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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常感谢您选用广州市研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 iMC 系列运动控制卡/器，

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本手册将主要为您介绍 iMC 系列运动控制

卡/器的功能、设置、以及运行所需要的参数设定等。 

为了更清晰地表达内容，本手册使用以下图标： 

  该图标表示必须特别注意的信息！ 

  该图标表示需引起注意的一些补充信息。 

注意： 

使用本产品的人员必须具有丰富的自动化控制和电气系统知识（例如，电气

工程师或相关工程技术人员），产品使用前请务必先详细阅读本手册并进行充分

理解，确保已完全掌握该产品的功能特点以及设置和使用方法后，再运行和使用

该产品，任何疏忽都有可能对设备甚至人体造成伤害！ 

使用注意事项： 

1、 操作环境： 

· 操作温度：0 ~ 60 ℃ 

· 储存温度：-20 ~ 80 ℃ 

· 湿度：5 ~ 95% 无凝结 

2、 请勿将设备置于以下环境: 

· 阳光直射处 

· 环境温度超过规定处 

· 环境湿度超过规定处 

· 温度变化剧烈及可能结露处 

· 有腐蚀性或可燃性气体处 

· 灰尘、尘埃过多，或含盐分、铁粉高处 

· 可能有水、油污、药品等飞溅处 

· 可能将振动或冲击直接传至本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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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尽量避免在以下场所使用，使用时也应采取相应措施。 

· 由于静电容易引起干扰的场所 

· 强电磁场发生的场所 

· 可能受到辐射的场所 

· 强电弧产生的场所 

· 附近有强电流电源线经过的场所 

4、 应使用合格的附件，如开关、编码器等，并进行正确的布线，否则可能引起

系统运转混乱。 

5、 为保证安全，请在机械侧设置停止装置。 

6、 为了能及时停止设备运转，请在外部设置紧急停止装置。 

7、 避免在产品上加压重物及蒙灰。 

8、 绝对禁止对产品进行改造，否则有使产品失效，设备损坏的危险。 

9、 对于需编程使用的产品，产品投入设备中使用前应先编程试运行，在确保配

置正确以及所有部件都有效之后才正式投入使用。 

10、 产品调试运行前，请务必确认设备与电机充分分离。 

11、 应在确认设备已不受任何影响后，再进行试运行，否则可能引起设备破

损。 

12、 正式启动前，请务必确认设定参数、附属部件的正常运作，否则可能引

起设备破损。 

13、 系统在运转中，绝对禁止身体任何部分或与身体有关联的任何物品置于

设备的运转作用区域，否则有受伤危险。 

14、 当发生错误停机时，应检查并排除原因，并确保安全后，再重新设定参

数进行运行，否则可能引起受伤或引起设备损坏。 

15、 废弃本产品时，请按工业废弃物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订购注意事项： 

1. 品质保证 

(1) 保证期限 

本公司的保证期限为从本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产品后 1 年内。 

(2) 保证范围 

在上述保证期限内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本公司负责免费对故障产品进行维修

或更换，用户可以在购买处进行更换或要求维修，但下列情形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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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产品规格书规定的条件、环境、使用方法外使用而引起故障; 

b 本公司产品以外的原因引起的故障； 

c 非本公司进行的改造或者修理引起的故障； 

d 未按本公司产品固有使用方法使用引起的故障； 

e 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的缺陷存在的； 

f 由于不可抗力等其他非本公司责任导致的。 

另，本条所述保证是指对本公司产品本身的保证，就本公司产品的故障所引

起的其他人身和财产的损害，不在本保证范围之内。 

2. 责任免除 

(1) 本公司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于本公司产品在保证期间中发生故障时进行更换

和修理。在任何情况下, 对包括因本公司产品引起的特别损失、间接损失在内的

一切损失本公司均不承责任。 

(2)非因本公司人员进行的编程引起的全部后果，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3. 适合用途、条件 

(1) 将本公司产品与其他产品组合使用时，客户应事先确认适用规格及相关法律

法规等。将本公司产品用于客户的系统、设备、装备时，客户应自己确认其适用

性。因产品适应性而导致的问题，请恕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2) 用于下述场合时，请事先向本公司销售人员咨询，确认设计规格资料，并在

选择产品时，在规格、性能方面要留有充分余地的同时，应当考虑各种安全对策，

以保证即使发生故障，也能将危险减低到最小程度： 

a 用于户外、或者可能有潜在的化学污染或妨害电气情形下； 

b 用于原子控制设备、焚烧设备、铁路、航空、医用设备、安全设施以及其

他必须经相关部门许可的特殊设备； 

c 用于可能危及人身、财产的系统、设备、装置； 

d 其他用于类似上述 a - c 的被要求高度安全性、高信赖性的用途。 

(3) 当客户将本公司产品用于与人身、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场合时，应明确告知

使用者系统整体的危险性，并为确保安全性应采取特殊的附加设计。 

4. 设计规格的变更 

本产品目录中记载的各项设计规格，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根据需要进行变

更，购买时请与销售网点的人员确认实际的设计规格。 

5. 服务范围 

本公司产品价格中不包含技术人员派遣等服务费用。如客户需要提供相关技

术服务，可与销售网点的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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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适合范围 

上述内容仅限中国大陆地区的交易。其他地区和海外的交易及使用注意事项

请与当地销售网点的人员咨询。 

7. 关于海外使用 

本产品中如包含有汇兑及国际贸易管理法中规定需办理许可的出口货物（或

技术）时，对外出口（或向外国公民提供本产品时），请办理许可申请及相关手

续。 

8. 关于编号：手册封面的编号标识本手册适用的控制卡版本，本手册一般附随

产品交付客户使用，如无法确认本手册是否适用于所购买的控制卡，请向本公司

销售人员或当地销售网点的人员咨询。 

 

 
9. 本公司保留对本手册的修订权，手册的修订更新，将在公司网站上发布，恕

不另行通知，具体请关注我们的网站。 

 

 

 

联系信息： 

广州市研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gzyanwei.com  

电话：020-39337878 

传真：020-39381266 

Email: info@gzyanwei.com 

地址：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 232 号研发东区 A432-433  

编号：P-H2650-F2004-R0614 

修订号 

Firmware 版本 

Hardware 版本 

内部标识号 

http://www.gzyanw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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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述 

iMC2650A 运动控制卡是基于第Ⅱ代 iMC(intelegent Motion Controller)运动控

制固件设计的基于 ARM9 和 WindowsCE 操作系统的嵌入式 6 轴运动控制器。控

制器的轴号定义为：轴 0、轴 1、轴 2、轴 3、轴 4、轴 5。 

1.1 主要特性 

1.1.1 嵌入式计算机资源 

（1）CPU：ARM9 核处理器 LPC3250，带浮点协处理单元，主率 208Mhz，64M RAM； 

（2） FLASH：已集成 WindowsCE 嵌入式操作系统及各接口驱动、运动控制函数

库； 

（3）SD 卡座：可用于插入 SD 卡，存储用户程序及文件； 

（4）LCD 触摸屏： 8 寸或 10 寸 TFT 液晶屏，分辨率：800x600，含触摸屏； 

（5）8x8 矩阵键盘：可以连接所配的 8x8 矩阵键盘，用户可自定义按键；用户

也可以自行设计矩阵键盘（最大 8x8），并自定义按键； 

（6）PS/2 键盘：具有 PS/2 键盘接口，可以直接连接计算机 PS/2 键盘。矩阵键

盘和 PS/2 键盘可以同时使用。 

（7）RS232 串口：提供一个用户串口，可用于实现控制器与其它设备通信。 

ARM9 系统中已固化 WindowsCE 嵌入式操作系统在控制器中，该控制器就像

一台完整的计算机，集成了操作系统（WindowsCE）及各驱动程序、液晶显示屏、

触摸屏、键盘等硬件，用户只需安装 Visual Studio 2005，通过一根网线与控制器

连接，即可象开发 PC 程序一样方便快捷地开发用户程序。 

控制器系统中集成了 WindowsCE 下的运动控制函数库，用户可参考

《iMC2650A 嵌入式运动控制器之 WindowsCE 编程手册》编写运动控制程序。 

另外，提供一个完整详细的运动控制范例，该程序可用于用户测试运动控制

器的主要控制功能，我们随机提供该程序的源代码，用户可以在此框架上快速地

开发自己的应用。 

1.1.2 运动控制硬件资源 

（1）最多可控制 6 轴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 

（2）脉冲+方向或正向脉冲+负向脉冲输出模式可选，差分/单端（集电极开路）

输出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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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有 48 个开关量输入； 

（4）共有 24 个开关量输出，最大容许电流为 500mA，其中有 8 个可以设置上

电初始时的通断状态，可直接驱动小电流的继电器、电磁阀等； 

（5）每轴均有编码器输入接口、伺服使能、伺服清零、伺服到位、伺服报警接

口； 

（6）1 个辅助编码器接口，可用于连接电子手轮、光栅尺等正交编码器设备； 

（7）1 个停止开关输入，可用于连接急停开关。 

开关量输入 

iMC2650A 共有 8X6(轴)=48 个开关量输入，这些开关量输入是以轴为单位管

理的，每轴 8 个（AxIN0~AxIN7，“x”表示轴号，x=0~6），有些输入分别与原点

开关、伺服到位、伺服报警、外部设备报警、探针、负限位开关、正限位开关等

专用功能复用。 

所有开关都可以用作普通输入使用，可复用于专用功能的开关量输入，可通

过寄存器（aioctr）使能或禁止各输入的专用功能。 

开关量输出 

iMC2650A 共有 24 个开关量输出。其中有 8 个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上电初

