移相機至可在相機圖片內看見條碼的位
置。

•

按下接受以使用條碼並繼續。

• 讀取條碼時，代表對應的輸入檔案已開啟。

• 若輸入檔案結構及以條碼開始生產中的選項
皆正確，工作即可就緒生產。若不正確，必
須在圖層及生產設定中準備工作。

• 只要含可偵測條碼的工作台上有材料，工
作將自動執行。

•

按下跳過可忽略此條碼。

• 記憶工作間的條碼位置。

若要最佳適應各種材料，可輕鬆使用滑塊控制
相機亮度和對比調整。

                                                                                           235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10.7.  批次生產

10.7.1.  簡介

批次生產這種方法能在無須使用者介入的狀況下，依序生產多種 (一般而言) 不同工作。所包含的
檔案必須傳送到"連線"中所定義的特殊批次提交資料夾中，請參閱 連接 頁 282 小節。檔案會以傳
送到此資料夾的順序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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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流程圖，批次生產

1 - 建立工作

就會在上游應用程式中建立工作。

2 - 傳送工作

工作檔案會傳送到批次提交資料夾。檔案會出
現於 MyJobs 清單中，但也會自動新增到作用
中的批次檔案 (.queue)。

3 - 在 iPC 中，按兩下作用中的批次檔案

4 - 檢查生產設定

在彈出的對話方塊中，設定適用工作的參數。
如果輸入檔案和資源已針對該材料正確設定
（包括標準圖層名稱或色彩加材料資訊），工
作狀態將於新增這些項目時為生產就緒狀態：

• 正確映射，通常為 Kongsberg 預設

• 材料及設定 從檔案

5 - 材料會位於工作台或自動化裝置上

6 - 按下開始

相機檢視彈出。

7 - 執行

材料將依據輸入檔案及工作設定處理。

8 - 材料處理

完成工作台執行後，已完成的材料應移出工作
區域並移入新材料。

此項操作乃依工作設定（工作台預設值）為
準。

操作將持續直到批次中沒有更多檔案，或生產
因而操作動作停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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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程序

紙張材料放在工作台上方。

按兩下 .queue 檔案後，就會彈出開始自動生產對話方塊。

此外，也會有對話方塊列出批次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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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靈會要求您：

檔案處理

• 備選的資料夾名稱；即搜尋的輸入檔案。

請注意：依下列順序搜尋檔案：

a 我的工作清單中名稱與批次檔案中定義者相同的檔案

b 相符的檔案已在指定資料夾中找到

c 相符的檔案已在歷史中找到

如有多筆項目符合，則將列出選項的所有相符項目。

• 要使用的映射，請參見 映射預設值 頁 130 章節。

• 預設的瓦楞／絲流方向

準備工作台處理

選擇載入材料的方式

工作台預設值

• 選擇 工作台預設值

您可選擇工作台預設值以取得第一個載入順序。

之後，會由所選材料決定要使用的預設。

材料與設定

• 從檔案 - 此為預設設定，是從輸入檔案中擷取的材料資訊。如果從檔案中無法取得材料資訊，
則會使用自訂設定。

• 自訂設定 - 使用在自訂設定中定義的設定。

自訂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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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要使用的材料及工作設定。

要求確認：

• 僅首次工作

• 從不

• 總是

若要取得自動生產，請選擇僅首次工作或絕不。

按下開始

就會開啟批次中的第一個檔案。

• 若輸入檔案結構及設定自動生產中的選項皆正確，工作即可就緒生產。若不正確，必須在圖
層及生產設定中準備工作。

• 只要批次中還有檔案，就會自動執行批次。

10.8.  包含反向操作的工作

若需由兩側完成操作，則使用反向操作。反向操作共有兩種：

• 標尺架構

• 相機架構

使用方式視硬體而定，並於下列章節中說明。若需從兩側完成摺線，通常使用標尺架構的反向操
作。如為列印套準，需在翻轉紙張及從另一側處理之前，讀取套準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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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表列->進階->設定刀具

功能表列->圖層->編輯圖層...

已開啟工作->圖層標籤->編輯圖層

以下範例顯示從 功能表列->進階->設定刀具的反向操作配置

反向操作也可從按鈕控制

圖層標籤 頁 44 ：

狀態 1：所選刀具允許反向側操作。關閉。

狀態 2：所選刀具允許反向側操作。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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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動代表材料沿工作台長度（X 軸）翻轉。

翻滾代表材料沿工作台寬度（Y 軸）翻轉。

符號假設從正面看向工作台。

10.8.1.  透過左右標尺進行反向操作

10.8.1.1 工作流程

步驟 1 - 紙張對齊

右標尺。

反向操作結束。

步驟 2 - 紙張翻轉並對齊左標尺。

工作餘下部分已完成。

當您需要在一般是從背面製作的材料正面增加一條摺線時，通常可使用反向操作。

此功能需要該工作台擁有實際安裝的左右標尺，並在硬體設定中選擇、且該工作沒有套準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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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使用相機進行反向操作

10.8.2.1 工作流程

步驟 1 - 由相機讀取套準標記與角落。 步驟 2 - 紙張翻轉（旋轉或翻滾），且角落由
相機讀取。

處理工作中的所有其他圖層。

目前相機的反向操作限制為所有圖層（不包括套準標記圖層），皆必須從反向側處理。

此功能需要工作台配備工具架與相機，且該工作有套準標記。

10.8.3.  反向操作結合重複步驟

10.8.3.1 反向操作結合重複步驟與左右標尺。
在各個由重複步驟定義的副本，您必須移動紙張；首先靠右標尺，然後再靠左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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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2 反向操作結合重複步驟與相機。
如為重複步驟定義的各副本，您必須翻轉紙張及讀取套準標記和角落。

10.9.  選擇工具時停止

功能表列->進階->設定刀具

使用此功能可以先暫停執行，再執行實際圖層操作。

用途範例之一是當您要在工作執行中途更換銑切刀時。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設定刀具 頁 150 。

註: 若刀具夾持器中未安裝實際工具，不允許使用選擇工具時停止功能。

10.10.  多道次

10.10.1.  一般性資訊刀具設定

功能表列->進階->設定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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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  已開啟工作->多道次深度

10.10.2.

1

已開啟工作的刀具設定

已開啟工作->圖層標籤->編輯圖層

功能表列->圖層->編輯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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銑刀與多道次說明於 銑切功能 頁 52 中。

10.10.2.

2

一般性資訊

多道次深度

指定每個道次的最大處理深度。

測量／材料厚度

指定是否從工作開始時執行的材料厚度測量取得材料厚度。

如否，請指定該厚度。

材料厚度可用於計算每個道次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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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深厚度

截深厚度與摺線和刀具切割操作無關。

銑刀及多道次將於個別章節 說明。

精加工道次偏移

精加工道次與摺線和刀具切割操作無關。

銑刀及多道次將於個別章節 說明。

10.11.  多區域生產

10.11.1.  簡介

10.11.1.

1

概念

進行多區域生產時，切割台工作區域會區分為
兩個以上的工作區域。

各工作區域皆對應切割台上一或多個真空區
域。

因此可用工作區域的數量將視實際機器型號而
定。

如需更多真空區域相關資訊，請參閱實際機器
的使用者手冊。

若要解釋功能，我們使用含兩個工作區域（1
與 2）的機器。

工作準備妥當後，簡易的多區域生產工作流程說明如下：

1. 在工作區域 1 放入一塊紙張材料。

2. 啟動工作。

3. 在處理工作區域 1 中的工作時，可準備含紙張材料的工作區域 2。

4. 完成工作區域 1 的處理後，若您已標記工作區域 2 為就緒，機器將自動開始處理工作區域 2
的工作。若否，機器將停止在定義的停放位置。

5. 移除工作區域 1 中的處理材料，然後載入新的紙張材料。

6. 重複執行處理程序。

不同工作區域的真空狀態會自動隨整體處理程序開啟及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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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

2

如何初始化多區域生產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

多區域生產的使用程序：

• 選擇多區域生產工作台預設值 (1)。

• 選擇適當的真空區域設定 (2)。

• 指定副本份數 > 1 (3)

10.11.2.  使用者介面

在 MultiZone 生產過程中，圖層視圖 / 生產
視圖視窗會分成對應切割台上區域的工作區
域。

在圖示中，您會看見工作區域 1 和 2。

各區域上方皆有狀態列 (3)。

在狀態列中，您可瞭解處理狀態，按下狀態列
即可往返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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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

1

Status Bar 功能

正在生產

在此工作區域中的生產情形為進行中。

圖示顯示即時的進度。

正在等候操作員（更換材料）

在其中一個工作區域完成生產且此工作區域尚未完成生產準備就緒時，就會設定
此狀態。

移除工作區域的處理材料。

輸入新材料至工作區域。

按下 Status Bar 按鈕即可進入生產就緒狀態。

註：除非使用者按下狀態列按鈕進入生產就緒狀態，否則橫隔無法在此區域移
動。

生產就緒

處理材料從工作區域移除，且新材料位於定位。

您已按下 Status Bar 按鈕進入生產就緒狀態。

註：您可再次按下此按鈕返回正在等候操作員狀態。

已生產

在其中一個工作區域完成生產且另一個工作區域尚未完成生產準備就緒時，就會
設定此狀態。

工作區域準備就緒後，按下開始即可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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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3.  工作流程，從 GUI 控制

10.11.3.

1

工作流程

1 - 準備工作。

在 iPC 中顯示已完成準備的工作 (1)。

在切割台 (2) 上，將紙張材料放入工作區域
1。

使用膠帶標示紙張的位置 (3)。

膠帶位置需對照此區域中下一個產生的紙張

真空區域

根據預設值，所有連接至工作區域的真空區
域皆已選取。

要正確固定材料，請設定最適合實際工作的真
空區域。

此外，可使用智慧型真空控制 。

2 - 按下啟動。

工作區域 1 進入生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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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載入材料至工作區域 2。

使用膠帶標示紙張的位置 (1)。

膠帶位置需對照此區域中下一個產生的紙張

在 iPC 中按下 Status Bar 按鈕，進入工作區
域 2 的生產就緒狀態。

4 - 完成工作區域 1 的工作。

工作區域 2 中的工作自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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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更換工作區域 1 的材料。

準備就緒後，按下 Status Bar 按鈕，進入工
作區域 1 的生產就緒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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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工作區域 1 生產就緒。

工作區域 2 中的工作繼續進行直到完成。

7 - 工作區域 2 完成。

工作區域 1 中的工作自動開始。

更換工作區域 2 中的材料。

重複處理程序，直到指定的副本份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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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4.  工作流程、MultiZone 生產 MZP

10.11.4.

1

多區域面板

• 1 - 就緒指示燈

• 2 - 就緒按鈕

• 3 - 真空開啟按鈕

• 4 - 真空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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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4.

2

工作流程

1 - 準備工作。

在 iPC 中顯示已完成準備的工作 (1)。

在切割台 (2) 上，將紙張材料放入工作區域
1。

放置 MZP 標尺貼紙，以標示紙張的位置 (3)。

角位置需對照此區域中下一個產生的紙張

就緒指示燈

兩個就緒指示燈正在閃爍，代表：

• 區域準備生產。

• 就緒時，按下就緒按鈕

真空區域

根據預設值，所有連接至工作區域的真空區
域皆已選取。

要正確固定材料，請設定最適合實際工作的真
空區域。

此外，可使用智慧型真空控制 。

2 - 按下就緒按鈕。

工作區域 1 進入生產狀態。

工作區域 1 的真空自動開啟。

註：

若此為工作一開始的情形，您必須按下啟動開
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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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載入材料至工作區域 2。

放置 MZP 標尺貼紙，以標示紙張的位置 (1)。

角位置需對照此區域中下一個產生的紙張

就緒指示燈、工作區域 1

在工作執行期間指示燈會亮起。

就緒指示燈、工作區域 2

指示燈閃爍，等待完成工作準備。

4 - 按下就緒按鈕。

工作區域 2 進入生產狀態。

工作區域 2 的真空自動開啟。

4 - 工作區域 1 中的工作結束。

工作區域 2 中的工作自動開始。

就緒指示燈、工作區域 1

指示燈閃爍；該區域正在等待下一個工作完成
準備。

就緒指示燈、工作區域 2

在執行期間指示燈會亮起。

5 - 更換工作區域 1 的材料。

6 - 按下就緒按鈕。

工作區域 1 進入生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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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工作區域 1 生產就緒。

工作區域 2 中的工作繼續進行直到完成。

就緒指示燈、工作區域 1

指示燈亮起；等待工作區域 2 執行結束。

就緒指示燈、工作區域 2

在執行期間指示燈會亮起。

8 - 工作區域 2 完成。

工作區域 1 中的工作自動開始。

更換工作區域 2 中的材料。

重複處理程序，直到指定的副本份數完成。

10.11.4.

3

Pause 作業、調整材料

工作流程、單一範例

事情是這樣的：

• 您已在工作區域 1 中放置材料。

• 您已按下工作區域 1 的就緒按鈕。

• 工作區域 1 的就緒指示燈已開啟。

• 工作區域 1 的真空自動開啟。

• 您發現必須調整工作區域 1 中材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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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按下就緒按鈕。

工作區域 1 進入暫停狀態。

工作區域 1 的就緒指示燈閃爍。

工作區域 1 的真空自動關閉。

2 - 重新放置工作區域 1 中的材料。

                                                                                           258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3 - 按下就緒按鈕。

工作區域 1 進入生產狀態。

工作區域 1 的真空自動開啟。

重新建立正常的工作流程。

10.11.5.  套準

10.11.5.

1

含有套準標記的工作

可結合任何可用的套準類型使用多區域生產。

10.11.5.

2

不含套準標記的工作

使用多區域生產結合邊緣識別。

此工作流程專供未列印材料使用。

在此工作流程中，我們允許定義各區域首次生產的紙張位置。一完成後，將在不定位紙張邊緣的情
況下繼續生產。

已開啟工作->生產設定->套準->僅套準第一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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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6.  更多區域

視實際切割台型號而定，我們會擁有 2、3 或
4 個工作區域。

• 無須定義 2 個區域上的紙張位置，就能完成所有區域的位置定義。

• 一旦知道紙張位置後，使用者即可更換工作區域上正忙於生產的紙張，並按下對應的 Status
Bar 以告知系統工作區域已就緒可繼續生產。

• 若使用者及時更換紙張，生產將可流暢的繼續。

• 若使用者無法及時更換紙張，生產將停止且要求使用者更換材料。

10.11.6.

1

安全規則

在以上情形中，工作區域 1 和 2 皆已準備繼續生產，而工作區域 3 則在等待材料更換。

當工作區域 4 完成時，正常工作流程將繼續下一個已就緒的工作區域並繼續處理。

不過，在此情況下，橫隔將通過建議更換材料的工作區域。

執行將停止。

在按下啟動前，操作員必須確定安全無虞才能繼續。

10.11.7.  旋轉工作台檢視

當 Layers View / Production View 旋轉 90 度時，使用者介面的外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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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8.  具有三個切割台部分的機器之選擇性設定

XL/XN/X46 切割台可進行設定，以支援選擇性的 MultiZone 配置。

這些有兩種真空配置之一的切割台強調顯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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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 X46 顯示三部分切割台如何針對兩個工作區域進行重新配置：

選擇性的 MultiZone 設定

X46 切割台上的真空區域 有三個工作區域的一般
MultiZone

有兩個工作區域的選擇性
MultiZone

選擇性 MultiZone 設定的好處是，您的紙張之間能有較大的距離，切割台會接受比區域 1 稍大的
紙張。區域 2 和區域 3 的運作方式會像是單一區域。

註: 此設定僅支援 XL/XN/X46 切割台，但其他機器類型上並不會停用此選項。因此，其他所
有切割台尺寸都不建議使用這些設定。

 如何設定

選擇 "使用選擇性的 MultiZone 設定"，在 XL 機器連接中啟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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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區域 2 輸入適當的 X 方向偏移：

註: 具備兩區域的切割台上也無法使用此選項，但偏移會減少區域 2 中可用的尺寸。

在此範例中，新增了 900 公釐，而當選擇了 MultiZone 配置 2 時（將區域 2 與區域 3 合併為單
一區域），區域 2 的參考點已在 +X 方向移動了 900 公釐：

最好的作法是使用蓋板以在合併區域達到良好真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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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直接命令

11.1.  直接命令功能表

Menu Bar->機器->直接命令

使用此功能表選擇功能以立即在切割台上執行。

每個功能表項目均可使用編輯命令...功能設定：

11.2.  編輯命令...

功能表列->機器->直接命令->編輯 直接命令...