始时的通断状态，另 16 个的上电初始状态固定为断开。这 24 个开关输出的最大

容许电流为 500mA，内部预接反向续流二极管，可直接驱动小电流的继电器、

电磁阀等。 

除了这 24 个 500mA 的开关量输出外，每轴有 2 个开关输出，其中一个用于

驱动器使能（SON），仅当该轴的运动功能不运行时（run 寄存器始终为 0），才

可以把该轴的驱动器使能输出用于普通输出开关。另一个可以用于伺服驱动器的

复位、指令脉冲禁止等功能，或用于通用输出开关。这 2 个输出若用作普通输出

开关，需注意其最大容许电流为 50mA，连接感性负载时应加上反向续流二极管。 

1.1.3 主要运动控制指标 

（1） 运动控制周期：0.25 mS； 

（2） 6 轴独立或同步控制； 

（3） 脉冲输出最高频率：10Mhz； 

（4） 编码器最高输入频率 10MHz（禁止数字滤波时），或 1.5MHz（使能数字

滤波时）； 

（5） 32 位的指令和反馈位置范围(PULSE)： 

-2,147,483,648 ～ 2,147,483,647，即[-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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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位置误差：≤ 1 PULSE； 

（7） 速度范围(受限于隔离器件)：-10000000 PULSE/S ～ 10000000 PULSE/S 

 例如，对于分辨率为 10000 PULSE/转的电机，转速范围为：+- 60000 RPM（转

/分）； 

（8） 指令速度分辨率（误差）：小于 0.003%    

 例如，对于分辨率为 10000 PULSE/转的电机，指令速度分辨率（误差）小

于：  1.7 * 10^-6 RPM（转/分）； 

（9） 48 位精度电子齿轮传动比； 

（10） 内部 48 位的计算处理； 

（11） 事件指令处理时间< 0.1uS； 

（12） 高度集成的单芯片核心控制，提高系统可靠性； 

（13） 所有输入输出信号均经过隔离，高速信号：rms 2.5KV，I/O：rms 4KV，

具有高抗干扰能力； 

（14） 所有输入输出均直接以 EIA/TIA-422 差分对或高电平（24V）进出控制器，

最大限度减少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受到的干扰； 

（15） 支持 4~100 字符加密，保护系统集成商的知识产权； 

（16） 支持远程升级运动控制固件； 

（17） 可为用户提供加密定制版本（详情请联系技术支持）。 

1.1.4 主要运动控制功能 

1. 每个轴支持线性轴和环形轴。 

线性轴是指轴位置的范围从负最大到正最大，即-2^32～2^32-1，例如直角坐

标工作台的轴。环形轴是指轴的位置在一个指定的范围内循环。 

2. 每个轴支持双坐标系下的规划运动：主坐标系统 MCS 和辅坐标系统 PCS。 

在主坐标系下的运动过程中，可同时执行辅坐标系下的点到点或连续速度运

动，得到叠加的运动效果。 

3. 连续（速度）运动。 

(1)支持同时存在主、辅两个坐标系下的连续速度运动； 

(2)先进的智能 S 速度曲线控制，加减速过程更平滑； 

(3)速度斜升并到达目标速度的过程可以与其它变量同步，如与位移同步或与

时间同步等； 

4. 点到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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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双坐标系下同时执行点到点运动，实现复杂的叠加运动； 

(2)双坐标系均支持以绝对位置和相对距离的方式给出运动目标； 

(3)双坐标系均支持普通模式和跟踪模式。 

(4)先进的智能 S 曲线加减速规划算法，支持非对称的加速和减速过程，允许

在运动过程中的任意时刻改变目标位置或移动速度。 

(5)可以临时暂停运动过程。 

5. 电子齿轮运动模式。 

(1)传动比率为 48 位，实现超高精度的齿轮传动，误差小于一个最小位移单

位。 

(2)从动轴可以跟随主动轴的各种指令位置值，或编码器反馈值。 

(3)支持自由的接合过程和同步的接合过程，接合时主动轴可以处于加速或匀

速运动。 

自由接合过程是指从动轴以加速度或减速度改变其速度，逐渐达到传动速度； 

同步接合过程是指当指定的位移或时间（同步源）变化指定的值时，从动轴

达到传动速度。 

(4)可以在主动轴的任何状态改变传动比率。传动比率改变后，也可以自由地

或同步地进行速度斜升过程，逐渐达到新的传动速度。 

(5)脱离啮合后的运行模式有两种：按原传动速度或指定速度运行（或减速停

止）。 

(6)支持自由的脱离啮合过程和同步的脱离啮合过程。 

(7)可与事件指令结合，实现灵活、精准的同步运动。 

(8)执行电子齿轮运动的同时可以叠加辅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例如，执行

机构跟随传输带作电子齿轮运动，二者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此时执行机构可在电

子齿轮运动上再叠加点到点运动，以对工件执行如打标、贴标签等工艺动作。 

6. 多轴线性同步运动。 

即任意多个轴同时起动，同步到达目标位置，运动的过程是严格线性同步的。

在运动过程中，可以改变线性运动的速度。 

7. 电子手轮运动模式。 

 响应速度快，运动平滑，所有轴都可以指定由同一个手轮控制。 

8. 时间/位移非线性同步运动。 

iMC 提供一些不同于电子齿轮的非线性同步运动，以满足某些应用需求： 

“时间-位移”同步运动（T-P）：历经指定的时间，移动到指定的位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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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对位移，也可以是绝对位置）； 

“位移-位移”同步运动（P-P）：参考轴移动指定的位移时，指定轴移动到指

定的位移（可以是相对位移，也可以是绝对位置）； 

“时间-速度”（T-V）：历经指定的时间，指定轴达到指定的目标速度（连续

速度运动模式下）； 

“位移-速度”（P-V）：参考轴移动指定的位移时，指定轴达到指定的目标速

度（连续速度运动模式下）。 

9. 轮廓运动。 

轮廓运动是指多个轴联动，使执行机构沿轮廓曲线的轨迹移动，广泛应用于

加工、纺织、雕刻、围字、仿形等。 

(1)具有专用于轮廓运动的缓冲器（CFIFO）； 

(2)运动点位数据由上位计算机计算产生，借助计算机的强大计算能力可以处

理复杂的平面或空间曲线； 

(3)iMC2 内部具有高精度样条插补模块，能对于上位机送入的运动点位数据

（或微小线段）进行拟合，使轮廓运动的轨迹更平滑； 

(4)参与轮廓运动的轴数不限。 

10. 直线/圆弧插补。 

iMC2650A 的直线/圆弧插补功能由上位机软件模块计算而产生点位数据，通

过轮廓运动模式实现。 

(1)支持二维平面和三维空间的直线和圆弧； 

(2)支持连续路径插补，每段直线/圆弧都可以指定运行速度和终点速度； 

(3)直线或圆弧段缓存在队列中，在插补运动过程中可以追加直线或圆弧段

（需要主机的多线程支持）。 

11. 多轴线性连续路径插补(硬件插补) 

多轴线性连续插补运动属于连续路径运动，线段与线段之间的衔接可以是连

续、不间断的，常用于多轴线性同步运动，如弹簧机等。通过专有 FIFO 的缓冲

处理，iMC 可以不间断处理大量微小线段，因此也可以用于路径加工、切割、围

字等。iMC2 的连续插补具有强大且实用的功能，主要特点有： 

（1）支持单个轴~全部轴连续插补，控制卡内部硬件插补运算，高速高精度

（误差<1 脉冲单位）； 

（2）段与段之间的衔接过渡采用三阶融合技术，路径运动更平滑； 

（3）独有技术，可以在段之间插入等待指令、写参数指令、事件指令，复

杂的同步运动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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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以指定每段的运行速度和段末速度； 