功能表文字 1

指定描述命令 1 的文字。

此文字將出現於直接命令功能表，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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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1

指定當選擇直接命令功能表行 1 (Ctrl + 1) 時執行的命令。

有關可用命令清單，請參閱附錄 。

您可直接編輯命令或使用"+"功能新增命令。

功能表文字 2-4，命令 2-4

描述類似於功能表文字 1 和命令 1。

11.3.  iPC 命令

使用 iPC 命令準備：

• 直接命令

輸送帶速度及加速度 (%SSA)

句法：%SSA <速度> <加速度>。

限制帶速及加速度的命令。值為最大值的百分
數。

送紙 (%SHF)

句法：%SHF <距離> <起始位置>

按指定距離移動輸送帶的命令。起始位置為可
選項。按 1/1000 mm 指定數值。

i-cut 延遲 (I-SD)

句法：I-SD <時間>；

執行延遲 <時間> 毫秒。

紙張給料機通訊開啟 (I-FM 1)

句法：I-FM 1；

啓動紙張給料機通訊。

i-cut 訊息 (I-MS)

句法：I-MS <訊息>。

向操作員顯示一則 <訊息>。

紙張給料機通訊關閉 (I-FM 0)

句法：I-FM 0；

停用紙張給料機通訊。

i-cut 停放 (I-PK)

句法：I-PK。

移至停放位置。

真空幫浦，啟動及停止 (%PMP)

句法：%PMP <開/關>。

開啟及關閉真空幫浦的命令。

參考點選擇 (%SRE)

句法：%SRE<1>/<X>。

在主要固定參考點 (1) 及面板定義參考點 (X)
之間切換

真空抽吸方向控制 (%SUC)

句法：%SUC <開/關>。

在抽吸（開啟）及快速釋放／回膛（關閉）之
間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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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備份及還原

全面設定系統後，您應使用備份及還原系統進行備份。

執行備份將儲存所有 iPC 的基本參數如刀具調整、機器設定、預設 (進階 > 資源) 和選項 (編輯
> 選項) 至多個檔案中。

若您的系統執行異常，或您無意間更改您的設定，您可輕鬆將所有設定還原至在備份時的狀態。可
手動或自動執行備份。

請注意：

• iPC 備份會儲存所有 iPC 設定的設定值到檔案系統中的多個檔案中。

• 檔案系統備份由客戶自行負責。

如需有關如何設定自動備份順序的資訊，請參閱備份 。

12.1.  備份系統參數

手動備份系統參數

Menu Bar->進階->備份設定...

每次調用手動備份時，您均會進入瀏覽資料夾對話方塊。

選擇現有資料夾或建立新資料夾，然後按一下確定。備份資料夾結構將建立在選取資料夾下方。

在升級前及之後使用此功能備份您的系統。

12.2.  還原系統參數

還原系統參數

Menu Bar->進階->還原設定...

每次調用還原時，您均會進入檔案開啟對話方塊。

選取要還原的時間戳記資料夾，按一下開啟。

自動備份的位置定義於此：備份 。手動執行備份視操作員進行備份所選取的位置而定。

調用單機 iPC 維修工具也會執行還原；從最近在自動備份資料夾找到的備份還原。

我們強烈建議您在還原前手動備份您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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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PC 設定

Menu Bar->編輯-> 選項

iPC 設定是一組選項，指定系統的一般行為。

首次安裝後，您應仔細檢查各選項以確保恰當設定。

• 一般性資訊 頁 268

• 生產 頁 270

• 估計 頁 272

• 自動化裝置 頁 273

• 進刀/退刀 頁 276

• 備份 頁 278

• 語言 頁 279

• 參考點 頁 280

• 連接 頁 282

•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 頁 221

• 下側相機 頁 285

13.1.  一般性資訊

Menu Bar->編輯->選項...->一般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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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類型

有關連接機器類型的資訊。

工作區域長度：

測得工作區域的長度。

工作區域寬度：

測得工作區域的寬度。

工作台至給料機的距離

此數值（僅在連接 紙張給料機 時才有意義）會影響生產設定中的輸送到工作台前方選項。工作台
至給料機的距離和寬度參數的總和定義輸送一張材料至裝置工作區域前方所需的輸送長度。

單位

選擇在使用者介面中使用的單位（mm 或 in）。

速度單位

選擇在使用者介面中使用的速度單位。

預設的瓦楞／絲流方向

在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是否要指定預設的瓦楞／絲流方向。

保存工作歷史

在以下時間後從歷史紀錄刪除工作

指定已完成工作儲存於歷史中的時間長度。

預設值為 7 天。

最大允許值為 30 天。

若歷史中的工作數量多，可能會延長 iPC 的啟動時間。

13.1.1.  歷史

我的工作清單有 "作用中工作" 與 "歷史記錄" 等標籤。所有過去工作都會儲存在 "歷史記錄" 標
籤中，只要保留工作歷史記錄啟用就能使用。（顯示歷史紀錄選項在 iPC 2.6 中已遭到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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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生產

Menu Bar->編輯->選項...->生產

                                                                                           270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13.2.1.  先讀取最遠的套準標記

定義套準標記的讀取順序：

取消選擇

正常順序。

選擇

順序為：

1. 讀取最遠的 X 軸位置的套準標記。

2. 使用正常順序讀取餘下的套準標記。

此功能改善大型紙張上的曲線位置及旋轉計算能力，但執行時間會有所增加。

套準標記尺寸公差

在可接受的尺寸公差中指定 %。

此參數會根據第一個套準標記測得的尺寸，定義所有後續套準標記的已接受尺寸公差。此值代表第
一個套準標記的 +/- 百分比。

範例：iPC 測量出第一個套準標記的尺寸是 6 公釐。若公差設為 25%，表示其餘所有套準標記的尺
寸都必須介於 4.5 公釐到 7.5 公釐之間。超出此範圍的所有套準標記都會被拒絕。

這個實用功能可避免具有複雜圖形或圖案的工作上誤讀套準標記。

13.2.2.  先沿 Y 軸再沿 X 軸執行

定義 重複步驟 的優先次序：

已取消選擇

首先執行整列 (Y) 再移至下一列。

已選擇

先執行整行 (X) 再移至下一行。

13.2.3.  斷行(B)

此功能可將一條（長）線分割成指定長度的線段。

透過此功能可改善補償效果。

範例如下：

您打算用柔性材料切割出一個巨大的矩形，而且對列印至切割的對齊要求較高。

儘管有大量套準標記，但僅透過補償矩形角無法取得最佳結果。

但較短的線條則便於更準確地進行列印至切割的對齊。

註: 唯有使用完全補償，此功能才有價值。

最大長度

指定分割長線時允許的最大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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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寫 Multizone 生產偏移

此選項會啟用或停用區域位置偏移參數，指定第一和第二區之間的 X 方向偏移。如需關於
MultiZone 生產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多區域生產 頁 247 。

13.2.4.  自動化

當勾選自動化及定期時間間隔檢查工具時，在生產標籤中可使用自動化功能。此設定會造成在已選
擇的時間間隔自動測量刀具高度。

註: 此自動化功能僅適用於 XP 和 C 系列，不適用於 X 系列。

13.3.  估計

Menu Bar->編輯->選項...->一般性資訊

修改這些參數可微調工作估計：

• 在工作台之間手動處理 - 當您在工作台之間移動時所花費的時間。 關於工作台 頁 107 。

• 準備工作台 - 新增額外準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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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處理 - 新增額外的結束工作時間。

• 顯示總生產時間 - 選擇此處指定的工作準備是否包含在估計時間內並顯示於我的工作中。

註: 估計是依據已訂購副本 決定，而非生產設定中所指定的副本份數。

13.4.  自動化裝置

Menu Bar->編輯->選項...->自動化裝置

 I-SF 給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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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 可透過串列線與 紙張給料機 進行通訊。

若要在 iPC 與您 feeder 之間建立通訊，請遵循下述指示：

1. 使用可用的串列 COM 連接埠或 USB 轉串列配接器，將給料機連接至您的電腦。

2. 在您的 Windows 裝置管理員 中尋找已連接紙張給料機連接埠的 COM 連接埠設定。

3. 將設定變更為：COM 埠號：在 (2) 中所找到的編號，每秒位元數：9600，資料位元：8，奇偶
性：奇數，結束位元：1，流量控制：無

4. 在 Feeder 連接對話方塊中，調整參數以符合 Device Manag 中的對應數值。

5. 在您的紙張給料機觸控螢幕介面上啟用 iPC 通訊。

6. 開啟 iPC 設定視窗，並驗證給料機選項現在是否可用。如不可用，請聯絡您的 iPC 代理商，請
求授權升級。

 I-BF 給料機

iPC 可透過乙太網路連線控制 i-BF 紙板給料機及 i-MS 材料堆疊器。

若要連接給料機或給料機及堆疊器系統，請依這些指示操作：

1. 在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i-BF 給料機作為自動化裝置。給料機和堆疊器系統的 IP 位址
192.168.50.101 會顯示在讀數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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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堆疊器也連接給料機，請檢查使用堆疊器核取方塊，若未連接堆疊器，請確定取消勾選核取方
塊。