（5）路径的规划速度可以是合成速度，或某指定轴的速度； 

（6）可以实时改变速度比率 

12. 点动（JOG）。 

点动实际上是连续速度运动模式的一种应用，若点动按钮是指主机应用程序

上的软件按钮，可由主机编程实现。也可以通过事件指令实现硬件按钮控制的点

动运动模式。 

13. 搜寻及设置机械原点（回零）。 

(1)可以向指定的方向自动搜寻原点，支持三类机械硬件：A. 仅有原点开关；

B. 原点开关+编码器索引信号（Z 相）； C. 仅有编码器索引信号。根据捕捉原点

信号的方式不同共有七种方案供选择。 

(2)自动搜寻过程可以设置高速和低速两个搜寻速度。 

(3)可向任何一个方向出发搜寻原点，遇到限位自动返回。 

(4)可以设置搜寻到原点位置后，自动移动到指定的位置（homestpos）。 

(5)可以设置原点位置的偏移值（homepos）。 

(6)可以指定检测原点开关的上升沿或下降沿 

(7)可以直接使用探针信号或主编码器的索引信号来设置原点，且可以是仅设

置一次，或每次检测到信号都设置原点。 

(8)主机在任何时候（包括运动中）都可以通过指令直接设置当前点为原点。 

(9)可以通过事件指令灵活实现用户自定义的设置原点方式。 

14. 基于事件触发的同步运动 

内部具有独创的事件处理机，通过一种实时事件处理机制（Event-Driven 

Motion，EDM）来灵活实现各种同步，如 IO 同步。 

15. 其它辅助功能 

如暂停、位置断点、位置捕获、计时等。 

16. 运动平滑 

先进的智能平滑算法，使速度的导数（加速度）连续，平滑加减速过程，平

滑因子可设。 

17. 位置误差补偿。 

iMC2650A 具有静止误差补偿功能，即在规划运动完成时进行误差补偿，保

证误差始终处于一个可设定的“窗口”范围内，既保证定位精度，又避免振动的

产生，可简单实现全闭环控制。补偿的速度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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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错误与安全 

iMC2650A 提供多级错误检测及安全防护功能： 

(1)加速度限制； 

(2)速度限制； 

(3)外部设备错误监测（如伺服报警等）； 

(4)硬件限位开关； 

(5)软件位置限位； 

(6)指令位置异常监测； 

(7)严重位置误差（如电机受堵等）； 

(8)位置误差超限； 

(9)急停。 

19. 运动状态标识 

运动状态标识用于标识规划运动是否完成或电机是否静止等。 

20. 动态跟随窗口 

iMC2650A 实时监测误差是否超出指定的“窗口”范围，可用于对系统的动

态跟随性能是否恶化进行预警。 

21. 位置反馈 

每个轴都有正交编码器接口，可以连接旋转型编码器或线性光栅尺等正交编

码传感器，用于位置反馈。得益于静止误差补偿功能，步进电机系统也可以添加

编码器位置传感器实现闭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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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统布局 

iMC2650A 嵌入式运动控制器、伺服（或步进）驱动器的连接如“图 1-1”所

示，限位开关、原点开关等的布局如“图 1-2”所示。 

人机界面可采用 LCD+触摸屏或 LCD+键盘的方案。限位开关、原点开关等的

布局仅供参考，用户可根据具体应用情况采用不同的布局。 

 

图 1-1 由 iMC2650A 嵌入式控制器构成的运动控制系统 

 

图 1-2 限位开关、原点开关等布局 

伺服驱动 

伺服驱动 

触摸屏 

... 

开关、传感器输入等 

... 

电磁阀、继电器等 

运动平台 

负限位开关 原点开关 正限位开关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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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MC2650A 控制器硬件接口及跳线 

 

iMC2650A 的接口按功能规划为正反两面。正面为常用的人机接口，主要提

供 LCD 显示屏、通信口、跳线、拨码开关设置等；反面为运动控制接口，提供驱

动器接口、IO 接口等。 

1.3.1 正面-人机接口 

正面的人机接口及外形轮廓如“图 1-3”所示： 

 

 

图 1-3 iMC2650A 的正面接口 

 核心控制板 1.3.1.1

核心控制板集成控制器的 CPU（ARM9，型号 LPC3250）及 iMC 控制核心。并

集成了 WindowsCE6.0 嵌入式操作系统， LCD、触摸屏、键盘等驱动程序，以及

运动控制函数库。 

核心控制板 

LCD 接口 

SD 卡座 

键盘接口 

以太网 

串

口 

XGOUT0~XGOUT7 输

出极性选择 

轴 2~轴 4 差分/

单端输出跳线 

轴 5差分/单端输

出跳线 
轴 0~轴 1 差分/

单端输出跳线 

轴 0~轴 5伺服使

能极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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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D 接口 1.3.1.2

接液晶显示屏及触摸屏。 

 SD 卡座 1.3.1.3

SD 卡用于存储用户程序或数据。 

 串口 1.3.1.4

RS232 标准串口，用户可用于与其它设备进行通信，该串口提供两个接口：

一个标准的 DB9 母座，一个 3 针的排线插座。 

 键盘接口 1.3.1.5

提供两个键盘接口，一个是 IDC2x13 排线公插头，用户可以接入最大 9x9 的

键盘阵列，另外一个是标准的 PS/2 键盘接口，可直接插入普通计算机键盘； 

 以太网接口 1.3.1.6

用户通过该以太网接口调试应用程序或与 PC 通信。 

 跳线 J1~J12 1.3.1.7

用于选择轴 0~轴 3 的脉冲和方向信号为差分或单端输出：1-2：单端，2-3：

差分；以 LCD 接口在上、以太网接口在下的方向看，跳线帽位于上方时为单端信

号输出，跳线帽位于下方时则为差分信号输出。 

    

表 1-1 J1-J12 跳线对应的信号 

J1 J2 J3 J4 J5 J6 J7 J8 J9 J10 J11 J12 

轴 0

方向 

轴 0

脉冲 

轴 1

方向 

轴 1

脉冲 

轴 2

方向 

轴 2

脉冲 

轴 3

方向 

轴 3

脉冲 

轴 5

方向 

轴 5

脉冲 

轴 4

方向 

轴 4

脉冲 

 

 拨码开关 AS1~AS3 1.3.1.8

3 个 4 位拨码开关，用于选择轴 0~轴 5 的伺服使能（SON）及伺服复位（SRST）

的通断逻辑及初始状态。拨向 OFF 的位置（以 LCD 接口在上、以太网接口在下

的方向看，开关拨向左边）时，对应的开关初始状态为断开状态，寄存器写入零

断开，写入 1 连通。若拨向 ON 的位置（以 LCD 接口在上、以太网接口在下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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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看，开关拨右左边）时，对应的开关初始状态为连通状态，寄存器写入零连通，

写入 1 断开。码位顺序为从上到下：位 1~位 4。 

 

表 1-2 AS1~AS3 各码位对应的信号： 

AS1 

位 1 轴 0 伺服复位 

位 2 轴 0 伺服使能 

位 3 轴 1 伺服复位 

位 4 轴 1 伺服使能 

AS2 

位 1 轴 2 伺服复位 

位 2 轴 2 伺服使能 

位 3 轴 3 伺服复位 

位 4 轴 3 伺服使能 

AS3 

位 1 轴 5 伺服复位 

位 2 轴 5 伺服使能 

位 3 轴 4 伺服复位 

位 4 轴 4 伺服使能 

 

 拨码开关 OS1 1.3.1.9

8 位拨码开关，用于选择 8 个全局输出开关（XGOUT0~XGOUT7）的初始状态

为通或断。 

 
当 OS1 的选择开关拨向“ON”位置（右边），对 xgio 寄存器的 bit(n)位域写

“0”，对应的 XGOUTn 开关接通，写“1”，开关断开（高阻）；当 OS1 的选择开

关设在“OFF” 位置（左边），对 xgio 寄存器的 bit(n)位域写“0”，对应的 XGOU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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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断开（高阻），写“1”，开关接通。 

OS1 的码位顺序为从上到下：位 1~位 8，分别对应 XGOUT0~XGOUT7。 

其余图上未标示接口或跳线为厂家保留，用户无需关心。 

1.3.2 反面-运动控制接口 

反面的运动控制接口及外形轮廓如“图 1-4”所示。 

 

 

图 1-4 iMC2650A 的反面接口 

 驱动器接口 AP0~AP5 1.3.2.1

驱动器接口是 SCSI-20P CN 型母插座。 

 

   图 1-5 APx 的管脚排列 

AP0~AP5 分别对应于轴 0~轴 5 的驱动器接口，他们的信号定义是相同的。“ 

表 1-3”列出了驱动器接口的信号定义。 

轴 3~轴 5开

关量输入 

轴 0~轴 2开

关量输入 

24V 输入、辅

助编码器、停

止开关、

XGOUT 开关

量输出 

24V 输入、GOUT 开关量输出 

驱动

器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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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Apx 端口的引脚定义 

序号 名称 方向 序号 名称 方向 

1 24VOUT OUT 11 5VOUT OUT 

2 GND - 12 PB IN 

3 INP IN 13 /PB IN 

4 SRST OUT 14 IDX IN 

5 ALM IN 15 /IDX IN 

6 SON OUT 16 PUL OUT 

7 PA IN 17 /PUL OUT 

8 /PA IN 18 DIR OUT 

9 GND - 19 /DIR OUT 

10 GND - 20 GND - 

 

24OUT：24V 输出。 

GND：24V 的参考地。 

5VOUT：5V 输出。 

PUL：脉冲信号差分输出的正端，与/PUL 组成差分信号对。若脉冲输出模式为脉

冲+方向，此引脚输出的是脉冲信号；若脉冲输出模式设置为正向脉冲+负向脉冲，

此引脚输出的是正向脉冲信号。 

/PUL：脉冲信号差分输出的负端，与 PUL 组成差分信号对。 

DIR：方向信号差分输出的正端，与/DIR 组成差分信号对。若脉冲输出模式为脉

冲+方向，此引脚输出的是方向信号；若脉冲输出模式设置为正向脉冲+负向脉冲，

此引脚输出的是负向脉冲信号。 

/DIR：方向信号差分输出的负端，与 DIR 组成差分信号对。 

PA：主编码器 A 相差分信号的正端，与/PA 组成差分信号对。 

/PA：主编码器 A 相差分信号的负端，与 PA 组成差分信号对。 

PB：主编码器 B 相差分信号的正端，与/PB 组成差分信号对。 

/PB：主编码器 B 相差分信号的负端，与 PB 组成差分信号对。 

IDX：主编码器索引信号（Z 相脉冲）的正端，与/IDX 组成差分信号对。 

/IDX：主编码器索引信号（Z 相脉冲）的负端，与 IDX 组成差分信号对。 

INP：伺服到位输入，也可用于普通输入。 

SRST：伺服驱动器复位，也可用作普通输出。 

ALM：伺服报警输入，也可用作普通输入。 

SON：驱动器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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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关量输入 1.3.2.2

每个轴共有 8 个开关量输入，我们定义为 AxIN0~ AxIN7，“x”表示轴号，取

0~5。这 8 个开关量输入是多功能复用的，例如：AxIN0 可复用为正向限位开关

输入+LIMx，AxIN1 可复用为负向限位开关输入-LIMx，AxIN4 可复用为伺服报警输

入 ALMx 等等。 

每轴的 8 个开关量中，有两个（INP 和 ALM）在驱动器接口 APx 中，另外 6

个则分布在 CON1 或 CON2 中。 

 CON1 接线柱 1.3.2.3

CON1 接线柱为轴 3~轴 5 的开关量输入。 

 

图 1-6 轴 3~轴 5 的开关量输入接线柱 

板上的丝印与轴 IO 的对应关系为： 

表 1-4 CON1 板上丝印与 IO 对应表 

板上丝印 对应的输入 功能 1 功能 2 

OR3 A3IN6/ORG3 通用输入 轴 3 原点开关输入 

PR3 A3IN7/PROB3 通用输入 轴 3 探针开关输入 

I33 A3IN3/Err3 通用输入 轴 3 外部设备报警输入 

I32 A3IN2 通用输入 - 

I31 A3IN1/-LIM3 通用输入 轴 3 负极限开关输入 

I30 A3IN0/+LIM3 通用输入 轴 3 正极限开关输入 

OR4 A4IN6/ORG4 通用输入 轴 4 原点开关输入 

PR4 A4IN7/PROB4 通用输入 轴 4 探针开关输入 

I43 A4IN3/Err4 通用输入 轴 4 外部设备报警输入 

I42 A4IN2 通用输入 - 

I41 A4IN1/-LIM4 通用输入 轴 4 负极限开关输入 

I40 A4IN0/+LIM4 通用输入 轴 4 正极限开关输入 

OR5 A5IN6/ORG5 通用输入 轴 5 原点开关输入 

PR5 A5IN7/PROB5 通用输入 轴 5 探针开关输入 

I53 A5IN3/Err5 通用输入 轴 5 外部设备报警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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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丝印 对应的输入 功能 1 功能 2 

I52 A5IN2 通用输入 - 

I51 A5IN1/-LIM5 通用输入 轴 5 负极限开关输入 

I50 A5IN0/+LIM5 通用输入 轴 5 正极限开关输入 

 

 CON2 接线柱 1.3.2.4

CON2 接线柱为轴 0~轴 2 的开关量输入。 

 

图 1-7 轴 0~轴 2 的开关量输入接线柱 

板上的丝印与轴 IO 的对应关系为： 

表 1-5 CON2 板上丝印与 IO 对应表 

板上丝印 对应的输入 功能 1 功能 2 

OR0 A0IN6/ORG0 通用输入 轴 0 原点开关输入 

PR0 A0IN7/PROB0 通用输入 轴 0 探针开关输入 

I03 A0IN3/Err0 通用输入 轴 0 外部设备报警输入 

I02 A0IN2 通用输入 - 

I01 A0IN1/-LIM0 通用输入 轴 0 负极限开关输入 

I00 A0IN0/+LIM0 通用输入 轴 0 正极限开关输入 

OR1 A1IN6/ORG1 通用输入 轴 1 原点开关输入 

PR1 A1IN7/PROB1 通用输入 轴 1 探针开关输入 

I13 A1IN3/Err1 通用输入 轴 1 外部设备报警输入 

I12 A1IN2 通用输入 - 

I11 A1IN1/-LIM1 通用输入 轴 1 负极限开关输入 

I10 A1IN0/+LIM1 通用输入 轴 1 正极限开关输入 

OR2 A2IN6/ORG2 通用输入 轴 2 原点开关输入 

PR2 A2IN7/PROB2 通用输入 轴 2 探针开关输入 

I23 A2IN3/Err2 通用输入 轴 2 外部设备报警输入 

I22 A2IN2 通用输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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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丝印 对应的输入 功能 1 功能 2 

I21 A2IN1/-LIM2 通用输入 轴 2 负极限开关输入 

I20 A2IN0/+LIM2 通用输入 轴 2 正极限开关输入 

 

 CON3 接线柱 1.3.2.5

CON3 接线柱有辅助编码器接口、停止开关输入、可设置初始通断状态的八

个开关量输出（XGOUT0~XGOUT7），以及 24V 控制电源输入。 

 

图 1-8 CON3 接线柱信号 

板上的丝印与轴 IO 的对应关系为： 

表 1-6 CON3 板上丝印与 IO 对应表 

板上丝印 功能 2 

24V 18~30V 控制电源输入 24VIN 

GND 控制电源参考地 

SI+ 辅助编码器索引信号（即 Z 相脉冲），差分信号的正端 

SI- 辅助编码器索引信号（即 Z 相脉冲），差分信号的负端 

SB+ 辅助编码器（电子手轮）B 相信号，差分信号的正端 

SB- 辅助编码器（电子手轮）B 相信号，差分信号的负端 

SA+ 辅助编码器（电子手轮）A 相信号，差分信号的正端 

SA- 辅助编码器（电子手轮）A 相信号，差分信号的负端 

STP 停止开关输入，可同软件配置为暂停或急停 

5VO 5V 输出 5VOUT，可给辅助编码器（电子手轮）供电。 

XO7 可设置初始通断状态的开关量输出 XGOUT7 

XO6 可设置初始通断状态的开关量输出 XGOUT6 

XO5 可设置初始通断状态的开关量输出 XGOUT5 

XO4 可设置初始通断状态的开关量输出 XGOUT4 

XO3 可设置初始通断状态的开关量输出 XGOUT3 

XO2 可设置初始通断状态的开关量输出 XGOU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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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丝印 功能 2 

XO1 可设置初始通断状态的开关量输出 XGOUT1 

XO0 可设置初始通断状态的开关量输出 XGOUT0 

 

 CON4 接线柱 1.3.2.6

CON4 接线柱为 16 个初始上电时为断开的开关量输出（GOUT0~GOUT15），

以及 24V 控制电源输入。 

 

图 1-9 CON4 接线柱信号 

板上的丝印与轴 IO 的对应关系为： 

表 1-7 CON4 板上丝印与 IO 对应表 

板上丝印 功能 2 

O15 开关量输出 GOUT15 

O14 开关量输出 GOUT4 

O13 开关量输出 GOUT13 

O12 开关量输出 GOUT12 

O11 开关量输出 GOUT11 

O10 开关量输出 GOUT10 

O09 开关量输出 GOUT09 

O08 开关量输出 GOUT08 

O07 开关量输出 GOUT07 

O06 开关量输出 GOUT06 

O05 开关量输出 GOUT05 

O04 开关量输出 GOUT04 

O03 开关量输出 GOUT03 

O02 开关量输出 GOUT02 

O01 开关量输出 GOUT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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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丝印 功能 2 

O00 开关量输出 GOUT00 

GND 控制电源参考地 

24V 18~30V 控制电源输入 24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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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硬件连接方案 

本节介绍 iMC2650A 与驱动器、编码器、IO 等外设的连接方法。 

1.4.1 连接外部控制电源 

外部控制电源可使用 12V~30V 的直流电源，通常使用 24V 的直流电源，尽量

使用具有滤波的独立电源，勿直接与电机共用一组电源。 

控制电源的正极分别连接 CON3、CON4 的 24V 接线柱，控制电源的参考地连

接 CON3、CON4 的 GND 接线柱。 

注意：CON3、CON4 的 24V 接线柱在控制卡内部是连接在一起的，GND

也是连在一起的，因此也可以只连 CON3、CON4 中任一组接线柱。 

1.4.2 脉冲和方向信号连接 

指令脉冲和方向信号位于驱动器接口 AP0~AP5，详见“1.3.2.1 驱动器接口

AP0~AP5”。 

差分连接方式具有更好的抗干扰性，请用户先明确所使用的驱动器是否支持

差分输入，若支持差分输入，建议将控制器通过的 J1~J12 跳线设置为差分输出

方式。 

脉冲和方向信号可通过跳线 J1~J12 选择单端（集电极开路）或差分输出，详

见“1.3.1.7 跳线 J1~J12”。 

单端或差分输出接线示意图分别如“图 1-10、图 1-11”所示： 

 