3. 若連接堆疊器，則需要其他資訊。

a 若堆疊器已安裝於切割台的延伸台上，請勾選延伸台已安裝核取方塊。

b 若堆疊器直接安裝在切割台上（標準配置），請確認取消勾選延伸台已安裝。

若要在堆疊器直接安裝在切割台時執行工作，系統需正確設定。可按一下設定堆疊器位置按鈕完
成。若有對話方塊彈出，會顯示要達到最大材料長度或在同步模式中達到最小給料時間 / 最大真空
覆蓋的拾料位置。

對話方塊下方部分會顯示給料機-堆疊器系統中.偵測到的 PLC 軟體版本與預期版本。若有所衝突，
會顯示警告。也可以從這裡進行 PLC 配置的備份與還原。

有關如何設定堆疊器與使用給料機和堆疊器生產模式的相關資訊，可在切割台的使用者手冊取得。

 機器人自動化

• IP 位址是 PLC 作動機器人的乙太網路連線位址。

• 連接埠為用於相同連線的連接埠號碼。

• 除部分預先發佈安裝外，通常應選擇動態移駐夾。

• 通常應選擇多區域夾具。例外為涵蓋整個工作台工作區域 (單一區域) 的夾具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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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maid 柔印自動化

iPC 可從指定 IP 位置的伺服器接收命令，在自動模式中接收執行柔版切割工作的命令。連線可透
過測試連接按鈕測試。

13.5.  進刀/退刀

Menu Bar->編輯->選項...->進刀/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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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刀/退刀功能主要用於銑切。

在曲線中增加進刀/退刀，可在生產時將刀具切入曲線，並動態地沿著曲線切割，使切割能在路徑內
或外側開始及結束。

這對於銑切很重要，因為材料的第一刀插入及最後一刀抬離可能會產生與餘下部分不一致的切割結
果。

如需有關如何套用進刀和／或退刀的資訊，請參閱：

1. 曲線修改 。

2. 曲線節點修改 。

在此處所述的進刀/退刀選項對話方塊中，指定在套用進刀和／或退刀時使用的預設值。

以下參數可供使用：

移除全部進刀和退刀

選擇後，所有進刀和退刀都會從工作中移除。

新增進刀

進刀依預設新增至曲線。

新增退刀

退刀依預設新增至曲線。

外曲線(O)

進刀和退刀新增至所套用曲線的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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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曲線(X)

進刀和退刀新增至所套用曲線的內側。

取決於刀具

進刀和退刀的內外位置及半徑取決於目標曲線所在圖層的編輯圖層對話方塊中的刀具參數。

進刀半徑／退刀半徑

進刀和退刀總能生成為絕對圓弧（半徑決定尺寸大小）。

半徑應足夠大，以能夠覆蓋銑切刀的直徑。

在套用進刀/退刀時顯示此對話方塊

選擇後，在透過編輯曲線及編輯曲線節點對話方塊套用進刀和退刀時，會出現此對話方塊。

13.6.  備份

Menu Bar > 編輯 > 選項 > 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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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對話方塊設定自動備份順序。

就系統備份而言，可選擇每天、每週或每月自動備份。

要避免裝滿您的磁碟空間，請在發出警告訊息之前先指定可允許的最大備份量。

如電腦上有多個使用者帳戶，備份位置應為供所有人存取的資料夾，並位於中央伺服器或如 C:
\Users\Public\Documents\Kongsberg_backup。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備份及還原 。

13.7.  語言

Menu Bar->編輯->選項...->語言

Windows 預設語言

使用者介面中使用的語言預設為 Windows 作業系統語言。

其他語言

在下述情況選擇此選項：

1. iPC 不支援您目前的 Windows 語言。

2. 您想選擇不同的語言。

從對應的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所需語言，並按一下確定。

重啟 iPC，啟用新的語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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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若也要以在不受 Unicode 字元集（如中文與俄文）限制的語言於 iPC 機器連接部分正
確顯示文字，需在 Windows 控制台進行下列設定：地區和語言 - 格式標籤 - 選擇正確格
式。在管理標籤中：變更系統地區配置。

13.8.  參考點

功能表列->編輯->選項...->參考點

關於參考點

參考點用於在工作台上定位工作。

對於實際的工作，選定的參考點座標為 X=0，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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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  主要參考點

主要參考點 (R) 指工作台上的固定參考點。

您可從對話方塊的參考點清單中選擇，但您不得修改或刪除此參考點。

13.8.2.  使用者定義的參考點

建立使用者定義的參考點

1. 按一下新增按鈕，新建使用者定義的參考點。

2. 在名稱編輯欄位中輸入參考點的名稱。

3. 透過下述方法設定參考點位置：

a 在對話方塊的位置欄位中輸入 X/Y 座標。

座標為相對於主要參考點而言。

b 按一下更新按鈕，以在目前的雷射位置中設定參考點的坐標。

按一下確定，啟用新的參考點設定。

刪除使用者定義的參考點

1. 在參考點清單中，反白顯示要刪除的使用者定義的參考點。

2. 按一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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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參考點

面板參考點 是使用者定義的參考點的特殊版本。

其可從對話方塊的參考點清單中選定。

您可透過三種不同的方式設定 面板參考點：

1. 在對話方塊的位置欄位中輸入 X/Y 座標。

座標為相對於主要參考點而言。

2. 按一下更新按鈕，以在目前的雷射位置中設定 面板參考點。

3.

按下設定參考點。

面板參考點 設定為目前的雷射位置。

13.9.  連接

功能表列->編輯->選項...->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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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sberg Hub：

資源資料庫：

提交資料夾：

定義 Kongsberg Hub、資源資料庫與提交資料夾的位址/位置。建議全部使用"使用預設連線"。

批次提交資料夾：

可在這裡定義選用的批次提交資料夾以用於批次生產。請參閱 批次生產 頁 236 中的說明。

註: 放入提交資料夾的檔案會自動新增到我的工作中。

目標檔案批次名稱

傳送到批次提交資料夾的檔案會被收集到出現於我的工作清單中的批次檔案。檔案名稱會以這裡輸
入的內容為開頭。

13.10.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

功能表列->編輯->選項...->比工作台長的工作

某些預設設定可以變更，以進行比工作台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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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1.  補償送料期間的偏移

這些選項適用的工作具有套準標記，生產時的補償類型使用確切尺寸，排除完全補償和線性補償。

此功能補償輸送機輸送過程中的不準確或偏移/間隙，確保各部份的切割線能更精準的對齊（聯
合）。方法是在輸送機輸送前後，比較兩次讀取到的套準標記位置。這麼一來可能必須調整分割
線，確保分割線正後方剛好就是套準標記。

請參閱 比工作台長的工作之選項 頁 224 瞭解詳情。

X 和 Y 方向的補償可個別控制；

• 若 X 方向會有小偏移而必須聯合切線，應使用 "沿著工作台 (X)"。

使用此功能可能會改變最終切割的尺寸，因此並不建議。唯有因為輸送機輸送長度不精準而造成
X 方向出現大偏移，才應使用此功能。

• 若 Y 方向會有小偏移而必須聯合切割台框架之間的切線，應使用 "穿過工作台 (Y)"。大部分的
輸送機在送料的時候，會在 Y 方向稍微往左右移動，因此此功能預設是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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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Y 方向有大量材料移動，或送料 Y 方向有大量縮料，最好將此功能關閉。

13.10.2.  將工作分成邊框

• 讀取所有可用的套準標記

iPC 會讀取工作區域中所有可用的套準標記，即使分割線設於小部份。使用此功能，可更妥善的
預估整體旋轉與拉伸，但會稍微增加整體生產時間。

• 先切割最短邊框

此功能預設會在自動分割計算過程中，分割比工作台長的工作，從最小部份開始。若最小部份應
最先切割，請啟用此功能，若最小部份應最後切割，請停用。

一般來說，最小部份不應最後切割，因為這樣會帶來一種危險，即就算開啟真空，材料的重量還是
會讓材料滑落工作台。

若材料拉伸很大，最好不要讓最後部份使用 "完整工作台尺寸"，因為這樣可能導致必須切割到工作
區域以外。

13.11.  下側相機

Menu Bar->編輯->選項...->下側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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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 可使用指定的 IP 位址通訊並從選用的下側相機系統接收影像。連線可透過測試連接按鈕測
試。

13.11.1.  在紙張設定檔中調整系統設定

若圖案太暗，或者所有工作上有固定偏移，則可能需要調整。在 Options->UndersideCamera-
>UndersideCameraSystemSettings 中可使用 UndersideCamera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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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ideCameraSettings 對話方塊

設定

• 系統參考角落－右下方或右上方

• 此為 iPC 將進行測量的角落。

• 所有數值都將參考此項目。

• X 偏移－偏移單位為 mm

• Y 偏移－右上方 - 使用右上方角落，作為偏移偵測角落時的 Y 軸偏移

• Y 偏移右下方－使用右下方角落作為偏移偵測角落時的 Y 軸偏移，單位為 mm

• 縮放 X 及縮放 Y－手動線性縮放補償

• 0.0 為無縮放

• 0.001 - 縮放 2000 mm/78.74 in. 寬紙張 2 mm/0.08 in.

• 要求選擇列印旋轉模式 5 (聯絡 Kongsberg 現場服務工程師進行說明)。

• 旋轉偏移－紙張旋轉度數。

13.11.1.

1

相機設定

基本準則為越淺的影像越佳。

曝光：500-3000，此為快門時間。數值越高提供的曝光時間越長且圖案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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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ma 為圖案改善因數－預設為 600－範圍 400 至 1000。數值越低將改善圖案的動態範圍，但仍
會有一些對比度損失。

增益：增加增益將提供更淺的圖案，但優先使用 Gamma 和曝光作為增益將增加影像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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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機器連接和設定

按下滑鼠左鍵，從 Windows 工具列中叫出機器連接。（右鍵會開啟包含維護資訊的對話方塊）。

以下功能表項目可供使用：

• 機器設定

• 刀具設定

• 服務功能表

• 關於機器連接...

• 終止

註: 這些功能涵蓋基本的系統設定，且通常僅執行一次。

僅可由受訓人員執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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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機器設定

14.1.1.  硬體設定

機器連接->機器設定->硬體設定

雙真空幫浦

指定此系統是否採用2 個真空幫浦設定。

使用幫浦進行 Blow Back

此系統採用 2 個真空幫浦設定，且幫浦提供
回膛。

真空設定

在此對話方塊中，選擇您對切割台進行的硬體
真空設定以及真空區域的數目。

輸送機 / 工作台標尺

指定此系統是否安裝了輸送機、工作台標尺，
或皆未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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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員面板

指定操作員面板位置。

此資訊將定義操作員面板上輕移按鈕的輕移方
向。

相機設定

進入相機設定對話方塊。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相機操作 頁 300 。

通訊

透過序列或 TCP 通訊連線。

對於序列：選擇 COM 埠

長 CAN 連接線啟用/停用

銑刀設定

進入 "銑切設定" 對話方塊。

如需更多關於這些設定的資訊，請參閱切割台使用者手冊。

14.1.2.  設定

機器連接->機器設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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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回膛

指定安裝的真空／Blow Back 解決方案。

• 使用風扇進行標準回膛

由單獨風扇提供 回膛。

• 基於真空的回膛

由真空幫浦提供 回膛

輕移速度

指定高和低輕移速度為最大速度的一個百分比。

遞增輕移

為高和低遞增輕移指定步進大小

分割送紙

通常情況下，材料輸送會以一種連續不斷的運動形式進行。

選擇此選項以將材料輸送分割成兩個單獨的運動。

用於避免因某些材料尺寸造成不必要的安全系統操作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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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紙糾正

增加糾正值。

正值將加快運動。

輸送機速度

指定輸送機速度為允許的最大速度的一個百分比。

為了獲得最佳的輸送操作結果，某些材料需要降低輸送機速度。

輸送機加速度

指定輸送機加速度為允許的最大加速度的一個百分比。

為了獲得最佳的輸送操作結果，某些材料需要降低輸送機加速度。

刀具高度校準模式

選擇校準模式：

• 手動調整 - 使用手動程序校準刀具高度。

• 自動測量 - 使用 X-pad 校準刀具高度。僅適用於具備 X-pad 的機器。

註：XP 和 C 系列機器僅會透過測量台進行自動測量。

預設

所有參數均被設定為出廠預設值。

如需更多關於這些設定的資訊，請參閱切割台使用者手冊。

14.1.3.  安裝

機器連接->機器設定->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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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主要參考位置

調用設定參考點精靈。

按照精靈的指示操作。

註：針對所有工具夾持器完成此操作。

套準工作台大小

調用套準工作台大小精靈。

按照精靈的指示操作。

調整 X1 至 X2 角度

調用調整 X1 至 X2 角度精靈。

按照精靈的指示操作。

設定標尺位置

調用設定標尺位置精靈。

按照精靈的指示操作。

映射工作台上表面

調用映射工作台上表面精靈。

在真空切割台上方執行，無切割襯底或輸送帶。

按照精靈的指示操作。

工作台上方參考

更新當前位於雷射指示器位置中的工作台上方水平測量值。

在切割襯底上方測量；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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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準測量板

調用校準測量板精靈。

按照精靈的指示操作。

調整測量台位置

XP 和 C 系列切割台有精靈可調整測量台。

如需更多關於這些設定的資訊，請參閱切割台使用者手冊。

14.2.  刀具設定

機器連接->刀具設定

已識別刀具

顯示目前安裝於切割台上的刀具。

選取刀具

透過單選按鈕選擇要更新的刀具。

識別刀具

完成刀具識別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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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調整啟用的刀具

14.2.1.1 一般性資訊
使用精靈進行刀具調整。

所有工具必須在即將使用的刀具夾持器位置上進行調整。

我們建議使用一張優質紙板或瓦楞紙執行這些精靈。

14.2.1.2 關於調整

刀具高度

刀具尖端應接觸切割襯底的表面。

延遲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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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延遲取決於刀片配接器。

旋轉調整 

調整刀具角度，與移動方向相切。

中心偏移調整

從一側調整刀具，直至位於中心位置。

中心偏移調整

從一側調整刀具，直至位於中心位置。

手動調整

也有手動調整的選項，用於角度與中心偏移。

相機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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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相機偏移及鏡頭扭曲。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相機操作 頁 300 。

V-notch 角度校準。

您可調整 V-notch 角度，以補償機械偏移。

偏移調整 

調整相對於雷射指示器的偏移。

如須工具調整的更多資訊，請參閱使用者手冊中的切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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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更多

更多對話方塊中包含忽略、刪除或新增至刀具清單的選項。

刀具清單中包含您選擇用於可用的刀具位置的刀具。

忽略自動識別刀具

刀具自動偵測失效且需要手動選擇工具時，可使用忽略自動刀具識別。

如果已選擇忽略自動識別刀具，在啟用以下功能後，工具設定也保持不變：

• 工作台歸零位置排序

• 識別刀具功能

刪除刀具

當刀具不再使用時，使用刪除刀具。

已刪除的刀具將無法在編輯圖層對話方塊中的刀具清單中，進行選取。

新增刀具

使用新增刀具執行以下操作：

• 新增新的刀具

• 在刀具自動偵測階段失敗的新增刀具

刀具隨即新增至刀具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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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相機操作

14.3.1.  顯示相機

Menu Bar->機器->顯示相機

機器面板->顯示相機

使用此功能可立即檢查相機影像。

測試相機偵測：

• 在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偵測類型。

• 將適合的材料移動至相機圖片。

• 偵測到的套準會突出顯示。

• 圖片下方的綠色列代表偵測品質。

14.3.2.  相機設定

機器連接->機器設定->硬體設定->相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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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條件：