图 1-10 单端输出连接方案 

可见，跳线单端输出时，PUL 和 DIR 实际上通过跳线帽与 5VOUT 电源连接，

实际上就是 AP0~AP5 或 CON3 上的 5V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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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差分输出连接方案 

脉冲 PUL 和方向 DIR 的信号可以通过寄存器 stepmod 设置为正向脉冲+

反向脉冲（双脉冲）模式，或为脉冲+方向的模式。 

1.4.3 主编码器连接方案 

每轴提供一个主编码器接口，用于接收电机编码器的反馈脉冲，以得到真实

位置信息及进行误差补偿，实现闭环控制。 

主编码器接口信号位于驱动器接口 AP0~AP5，详见“1.3.2.1 驱动器接口

AP0~AP5”。若该轴使用内部虚拟反馈（encpctr 寄存器的 bit15 为 1）
1
，无需连

接这些信号。 

编码器接口可接收 EIA/TIA-422-B 或 EIA/TIA-423-B 标准差分信号，如由

MC3487 或 AM26LS31 等器件驱动的差分信号。PA、/PA 分别为 A 相差分信号对

的正端和负端，PB、/PB 为 B 相差分信号对， IDX、/IDX 为索引信号（即 Z 相，

每转 1 个脉冲）的差分信号对。若编码器输出的是单端信号，则只需将各相信号

分别连接至各差分对的正端（A、B、IDX），将编码器的参考地连接至控制卡的参

考地 GND。 

                                                     

 
1
 内部虚拟反馈是指在控制卡内部连接指令脉冲作为位置反馈，这并不使用外部编码器，因此是

一种虚拟的位置反馈。当无编码器作为反馈部件时，需设置为使用内部虚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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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主编码器差分连接方案 

 

图 1-13 主编码器单端连接方案 

差分接法比单端接法具有更好的抗干扰性，因此若所使用的编码器支持差分

接法，建议采用差分接法。 

1.4.4 伺服报警、伺服到位输入连接方案 

每轴提供伺服报警输入（ALM）、伺服到位输入（INP），伺服报警和伺服到位

输入位于驱动器接口 AP0~AP5，详见“1.3.2.1 驱动器接口 AP0~AP5”。 

伺服报警和伺服到位输入与驱动器的连接方案如“图 1-14”所示： 

 

图 1-14 伺服报警、伺服到位连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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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引脚不连接伺服驱动器的伺服报警或伺服到位输出时，也可以连接

其它开关作为普通输入。 

1.4.5 伺服使能、伺服复位连接方案 

每轴提供伺服使能（SON）、伺服复位（SRST）各一个，这些开关量输出均可

通过 AS1~AS3 拨码开关设置其上电时初始状态为连通或断开，详情请参考

“1.3.1.8 拨码开关 AS1~AS3”。 

伺服使能和伺服复位输出位于驱动器接口 AP0~AP5，详见“1.3.2.1 驱动器接

口 AP0~AP5”。 

对于伺服驱动器，其伺服使能等输入端口内部连接 4K欧姆左右的限流电阻，

因此与伺服驱动器的连接方案如“图 1-15”所示： 

 

图 1-15 伺服驱动器的伺服使能、伺服复位连接方案 

有些步进驱动器的使能输入端口内部连接约 300 欧姆的限流电阻，因此不能

连接 24VOUT 的电平，只可连接 5VOUT 电平，连接方案如“图 1-16”所示。 

 

图 1-16 步进驱动器使能连接方案 

注意：市面上有些步进驱动器未连接使能端口时，驱动器是使能的。对于这

种驱动器，也可以不连接使能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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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复位输出引脚不连接伺服驱动器时，也可以作为通用开关量输出，

但需注意其最大容许电流为 50mA，连接感性负载时应加上反向续流二极管。 

1.4.6 辅助编码器连接方案 

iMC2650A 提供一个辅助编码器接口，可用于连接电子手轮、光栅尺等外设。

该接口可接收 EIA/TIA-422-B 或 EIA/TIA-423-B 标准差分信号，如由 MC3487 或

AM26LS31 等器件驱动的差分信号。SA、/SA 分别为 A 相差分信号对的正端和负

端，SB、/SB 为 B 相的差分信号对，SIDX、/IDX 为索引信号的差分信号对。若手

轮输出的是单端信号，则只需将电子手轮的各相输出分别连接各差分对的正端

（SA、SB、IDX），并将电子手轮的参考地连接至控制器的参考地 GND。 

 

图 1-17 辅助编码器差分连接方案 

 

 

图 1-18 辅助编码器单端连接方案 

辅助编码器接口位于 CON3 接线柱，详见“1.3.2.5 CON3 接线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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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3 接线柱的 5VOUT 引脚可给电子手轮供电。 

仅支持 5V 电平输出的电子手轮，若为 12V 或 24V 电平输出的电子手轮，

需进行电平转换再连接至该接口。 

1.4.7 原点、探针、极限开关，外部设备错误输入连接方案 

每轴都有原点开关、探针开关、正负极限开关、外部设备错误输入，其中轴

0~轴 2 的位于 CON2 接线柱，详见“1.3.2.4 CON2 接线柱”，轴 3~轴 5 的位于 CON1

接线柱，详见“1.3.2.3 CON1 接线柱”。 

这些开关量输入的内部电路是一致的，简化原理图如“图 1-19”所示： 

 

图 1-19 开关量输入的简化原理图 

这些输入可直接与 NPN 型有源开关，如常见的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等，也可

以与无源开关连接。与 NPN 型有源开关的连接方案如“图 1-20”所示，与无源

开关的连接方案如“图 1-21”所示。 

 

图 1-20 输入管脚与 NPN 型有源开关连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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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输入管脚与无源开关连接方案 

1.4.8 普通开关量输入连接方案 

每轴的八个开关量输入，均可用作普通输入。硬件连接方法请参考“1.4.7

原点、探针、极限开关，外部设备错误输入连接方案”。 

原点开关输入（AxIN6/ORGx）仅在执行搜寻原点时使用，探针开关输入

（AxIN7/PROBx）仅在使用探针捕获位置时使用，因此该轴不执行原点搜寻、不

使用探针捕获位置的时候，都可以将该输入作为通用输入使用，无需作任何设置。 

对于其它输入，如 AxIN0/+LIMx、AxIN1/-LIMx、AxIN3/Errx、AxIN4/ALMx、

AxIN5/INPx，若需使用为普通输入，应禁止其作为专用功能，这是通过分别设置

aioctr 寄存器中的 ASpLIM 、ASnLIM、ASErr、ASALM、ASINP 位域来实现的，对

应的位域置“1”，则使能对应的输入作为专用功能；若清零，则禁止其作为专用

功能，详情请参考“2.2.1 轴 IO 配置寄存器(aioctr)”。 

无论是否使能为专用功能，这些开关量输入的实时电平状态都反映在 aio 寄

存器中，详情请参考“2.2.2 轴 IO 的实时状态寄存器(aio)”；其有效状态锁存在

aiolat 中，详情请参考“轴 IO 的锁存寄存器(aiolat)”。 

1.4.9 停止开关连接方案 

iMC2650A 提供一个独立的全局输入，可用于连接急停开关。该输入的作用

域是全局的，输入一旦有效，即置位 error 寄存器的 STOP 位域（bit4），通过设

置 stopfilt 和 exitfilt 寄存器的 bit4，选择停止所有轴或退出所有轴运行。若 stopfilt

的 bit4 置“1”， exitfilt 的 bit4 清零，则停止开关输入有效时仅停止该轴的运动，

不退出运行；若 exitfilt 的 bit4 置“1”，则停止开关输入有效时退出运行。退出

运行是指关闭该轴的伺服使能（ENA 寄存器清零），停止运行该轴（run 寄存器

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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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停止开关连接方案 

停止开关输入接线柱在 CON3 接线柱，详见“1.3.2.5 CON3 接线柱”。 

1.4.10 开关量输出连接方案 

iMC2650A 有 24 个开关量输出。其中有 8 个可以通过拨码开关 OS1 设置上电

初始时的通断状态，另 16 个的上电初始状态固定为断开。这 24 个开关输出的最

大容许电流为 500mA，内部预接反向续流二极管，可直接驱动继电器、电磁阀

等。“图 1-23”给出了常用外设的连接方案。 

 

图 1-23 开关量输出接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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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OUT0~XGOUT7 与外设的连接类似 GOUT0~GOUT15。XGOUT 与 GOUT 的区

别是： 

GOUT 的上电初始状态是固定为断开的，往 gio 寄存器的位域写入“1”，对

应的开关接通，清零则关断（高阻）。 

XGOUT 可以通过拨码开关 OS1 分别设置每个开关的上电初始状态。若拨码开

关置于“OFF”的位置，对应的输出在上电初始状态为断开状态（高阻），且往

xgio 寄存器的位域写“1”，对应的开关接通，写“0”，则该开关断开；若拨码开

关置于“ON”的位置，对应的输出在上电初始状态为接通状态，且往 xgio 寄存

器的位域写“1”，对应的开关断开（高阻），写“0”，则该开关接通。 

注意每个 GOUT/XGOUT 允许的最大电流为 500mA，若设备的工作电流大

于此值，不可直接连接，可通过中间继电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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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系统基准时钟频率及控制周期 

一、 iMC 的基准时钟频率(sysclk) 

iMC 的基准时钟频率可从 sysklk 参数读取，由此可以得知基准时钟周期， 

iMC2650A 系列的基准时钟频率𝑓𝑐𝑙𝑘 =65.536Mhz，基准时钟周期为

15.2587890625ns。 

二、 控制频率(clkdiv) 

iMC 的控制频率是指每秒钟执行控制运算的次数（每次控制运算会把所有的

轴都运算一遍并输出），它是由基准时钟频率经过分频得到的，分配系数可从

clkdiv 参数读取。iMC2650A 系列的控制采样频率是对基准时钟经过 16384 分频后

得到，因此控制采样频率𝑓𝑠 = 65.536 ×
106

16384
= 4000，即每秒钟 iMC 进行 4000

次控制运算，并更新控制输出。 

三、 控制周期 

    由控制频率可得到控制周期，iMC2650A 的控制周期为：𝑡𝑠 =
1

𝑓𝑠
= 0.25𝑚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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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iMC2650A 的基本设置 

本章介绍 iMC2650A 的相关寄存器的位域定义、配置和使用方法。 

2.1 脉冲、方向信号和主编码器设置 

2.1.1 脉冲输出设置 

脉冲输出模式、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的极性由 stepmod 寄存器设置，脉冲有

效电平的时间宽度由 steptime 寄存器设置，方向信号发生变化时延迟的时间由

dirtime 设置。 

 脉冲输出模式设置 2.1.1.1

stepmod 用于设置脉冲输出模式和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的极性。“表 2-1”

列出了 stepmod 寄存器各位域的定义。                                                     

表 2-1 脉冲输出方式设置寄存器 stepmod 各位域的定义 

Bit15 ~ Bit3 Bit2 Bit1 Bit0 

RESERVED DIRPOL STEPPOL STEPOUTMOD 

 

助记符 默认 功能说明 

STEPOUTMOD 0 脉冲输出模式，0：脉冲+方向；1：正向脉冲+负向脉冲 

STEPPOL 1 
脉冲信号的极性，1：有效电平为高电平，0：有效电平为

低电平 

DIRPOL 1 
方向信号的极性，1：有效电平为高电平，0：有效电平为

低电平 

 脉冲有效电平宽度的设置 2.1.1.2

steptime 参数寄存器用于设置脉冲信号的有效宽度，如“图 2-1”所示。若

stepmod 寄存器中的 STEPPOL 域为 1，设置脉冲信号的有效电平为高电平，此时

steptime 寄存器设置的是每个脉冲信号高电平的时间宽度，其时间宽度为：

steptime 的设置值乘以系统的基准时钟周期。例如，假设 steptime 的设置值为

131，系统基准时钟周期为 15.26ns，则脉冲的有效电平宽度为 131x15.26ns=2us。 

脉冲信号的有效电平宽度应根据驱动器所能响应的脉冲宽度来设置，要求运

动控制器输出的脉冲的有效电平宽度应大于伺服驱动器或步进驱动器所能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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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短脉冲宽度。 

iMC2650A 系列的脉冲信号有效宽度默认为 2us，用户可根据具体驱动器的

技术要求设定此值。 

       

图 2-1 脉冲有效电平宽度及方向变化延迟时间示意图 

 方向信号变化延迟时间的设置 2.1.1.3

    对于一般的伺服驱动器或步进电机驱动器，当方向信号发生改变时（即速度

方向变化），需要延迟一定的时间才能继续输入脉冲信号，如“图 2-1”所示。

dirtime 参数寄存器用于设置这个延迟的时间长度。延迟的时间为：dirtime 的值

乘以系统基准时钟周期。例如，假设 dirtime 参数的设置值为 131，系统基准时

钟周期为 15.26ns，则当方向信号发生改变后，至少延时 131x15.26ns=2us 后，才

发出该方向的脉冲信号。 

 iMC2650A 的方向信号变化延迟时间默认为 2us，用户可根据具体驱动器的技

术要求设定此值。 

2.1.2 主编码器设置 

主编码器计数器用于位置反馈，默认情况下主编码器计数器使用内部的脉冲

序列作为位置反馈信号源，即 iMC 输出的脉冲信号在芯片内部连接到主编码器

计数器作为位置反馈信号。若电机系统具有正交编码器或光栅尺反馈部件，可设

置外部信号反馈，实现闭环控制。主编码器模块可接受两种类型的信号：一种是

正交的 A 相、B 相信号，另一种是脉冲+方向的信号类型。若为第一种，iMC 对 A、

B 相信号进行 4 倍频计数；若是第二种，要求脉冲信号接到 A 相对应的引脚，方

向信号接到 B 相对应的引脚，芯片内部不对信号进行倍频，即 1 倍频计数。 

该硬件模块的功能除了接收位置反馈信号外，还有“位置捕获”和“重置原

点”等逻辑功能。“位置捕获”是指通过探针或指令触发捕获当前位置寄存器 encp

的值并保存到 cappos 寄存器；“重置原点”是指将预设的机械原点偏移参数

homepos 置入当前指令位置寄存器（curpos）和实际位置寄存器（encp），即令

steptime 

dirtime 

反方向的脉冲 

正方向的脉冲 

方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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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指令位置和实际位置都设置为预设的 homepos 参数的值，并将状态寄存

器 status 中的已寻找机械原点标志位 HOMED 置位。 

主编码器计数器的工作模式通过 encpctr 寄存器进行设置。“表 2-2”列出了

encpctr 寄存器各位域的定义。  

表 2-2 主编码器控制寄存器（encpctr） 

Bit15 Bit14 Bit13 Bit12 Bit11 Bit10 Bit9 Bit8 

LOOPBACK - - - CAPO CAPONP CAPONI RSTO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RSTONP RSTONI IDXGABP2 IDXGAB3 IDXPOL FILTER DIR MOD 

 

助记符 默认 功能说明 

LOOPBACK 1 
1：iMC 的内部脉冲提供反馈信号，0：外部反馈部件提供反馈

信号 

CAPO 0 

Capture only once：设置是否只捕获并锁存一次。1：仅锁存计

数器值一次,锁存后，若锁存是由探针信号触发的（即

CAPONP=1），清零 CAPONP；若锁存是由索引（index）信号触发

的（即 CAPONI=1），则清零 CAPONI。0：在每个锁存信号到来

时都锁存计数器的值，锁存后不对 CAPONP 或 CAPONI 清零。 

CAPONP 0 
Capture on probe：置 1 后，当探针信号有效时将捕获计数器的

当前值，并存储在 cappos 寄存器。 

CAPONI 0 
Capture on index：置 1 后，当 index 信号有效时将捕获计数器的

当前值，并存储在 cappos 寄存器。 

RSTO 0 

Reset only once：置 1 则仅重置原点一次, 重置原点后，若是由

探针信号触发的（即 RSTONP=1），清零 RSTONP；若是由索引

（index）信号触发的（即 RSTONI=1），则清零 RSTONI。0：在每

个重置信号到来时都执行重置原点的操作，且不对 RSTONP 或

RSTONI 清零。 

RSTONP 0 
Reset on probe：置 1 后，当探针信号有效时将重置原点。“重置

原点”是指将预设的机械原点位置偏移参数 homepos 置入当前

                                                     

 
2
 仅部分型号 

3
 仅部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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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位置寄存器（curpos）和实际位置寄存器（encp），并将状

态寄存器 status 中的已寻找机械原点标志位 HOMED 置位。 

RSTONI 0 

Reset on index：置 1 后，当 index 信号有效时将重置原点。“重

置原点”是指将预设的机械原点位置偏移参数 homepos 置入当

前指令位置寄存器（curpos）和实际位置寄存器（encp），并将

状态寄存器 status 中的已寻找机械原点标志位 HOMED 置位。 

IDXGABP 1 

Index gate with A&B polarity：若 IDXGAB=0，该位置位与否无意

义；若 IDXGAB=1，该位置 1 则当检测到编码器索引信号的有效

边沿（由 IDXPOL 位域指定）后，需待 A 相和 B 相同时为高电平

后，iMC 才认为已检测到索引信号触发事件发生。该位清 0 则

当检测到编码器索引信号的有效边沿后，需待 A 相和 B 相同时

为低电平后，iMC 才认为已检测到索引信号触发事件发生。详见

“图 2-2”所示。 

IDXGAB 0 

Index gate with A&B：置 1 则表示检测到编码器的索引信号的有

效边沿（由 IDXPOL 位域指定）后，需待 A 相和 B 相信号同时为

IDXGABP 指定的电平时，iMC 才认为已检测到索引信号触发事件

发生。置 0 则无此条件，即只要检测到编码器索引信号的有效

边沿，iMC 即认为已检测到索引信号触发事件发生。详见“图 

2-2”所示。 

IDXPOL 1 
Index polarity：设定编码器索引信号（IDX）的极性，1 为上升沿

有效，0 则下降沿有效。 

FILTER 1 

Filter：选择是否对输入的 A、B、IDX 和 PROBE 信号进行数字滤

波，1 使能数字滤波，0 则无。若使能数字滤波，则要求这些信

号的低电平或高电平的有效宽度大于 160ns。 

DIR 1 

Counter direction：设定计数器的计数方向，其意义跟计数模式

MOD 域的设置有关。若计数模式为正交信号模式（MOD 域为 0），

DIR 域置 1 则表示 A 相超前 B 相为正方向计数，清 0 则 B 相超前

A 相为正方向；若计数模式为 A-脉冲+B-方向（MOD 域为 1），

DIR 域置 1 则表示当 B-方向信号为高电平时，计数器往正方向计

数，0 则往负方向计数。 

MOD 0 

Count mode：选择编码器的计数模式。若 MOD 域置 1：A-脉冲

+B-方向模式，即 A 输入的是脉冲，B 输入的是方向信号，计数

方向由 DIR 域设置。若 MOD 域为 0：正交信号（A 相+B 相）计



43 广州市研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数模式，计数方向由 DIR 域设置，此模式下对正交信号进行 4