• 相機必須顯示為設備管理器中的成像裝置。

• 必須安裝必要的相機驅動程式（如為 i-cut 相機則為 Epix 驅動程式）。

• 若使用 i-cut 相機，請選擇新增 i-cut 相
機。

• 在相機清單中，選擇目前已連接的一個相機

• 選擇編輯

• 給相機設定恰當名稱

• 選擇相機類型（工具架、In-stack）

• 選擇「確定"，儲存您的設定。

已連接的工具架的名稱前標記有 (*)。

14.3.3.  i-Camera 設定

機器連接->機器設定->硬體設定->相機設定

若您的系統配備 i-Camera，則可使用某些額外功能：

                                                                                           301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 2.6

使用者手冊



• 重新整理檢視。

• 選擇實際相機。

• 選擇編輯。

在此對話方塊中，您可以：

• 為相機命名。

• 選擇工具架類型。

• 選取工具架。

• 選擇啟用進階設定以調整參數。

註：

在進行任何調整前，請確定維持正確的相機高
度：

按下手動刀具向下，將相機移至正確位置。

按下確定完成。

影像品質

調整及測試設定以獲得穩定且精確的套準標
記。

註：相機設定調整也可從套準對話方塊 中取
得。

擷取模式

選擇最小化反射以使用內部相機照明（預設
值）。

選擇最小化陰影以消除因陰影而產生的錯誤。

選擇無照明後，內部相機照明將關閉。

配置韌體 (於圖示中強調顯示)

相機韌體必須初始化。此工作一開始會由工
廠完成，但直接從 2.4.0 以前的 iPC 版本升
級，必須設定新相機或舊相機。

14.3.4.  偏移調整

機器連接->刀具設定->調整啟用的刀具->偏移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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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項強制性初始步驟：

• 完成雷射指示器與所有刀具位置之間的偏移
調整。

• 選擇一種工具（首選切刀工具）作為雷射指
示器與相機之間的常見參考工具。

選擇偏移調整並完成精靈。

14.3.5.  相機校準

機器連接->刀具設定->調整啟用的刀具->相機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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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步驟，使用與前一章節相同的參考工
具。

選擇相機及調整啟用的刀具

按精靈每一步的指示執行。

選擇相機校準。

按精靈中的步驟執行：

1. 選擇參考工具（首選先前偏移調整期間使用
的相同工具）。

2. 將一張薄紙張材料放在工作台上。

3. 使用開啟真空固定紙張。

4. 輕移雷射指示器至紙張上的恰當位置。

5. 按啟動開始建立參考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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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過開啟真空將紙張固定到位時，執行下述
操作：

1. 輕輕移開刀頭。

2. 小心地從參考標記移除切割部分。

3. 按下一步。

1. 請確認已正確偵測到標記。

2. 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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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將完成相機校準精靈的步驟。

顯示正確完成。

按完成。

按"關閉"結束程序。

註：相機檢視將根據圖層視圖 / 生產視圖 確
定方向。

14.4.  服務功能表

註：

服務功能表 功能僅供認證的維修人員使用。

維修人員並非工作台的操作員。

14.4.1.  訊息顯示

機器連接->服務功能表->訊息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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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出警告

如您想要對每個警告訊息顯示訊息顯示視窗，則可選擇此選項。

將始終顯示錯誤訊息。

保持置頂

如您想要訊息顯示出現在桌面頂部，則可選擇此選項。

記錄訊息

如果啟用，將記錄所有訊息以供日後檢查。

有助於疑難排解。

顯示

指定顯示的訊息等級：

• 所有 - 顯示所有種類的訊息。

• 僅重要訊息

• 僅關鍵訊息

14.4.2.  記憶體傾印

機器連接->服務功能表->記憶體傾印

調用 記憶體傾印 應用程式。

可用於軟體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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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Hwtest 使用者手冊

14.4.3.  位置顯示

機器連接->服務功能表->位置顯示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切割台使用者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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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  顯示真空對話方塊

選擇適合已開啟工作的真空區域。

註：此對話方塊可從下列位置取得：機器面板->真空區域

14.4.5.  模擬操作面板

機器連接->服務功能表->模擬操作面板

適用於軟體維護的功能。

14.4.6.  工具夾持器選擇

機器連接->服務功能表->工具夾持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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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刀具夾持器進行測試。

此功能僅在 iPC 與切割台斷開連接時才可用。

14.4.7.  位置／直度測量

機器連接->服務功能表->位置/直度測量

位置/直度測量是僅供認證維修人員使用的公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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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關於機器連接...

系統版本

所安裝軟體的版本號碼及日期。

機器尺寸

套準工作台大小功能擷取的機器尺寸

機器類型

連線切割台的機器類型。

工作區所有刀具

目前安裝的刀具夾持器中可用於所有工具的標
稱工作區域。

機器序號

序號，安裝 iPC 時輸入的 6 位數。

最大加速度 %

連線切割台的最大加速度。

14.5.1.  維護資訊

14.5.1.1 目前狀態

日期

今日日期。

首次啟動

系統第一次執行的日期。

執行時間

機器已運行（執行）的總小時數。

已生產的紙張總數

已生產的紙張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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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2 維護

日期

上次維護的日期。

維護人

執行上次維護的人員的姓名首字母。

執行時間

上次維護的小時計數。

上次維護至今

上次維護至今的執行小時數。

14.6.  終止

使用此功能終止與切割台的連接。

若要重新連線：功能表列->機器->連線

14.7.  記錄

14.7.1.  一般性資訊

14.7.1.1 錯誤報告
錯誤報告應包括：

• 已發生情況的詳細、逐步描述。

• 如發現在客戶的作業場所中出現的錯誤可在實驗室中重現，則還包括對相關情況的確認。

• 有時對預期行為的描述也將有所幫助。

• 記錄資料夾的 .zip 檔案，其中至少包含下述檔案：

• • i-cut Production Console.log

• iPcDeveloperLog.txt

• Last KB ACM file.log

• Last KB Mat file.log

• MCDeveloperLog.txt。

14.7.2.  記錄選項

Menu Bar->進階

Ctrl + Alt + Shift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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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選項主要提供 Kongsberg 工作人員使用。

修改這些參數會影響系統的效能。

在與 Kongsberg 工作人員協作時不得在此執行
任何修改。

在此對話方塊中指定記錄級別。

要使記錄設定生效，需重啟 iPC。

在任何時候預設設定均將為服務記錄。

僅在 Kongsberg 工作人員請求的情況下才會啟動記錄。

14.7.2.1 程序
若要調用記錄：

在記錄設定對話方塊中，選擇使用整合記錄系統及記錄到檔案。

為了減少記錄檔案的大小，請盡量減少操作：

• 啟動 iPC。

• 僅進行測試，不要執行任何其他操作。

• 停止 iPC。

• 壓縮記錄資料夾並複製到您的伺服器。

註：

• 除錯或追蹤的記錄類型會嚴重影響性能，一定不能長時間使用。 

• 切勿讓機器處於服務記錄以外的任何設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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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安裝軟體

15.1.  電腦設定

遵循這些指示，在安裝軟體之前設定電腦。

15.1.1.  電源選項

從控制台開啟電源選項：

根據下列圖示變更計畫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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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列的四個圖示變更電源選項。

15.1.2.  停用 Dell 更新

Dell（監視器）的驅動程式和 bios 可能會設定為自動更新。在工作列的搜尋欄位輸入 Dell，可能
會存取到 Dell 命令更新或 Dell 用戶端系統更新。若有任何命令可用，請開啟對話方塊並選擇僅
手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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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使用 i-cut 攝影機的 Windows 10

 快速開機電腦上找不到 PCI Express Card/影像擷取軟體

PIXCI® SV7 影像擷取卡在開機後需要幾分之一秒的時間來初始化，才能在作業系統中自我辨識。在
某些快速開機的電腦上，作業系統可能看不到影像卡，或無法載入影像卡驅動程式。

在某些電腦上，''硬'' 開機（關閉電腦電源並再次開啟）後可能無法偵測到 PIXCI® 影像擷取卡，
但 ''軟'' 開機（不使用上述開機程序）後可以偵測出來。在某些其他電腦上，即使進行軟開機，
也偵測不到影像擷取卡。

在某些使用 Windows 10 的電腦上，軟開機後能偵測到 PIXCI® 影像擷取卡，但硬開機則無法。停
用 Windows 的 ''開啟快速啟動''（在控制台、電源選項中），可在硬開機之後偵測到。

 停用快速開機

1. 從控制台開啟電源選項。

2. 按一下/點選左側的選擇按下電源按鈕時的行為連結。

3. 按一下/點選上方的變更目前無法使用的設定連結。

4. 若出現安全性警告，都回覆 "是/確定"。

5. 選擇變更開啟/關閉按鈕行為。會看到下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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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下列設定並確認：