倍频计数（4X）。 

 

 

图 2-2 

如“图 2-2”所示，IDXGAB 和 IDXGABP 域的设置值影响了 iMC 检测索引信

号触发事件的形式。若 IDXGAB 域设置为 0，则只要检测到编码器 IDX 信号的有

效边沿，iMC 即认为已检测到索引信号触发事件的发生，如图中的○1 （假设

IDXPOL=1，上升沿有效）；若 IDXGAB 域置 1，且 IDXGABP 设置为 0，则索引信号

触发事件的发生条件为：IDX 信号有效边沿之后，且 A 和 B 同时为 0（低电平）

之时，即图中的○2 ；若 IDXGAB 域置 1，且 IDXGABP 设置为 1，则索引信号触发

事件的发生条件为：IDX 有效边沿之后，且 A 和 B 同时为 1（高电平）之时，即

图中的○3 。 

若对索引信号的检测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无需设置 IDXGAB 和

IDXGABP 域。 

2.2 开关量输入设置 

   iMC2650A 的每个轴提供 8 个多功能的开关量输入（AxIN0~AxIN7，“x”表示

轴号，x=0~5），即“轴 IO”，可从 aio 寄存器中读出引脚的实时电平状态，或从

aiolat 寄存器中读出引脚有效电平的锁存值。 

2.2.1 轴 IO 配置寄存器(aioctr) 

轴 IO 控制寄存器 aioctr 用于配置 AxIN0~AxIN7 的有效极性以及功能。“表 2-3”

列出了 aioctr 寄存器各位域的定义。                                                           

表 2-3 轴 I/O 控制寄存器 aioctr 各位域的定义 

Bit15  bit14 Bit13 Bit12 Bit11 Bit10 Bit9 Bit8 

ENASLIMn ENASLIMp - AIO7POL AIO6POL ASINP AIO5POL ASALM 

A 

B 

IDX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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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AIO4POL ASErr AIO3POL AIO2POL ASnLIM AIO1POL ASpLIM AIO0POL 

   

助记符 默认 功能说明 

ENASLIMn 0 1：使能负向软极限，0：禁止负向软极限 

ENASLIMp 0 1：使能正向软极限，0：禁止正向软极限 

AIO7POL 0 
AxIN7/PROBx 输入的有效极性，1：高电平有效，0：低电

平有效。 

AIO6POL 0 

AxIN6/ORGx 输入的有效极性，1：高电平有效，0：低电平

有效。注意：在此设置的极性仅决定该输入信号在 aiolat

寄存器的锁存值，不影响搜寻原点的过程。在搜索原点的

过程中，上升沿/下降沿是指原点开关实时信号的上升沿/

下降沿，与 aioctr 的 AIO6POL 位域无关。 

ASINP 0 
1：AxIN5/INPx 作为伺服到位信号输入。0：禁止 AxIN5/INPx

作为伺服到位信号输入。 

AIO5POL 0 
AxIN5/INPx 输入的有效极性，1：高电平有效，0：低电平

有效。 

ASALM 0 
1：AxIN4/ALMx 作为伺服驱动器错误报警输入；0：禁止该

引脚作为伺服驱动器错误报警输入。 

AIO4POL 0 
AxIN4/ALMx 输入的有效极性，1：高电平有效，0：低电平

有效。 

ASErr 0 
1：AxIN3/Errx 作为外部设备错误信号输入，0：禁止该引

脚作为外部设备错误信号输入。 

AIO3POL 0 AxIN3/Errx 的有效极性，1：高电平有效，0：低电平有效。 

AIO2POL 0 
AxIN2/PROBx 的有效极性，1：高电平有效，0：低电平有

效。 

ASnLIM 1 
1：AxIN1/-LIMx 作为负限位开关信号输入，0：禁止该引脚

作为负限位开关信号输入。 

AIO1POL 0 AxIN1/-LIMx 的有效极性，1：高电平有效，0：低电平有效。 

ASpLIM 1 
1：AxIN0/+LIMx 作为正限位开关信号输入，0：禁止该引

脚作为正限位开关信号输入。 

AIO0POL 0 AxIN0/+LIMx 的有效极性，1：高电平有效，0：低电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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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2.2.2 轴 IO 的实时状态寄存器(aio) 

轴 IO 无论是否使能为何种功能，可以通过读 aio 寄存器读取开关量输入的实

时电平状态。各位域对应的输入：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AxIN7 AxIN6 AxIN5 AxIN4 AxIN3 AxIN2 AxIN1 AxIN0 

2.2.3 轴 IO 的锁存寄存器(aiolat) 

iMC 还对输入信号的有效边沿进行锁存，锁存状态存入 aiolat 寄存器中相应

的位域，因此还可以从 aiolat 寄存器读取该信号的锁存状态。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AIO7lat  AIO6lat AIO5lat AIO4lat AIO3lat AIO2lat AIO1lat AIO0lat 

 

轴 IO 无论是否使能为何种功能，都将锁存其输入信号的有效边沿。一旦有

效边沿被锁存，相应位的状态一直保持，直到被手动清除。往 clraiolat 寄存器的

对应位域写入“1”可清零对应的锁存值。 

2.2.4 轴 IO 的功能及使用方法 

由于专用功能（如硬限位开关输入、伺服错误报警输入、辅助编码器输入等）

的电路逻辑与普通输入的电路逻辑共用引脚，因此当这些引脚配置作为专用功能

时，读 aio 寄存器也能读出引脚的实时状态，同时 aiolat 也锁存这些输入信号的

有效边沿。 

 用作普通输入 2.2.4.1

各轴 I/O 配置为普通输入的方法是，禁止该引脚的专用功能即可。例如，以

下步骤配置 AxIN4/ALMx 作为普通输入，低电平有效： 

（1）把轴 I/O 控制寄存器 aioctr 的 ASALM 域清零，禁止该 I/O 作为伺服驱动

错误报警输入的功能； 

（2）清零 aioctr 寄存器中的 AIO4POL 位域，以设置该输入低电平有效。 

AIOnPOL（n=0~7）的设置值仅影响锁存信号的边沿，不影响读 aio 寄存

器中的值。 aio 寄存器中的值是反映该引脚上信号的实时状态，如，若该引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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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输入电平为高电平，则 aio 寄存器中相应位域的值为“1”，反之，若该引脚上

的输入电平为低电平，则 aio 寄存器中相应位域的值为“0”，因此，读 aio 寄存

器得到的是该引脚上的实时电平状态，与该引脚的极性设置（AIOnPOL）无关。

但锁存寄存器 aiolat 所锁存的是输入的有效状态：若极性设置为高电平有效

（AIOnPOL=1），当检测到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aiolat 的相应位置 1；反之，若

极性设置为低电平有效（AIOnPOL=0），当检测到输入信号为低电平时，aiolat 的

相应位置 1。 

由于 aio 反映的是信号的实时状态，因此相应位的状态随输入信号电平的变

化而变化，而 aiolat存储的是输入信号的有效状态，即该输入一旦有效即被锁存，

aiolat 相应位的状态将一直保持，直到人工清零。 

关于锁存值清零：往清锁存值寄存器 clraiolat 的相应位写入 1，则可清零

对应的锁存值，例如，AxIN1/-LIMx 对应的锁存值位于 aiolat 中的 bit1，往 clraiolat

的 bit1 写入“1”即可清零该信号的锁存值。 

若 AxIN0/+LIMx 和 AxIN1/-LIMx 配置为正负极限开关信号输入，检测到信号

的有效边沿时，除了置位 aiolat 寄存器中对应的 bit0 或 bit1 外，还置位错误寄存

器 error 中对应的 bit0 或 bit1。 

 使能极限开关输入 2.2.4.2

轴 I/O 中的 AxIN0/+LIMx 可使能为正向极限开关输入，AxIN1/-LIMx 可使能为

负向极限开关输入，方法是分别置位 aioctr 中的 ASpLIM 和 ASnLIM 位域，同时须

正确设置它们的有效电平极性。 

ASpLIM 域置 1，AxIN0/+LIMx 使能为正向极限开关输入； 

ASnLIM 域置 1，AxIN1/-LIMx 使能为负向极限开关输入； 

AIO0POL：设置正向极限开关信号的有效极性，为“1”则高电平有效，为“0”