• 當我按下電源按鈕：關機

• 當我按下休眠按鈕：關閉顯示器

• 開啟快速啟動：未勾選

• 休眠：未勾選

取消勾選開啟快速啟動，接著關機，就會確實將系統關機，解決上述問題。

 若沒有 "關閉快速啟動" 的選項可用，可能必須變更登錄機碼。

註: 請注意，設定登錄機碼必須格外小心，因為可能會對您的系統造成其他問題。

1. 在工作列的搜尋欄位輸入 regedit，開啟登錄機碼工具。在登錄機碼視窗的左窗格，找出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ower。

2. 在所述位置的右窗格，查看是否有 HiberbootEnabled。若沒有的話，必須按一下滑鼠右鍵，選
擇新增併案一下 DWORD (32 bit) Value 建立。

3. 在名稱欄下方，取代成 HiberbootEnabled。資料值必須為零 (0)，表示快速啟動已關閉。

4. 重新啟動電腦，讓變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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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安裝 iPC

15.2.1.  程序

iPC 支援作業系統 Windows 7、Windows 10.和 Windows 11。

註: 前端 PC的安裝人員需有"管理員權限"。（無管理員權限的使用者仍可啟動並執行
iPC。）

在安裝 iPC 之前，必須停止或解除安裝任何防毒或其他防護程式。

iPC 合法運用部分防護軟體可能會誤解為可疑程式的功能，並因此移除檔案封鎖特定需求的
功能。

此指標可能是有關網際網路資訊服務在安裝期間的故障設定訊息，或啟動 iPC 後遵循重新開
機建議後仍存在的錯誤訊息，告知 Kongsberg Hub 或資源資料庫無法使用。

您的 Windows 版本應完全更新供 iPC 使用以正確發揮作用。若 Windows 未更新，iPC 可能
無法正確執行或安裝。

開啟 iPC 安裝媒體，執行安裝如下

按兩下 IPC Installer.exe。

Installer.exe 的安全警告對話方塊可能會出
現。

按一下執行以安裝 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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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帳戶控制對話方塊可能會出現。

按一下是繼續。

安裝程式會檢查登入的使用者是否有適當的存
取權限，並檢查是否已安裝正確版本的先決條
件軟體。

版本過期或未安裝先決條件軟體都會自動選擇
進行安裝。

按一下下一步，開始這些項目的安裝。

用最少的使用者互動進行先決條件安裝，但在啟動 iPC 安裝程式時您可能會收到類似上述的安全警
告 – 若發生此現象請按一下執行繼續。

待所有先決條件完成安裝後，i-cut 生產主控台安裝隨即開始。

若您先前已安裝任何相容的 Kongsberg 軟體，安裝程式將偵測並顯示找到的工作台類型。

按一下下一步，繼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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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找到不支援的舊版 Kongsberg 軟體，或找到必支援表格類型更舊的軟體，將要求您選擇要安裝何
種類型的工作台。

請稍候片刻，等待安裝程式執行。

結束時，開啟工作台並按一下結束。

Sysload 將開始啟動，因此您也可上傳新軟體至工作台。

若應載入 CU–模組，請回答問題為是。

應用程式 Sysload 將執行。

在資訊對話方塊中按一下載入按鈕。

當 CU 模組的載入已結束時，將顯示系統的新
狀態。

在對話方塊的右上方按一下叉號即可離開
SysLoad。

15.2.2.  無訊息安裝

iPC 安裝程式可在無訊息下執行且無須使用者互動，適合想要遠端發佈 iPC 版本的情形。

iPC 使用下列指令行語法進行無訊息安裝：

"iPC Installer.exe" /exenoui /qn TABLETYPE="X" 

此指令行不同的項目可分成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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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 Installer.exe

安裝程式封裝的檔案名稱。

/exenoui /qn

兩個指令分別說明安裝程式以無訊息方式執行。

兩個指令皆必須用於無訊息安裝才能正確發揮作用。

此為用於建立安裝程式的軟體需求設定，且無法變更。

TABLETYPE="X"

此部分為可選步驟。

可用於指定要安裝的何種工作台類型平台 (X 或 C)。

引號內的數值可以是 X、C 或任何其他有效的工作台類型名稱，意即 XN 將產生 X 平台，XP 將產
生 C 平台。

若忽略，將依下列模式選擇工作台平台：

• 若先前從未在工作台上安裝 iPC 或舊版 Kongsberg 產品...

• ...以及忽略指令行上的 TABLETYPE，將選擇 X 平台作為預設值

• ...以及提供指令行上的 TABLETYPE， 將選擇顯示 TABLETYPE 的平台。

• 若先前已在工作台上安裝 iPC 或舊版 Kongsberg 產品，將自動偵測並選擇舊的工作台類型。

警告：若在指令行上指定 TABLETYPE 與偵測的舊工作台平台衝突，將因錯誤而中止安裝。

若安裝因錯誤而結束，Windows 系統記錄中的錯誤項目將反應此現象。

註: 若以無訊息安裝 iPC，在執行 iPC 之前使用者將必須手動執行 iPC Sysload 以同步化
工作台 CU 模組與新的 iPC 版本。

若您忘記此步驟，iPC 將警告無法與工作台通訊。

關閉 iPC、執行 Sysload 然後重試。

註: 在 Windows 7 上必須安裝 .NET 4.5.2 或以上版本，否則 iPC 將無法安裝。

在 Windows 10 上，已加入要求的 .NET 版本且絕不會發生問題。

15.2.3.  線上啟用授權

在新機器上首次開機 iPC 前、將安裝移到另一部 PC 之前、升級到新授權之前，必須先啟用授權，
請參閱 關於授權 頁 328 小節。供應商會提供授權金鑰，或可向他們索取。

註: 現有使用者在更新到 2.6 之後，必須重新啟動其授權。必須進行此單次重新啟動，才能
支援授權系統內的變更。

啟動 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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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顯示啟動對話方塊。應將授權金鑰複製到對話方塊中。

若是升級授權，iPC 會以舊授權啟動。從"說明"功能表的 License Manager 開啟啟動對話方塊。

按下"啟動"按鈕。就會建立與授權伺服器的通訊，啟動授權。

若要停用授權以將授權移到另一部 PC，也是使用相同的對話方塊。記下啟動金鑰，按下"停用"按
鈕，並使用啟動金鑰在另一部 PC 上啟動授權。

15.2.4.  離線啟用授權

若執行 iPC 的 PC 無法連線網際網路，必須部分在連線 PC 上完成，部分在執行 iPC 的 PC 上完
成授權的啟動。

在離線 PC / 工作台上啟動 iPC。會出現下列對話方塊：

按下"啟動產品金鑰"。會出現下列對話方塊。輸入從電子郵件收到的啟動金鑰。

離線時，這樣會出現下列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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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確定"，接著按下啟動對話方塊中的"取消"，iPC 就會終止。

將 .req 檔案複製到隨身碟。打開連線的電腦，進入所列的網頁，並將 ls_activation.req 檔案拖
放到此處。按下"上傳檔案"：

完成時，按下"下載授權檔案"，就會在您的桌上型地腦上建立一個 ls_activation.lic 檔案。

將這個檔案複製到隨身碟，並回到離線 PC / 工作台。在這裡啟動 iPC。會彈出啟動對話方塊。按
下"瀏覽"載入 .lic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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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啟動"，幾秒後就會正常開啟 iPC。

15.2.5.  相機介面裝置驅動程式的安裝及設置

 當機器配備乙太網路 i-Camera 時

Windows 辨識出用於 i-Camera 的 Intel GigaBit 網路介面卡，並將安裝預設 Windows NIC 驅動
程式。

因此無須安裝或設置額外裝置驅動程式。

 當機器配備類比 i-cut 相機與 Pixci 同軸相機擷取板

從 Device Manager 中安裝適當的裝置驅動程式

• 開啟 Device Manager

• 找到 Pixci 相機擷取板，右鍵按一下並選擇更新驅動程式軟體

• 按一下瀏覽我的電腦尋找驅動程式軟體、瀏覽至 iPC 安裝媒體上的資料夾 Epix Drivers。

• 若電腦執行 64 位元 Windows，請選擇 Windows 7 x64 子資料夾。

若 Windows 執行 32 位元版本，請選擇 Windows 7-Vista-XP 子資料夾。

按一下下一步並等候至 Windows 安裝驅動程式

（即使資料夾名稱只顯示 Windows 7，驅動程式也相容於 Windows 10）

設置登錄檔以進行適當映像解碼、PAL 或 NTSC

在 2015 年 5 月之後販售的 i-cut 相機皆屬於 PAL 標準， 2015 年 5 月之前販售的 i-cut 相機
皆為 NTSC 版本。

iPC 中的 PAL / NTSC 設置由 Windows 登錄檔設定控制。

基於此目的，已產生的 Tweak.exe 程式會設定適當的數值：

C:\t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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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Program Files
(x86)\IcutProductionConsole
\MachineController 找出 tweak.exe 檔案並
按兩下。

選擇 Epix Camera 設定標籤並選擇正確的相機
格式，NTSC 或 PAL。

按一下確定

註: 若選擇錯誤的選項，這將在 iPC 中顯示為不正確的相機影像寬度與高度對比，並將阻礙
相機校準精靈成功完成。

設置登錄檔以避免記憶體在電腦擁有超過 4GB RAM 時發生定址衝突

若電腦擁有超過 4GB RAM，Epix Pixci 驅動程式在其 64 位元版本 Windows 系統標準設定下將不
會有作用。

登錄檔設定必須手動編輯才能避免此記憶體配置衝突：

1- 按一下 Windows 開始按鈕並在搜尋欄位中鍵入"regedit"以啟動登錄檔編輯器。

2 - 在登錄檔編輯器中，瀏覽至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
EPIXXCW6。

3 - 按兩下 PIXCI（已在名稱欄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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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若"PIXCI"不存在，則建立作為字串數值。

5 - 輸入下列項目（無引號；注意之前的空
格）至數值欄位：

"-WT 0x80"

若 -WT 旗標已存在，請變更其數值為 0x80。

6 - 按一下確定。

7 - 依提示重新啟動電腦

15.3.  檔案儲存結構

電腦->xxx->我的文件->i-cut 生產控制台

此為預設檔案儲存結構。

備份

匯出

工作

樣品檔案

使用者手冊

15.4.  多重使用者

若需要多重使用者，請建立沒有管理員權限的使用者帳戶。在此情況下，備份資料夾應由管理員使
用者移至公用資料夾。透過以下方式完成：

1. 在中央伺服器上建立備用資料夾 (建議) 或在如 C:\Users\Public\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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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sberg_backup 上建立。

2. 請確定所有使用者都有該資料夾的寫入權限

3. 啟動 iPC 並在選項中變更提交資料夾與備份資料夾

4. 如 iPC 從 2.2 之前的版本升級，也請在連線類別的選項對話方塊中檢查提交資料夾。先啟
動"使用者預設連線"，再按一下確定，即可確保常用提交資料夾

完成後，以無權限的使用者身分登入並確認 iPC 啟動良好且備份和提交資料夾皆可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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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於授權

iPC 擁有四個主要授權。

有關在 Menu Bar->說明->License Manager...中可使用安裝授權的資訊

i-cut 生產控制台基礎授權

基礎授權僅涵蓋基本功能。不包括相機功能。

僅限 X 系列

i-cut 生產控制台包裝生產

包裝生產授權涵蓋所有主要生產主題，但在編輯、銑切及相機扭曲補償有關方面涵蓋較少的功能。

僅限 C 系列

i-cut 生產主控台標記生產

標示產品授權乃為涵蓋 iPC 軟體所有功能之主要授權。

適用於 X 系列和 C 系列

i-cut 生產主控台 Flexo

Flexo 授權包括基本功能及所有補償選項。

僅限 X 系列

除了上述以外，某些 V 和 X 啟動器機器上也會安裝不再使用的"Sign Standard"授權。

功能 基本 包裝生產 標記生產 柔性 詳細資料

基礎 x x x x 啟用所有基礎功能，包括啟動應
用程式

線條編輯 x x x x 啟用所有手動幾何圖形編輯。基
礎版本將為"唯讀"，與 XL-Guide
相似

避免過切 x 啟用圖層功能，以自動分割線條
及變更切割方向，主要用於印製
材料

套準與放置 x x x x 啟用邊緣／套準標記及定位（位
置／旋轉）補償。套準裝置視硬
體而定

條碼 x x 使用相機讀取條碼，而此可啟用
自動工作流程。任何時候均支援
條碼掃描儀

線性 x x x 啟用線性及不同縮放比

非線性 x x 啟用非線性（全部）扭曲補償

智慧型標記 x 啟用適應性套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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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基本 包裝生產 標記生產 柔性 詳細資料

不間斷 x x 可讓超過 1 副本（工作台）生
產及多區域生產作為工作台預設
值。

銑刀 x 啟用進階銑刀功能，如進刀/退
刀、刨除、刀具直徑補償

Add_Nested_
Layout

x   x x x 啟用在同一紙張上進行合併設計
的對話方塊（按照邊界框或手動
定位）

Step_and_repe
at

x x x 啟用 重複步驟"智慧切割方式"

反向操作 x x x x 啟用從印刷面進行相機套準、
手動翻面，從反面切割與製作摺
痕。適用於瓦楞工作流程。

QuickBox x x x x 可執行盒型。

註: 單獨授權，與搭售授
權無關

註: iPC Prep Station，可用於 iPC 2.6 的單機 iPC 授權。與標記生產具備相同功能，但
無法執行切割台。旨在用來於遠離機器的地方準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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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鍵盤快速鍵

Alt + 按一下 選取所有曲線

Alt + 左箭頭

Alt + 右箭頭

Alt + 上箭頭

Alt + 下箭頭

輕移選定的曲線

CTRL + - 縮小

CTRL + + 放大

CTRL + 0 适应数据(F)

CTRL + A 選取所有曲線

CTRL + Alt + Shift + L 記錄選項

CTRL + Alt + M 維護相隔時間更新

CTRL + C 複製圖層

CTRL + D 取消選取所有曲線

CTRL + L 新增圖層

CTRL + M 移動已選取的曲線

CTRL + N 新檔案

CTRL + O 開啟檔案

CTRL + Alt + O 透過條碼開啟

CTRL + Alt + Shift + O 從 ArtiosCAD 標準版開啟

CTRL + Alt + P 透過條碼開始生產

CTRL + Q 找到佇列的工作

CTRL + S 儲存檔案

CTRL + Shift + A 選取所有圖層

CTRL + Shift + C 複製有曲線的圖層

CTRL + Shift + D 取消選取所有圖層

CTRL + Shift + I 反轉曲線方向

CTRL + Shift + J 適應工作大小

CTRL + Shift + M 鏡像翻轉選定的曲線

CTRL + Shift + R 旋轉選定的曲線

CTRL + Shift + S 檔案儲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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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 + Shift + T 適應工作台大小

CTRL + T 縮放選定的曲線

CTRL + U 移除未使用圖層

CTRL + W 關閉檔案

CTRL + Z 撤销(U)

刪除 移除選定的曲線

F1 說明

Shift + Delete 移除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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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使用 AI-CUT

ai-cut 是 Adobe Illustrator 的外掛程式。此外掛程式提供自動為設計增加 iPC 套準標記的工
具。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單獨的使用者手冊。

外掛程式與相對應的使用者手冊可在https://www.kongsbergsystems.com/en/resources/software/
ai-cut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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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SCRIPT

在傳統工作流程中，設計工作站會將影像資料及切割資料生成為單獨的檔案。

i-script 是一種影像資料與切割資料在 RIP 流程中相互分離的工作流程。

顯著優勢在於可針對影像資料與切割資料保存在 RIP 流程中作出的修改。

i-script 由領先 RIP 及印刷機製造商改編。

i-script 檔案格式也可用於從 Esko 應用程式如 i-cut Layout 及 ArtiosCAD 傳輸資料至 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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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JDF 工作流程

此工作流程為 i-script 工作流程的進一步開發。輸出至切割台分成兩個檔案：

包含所有切割幾何圖形的 .cgf 檔案。此為精簡的 i-script 檔案，其中所有元資料皆分成包含元
資料的 jdf 檔案，如

• 工作資訊（工作 id、客戶名稱...）

• 材料資訊（如 iPC 中定義的材料名稱）

• 紙張切割數量

• 如 iPC 中定義的處理工作預設

• 紙張上所有條碼識別欄位的摘要，包括其內容與位置。

可選擇 .png 檔案來預覽列印工作。

這些檔案皆壓縮在一個匯入至 iPC 的檔案中。Esko 應用程式支援工作流程，如 i-cut
Layout、DFS 和 ArtiosCAD 以及部分 RIP 廠商。如為 DFS，壓縮檔案命名為 .dfs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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