则低电平有效。 

AIO1POL：设置负向极限开关信号的有效极性，为“1”则高电平有效，为“0”

则低电平有效。 

检测到限位开关有效值后，将锁存在 aiolat 寄存器中的 AIO0lat（正极限）或

AIO1lat（负极限），此时错误状态寄存器 error 中相应的 NLIM 位域或 PLIM 位域

置位。 

必须正确设置极限开关的极性，否则无法起到限位的作用。此外，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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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正极限开关安装在电机正方向移动范围的末端，负极限开关安装在电机负方

向移动范围的末端，若安装位置相反，也无法起到限位的作用。 

 硬限位触发后的解除 2.2.4.3

   当该轴的某个方向的限位开关触发后，不再允许该方向的移动，但允许反向

移动。可通过运动指令使该轴返回正常位置（若正限位开关触发则向负方向移动，

若负限位开关触发则向正方向移动），在离开限位开关时，iMC 自动清零 aiolat

中限位开关对应的置位状态。 

注意：AIO0lat 和 AIO1lat 的值只有 AxIN0 和 AxIN1 使能为正负极限开关时，

才能通过反方向移动自动清零；若 AxIN0 和 AxIN1 没有使能为极限开关功能，

AIO0lat 和 AIO1lat 的值只能通过写 clraiolat 的 bit0 和 bit1 进行进行清零。当然，

使能为极限开关功能时，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手动”地清除硬限位触发状态。 

解除硬限位触发状态后，即可正常执行正反方向的移动。 

 使能伺服报警输入 2.2.4.4

AxIN4/ALMx 可以使能为伺服驱动器报警输入的功能，使能后，当伺服驱动

器发生故障报警时，iMC 的错误寄存器 error 中对应的 ALM 位域置位，用户可以

通过设置 stopfilt 和 exitfilt 参数决定停止运动还是退出运行。 

以下步骤使能 AxIN4/ALMx 作为伺服驱动器的报警信号输入，低电平有效： 

（1）置位轴 I/O 控制寄存器 aioctr 的 ASALM 域，使能 AxIN4/ALMx 作为伺服

驱动器的报警信号输入； 

（4）清零 aioctr 寄存器中的 AIO4POL 位域，以设置该输入低电平有效。 

一旦伺服驱动器发生错误输出低电平报警信号，iMC 的错误寄存器 error 中

的 ALM 域将置位。由 stopfilt 和 exitfilt 参数决定停止运动还是退出运行，详细请

参考“3.18.6stopfilt-停止过滤寄存器 ”和“3.18.7exitfilt-退出运行过滤寄存器 ”。 

 使能一般外部设备错误输入 2.2.4.5

AxIN3/Errx 可以使能为一般外部设备错误(报警)信号输入，可用于监控外部

设备的错误或报警信号,当连接的外部设备输出有效故障报警信号时，iMC 的错

误寄存器 error 中对应的 Err 位域置位，用户可以通过设置 stopfilt 和 exitfilt 参数

决定停止运动还是退出运行，关于 stopfilt 和 exitfilt 参数的详细内容，请参考

“3.18.6stopfilt-停止过滤寄存器 ”和“3.18.7exitfilt-退出运行过滤寄存器 ”。 

若需要将 AxIN3/Errx 使能为外部设备错误信号输入，可置位 aioctr 寄存器中

的 ASErr 位域，并正确设置其有效电平的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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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设备错误输入功能与伺服报警输入功能是类似的，当然也可以将

AxIN3/Errx 用于伺服报警输入功能，其目的是一致的：当设备发生错误输出有效

电平时，置位 error 寄存器的相应位域，通过设置 stopfilt 和 exitfilt 参数决定停止

运动还是退出运行。 

 使能为伺服到位信号输入 2.2.4.6

    伺服到位信号来自于伺服驱动器，通常该信号用于在高速运动中指示伺服驱

动器的定位是否已完成（停止时位置误差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在 iMC 中，若使

能该信号输入，iMC 也把该信号作为判断电机是否已静止的依据之一。例如，在

点到点运动过程中，当到达终点时，规划运动虽然已完成（moving=0），但由于

伺服电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因此此时并不意味着伺服电机一定已

到达终点位置并静止下来。为了指示伺服电机是否已到达指令位置（误差在允许

的范围内），一般伺服电机驱动器都有伺服到位的输出信号，伺服驱动器监测指

令位置与反馈的实际位置之间的误差，若没有新的指令位置且误差处在允许的范

围内经历了一段时间，驱动器则认为电机已稳定处于该指令位置，从而输出一个

伺服到位的信号。 

    若电机驱动器可输出伺服到位信号，可将该信号连接到 AxIN5/INPx 输入引

脚，并使能该引脚作为伺服到位信号输入。若使能伺服到位，标志该轴电机处于

静止（iMC 中的 motion 标志参数为零）的条件是： 

   ○1 所有规划运动已完成，即 moving=0； 

   ○2 驱动器的伺服到位信号（INP）有效。注：其有效信号的极性可由 aioctr 中

的 AIO5POL 位域设置； 

   ○3 若位置误差 poserr 小于 settlewin 设定的值（此时 outsettle=0），并一直持

续若干个控制周期后，iMC 即认为电机已到达目标并静止下来，清零 motion 标

志参数。其中持续控制周期的个数由 settlen 参数设定。 

   若不使能伺服到位输入功能，iMC 则忽略以上第○2 个条件。 

使能AxIN5/INPx为伺服到位信号输入，只需将 aioctr中的ASINPOS位域置 1，

并正确设置它的极性（由 AIO5POL 设定，AIO5POL=1，高电平有效；AIO5POL=0

则低电平有效）。 

若驱动器无此信号输出，但系统中具有编码器或光栅尺等位置反馈部件，

iMC 也可以利用反馈的位置信息实现类似伺服驱动器的位置到位的判定，详见



49 广州市研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4 电机到位并静止”的内容。 

 关于原点开关输入和探针输入 2.2.4.7

aioctr 寄存器中无 AxIN6/ORGx 和 AxIN7/PROBx 的专用功能的使能位域，这说

明 AxIN6 是始终使能为原点开关输入功能的，AxIN7 是始终使能为探针输入功能

的，随时都可以使用 AxIN6 执行搜寻原点过程，同理，也可以随时使用 AxIN7 实

施探针捕获位置的操作。当然，AxIN6/ORGx 和 AxIN7/PROBx 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作普通开关量输入。 

2.2.5 停止开关输入 

停止开关输入（STOP）是全局的，控制卡一旦检测到有效电平，即置所有轴

的 error 寄存器的 STOP 位域为“1”，通过设置各轴的 stopfilt 和 exitfilt 参数，决

定各轴停止运动还是退出运行。关于 stopfilt 和 exitfilt 参数的详细内容，请参考

“3.18.6stopfilt-停止过滤寄存器 ”和“3.18.7exitfilt-退出运行过滤寄存器 ”。 

写 stopin 寄存器可以设置该输入的有效电平极性，写入 1，高电平有效，写

入 0，低电平有效。stopin 寄存器也是可读的，若输入的电平有效，读 stopin 寄

存器得 bit4 位域为“1”，其余位域为“0”，若输入的电平无效，读 stopin 寄存

器得所有位域均为“0”。 

所有轴 error 寄存器的 STOP 位域是根据该输入电平是否有效自动更新的，

无需“手动”清零 error 寄存器的该位域。 

停止开关输入（STOP）也可以用作普通输入，但需将 stopfilt 和 exitfilt 参数

的相应位域（bit4）清零，使该输入不导致“停止运动”或“退出运行”。 

2.2.6 开关量输入的数字滤波 

为提高抗干扰能力，iMC2650A 内部对每个开关量输入信号进行数字滤波，

默认情况下有效电平小于 10uS 的输入信号将当作干扰脉冲作滤除处理。用户可

修改此默认值。swfilter 寄存器用于设置滤波时间参数，可按以下式子计算 swfilter

参数： 

Swfilter = 4096*t/1000 （取整） 

其中，swfilter 为 swfilter 寄存器的设置值，t 为需滤除的干扰脉冲时间宽度，

单位为微秒 uS，有效宽度小于 t 时间的脉冲均被滤除。例如，假设需将 100uS

以下的脉冲滤除掉，swfilter 寄存器的设置值为：4096*100/1000 = 409。Swfilter

的默认值为 41，即默认 10uS 以下的干扰脉冲将被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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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辅助编码器 

iMC2650A 提供一个辅助编码器接口，可用于对正交脉冲进行计数，计数值

可从 encs 寄存器读取。该接口常用于连接电子手轮或光栅尺。encsctr 寄存器用

于设置辅助编码器的工作模式，“表 2-4”列出了辅助编码器控制寄存器 encsctr

各位域的定义和功能说明。 

表 2-4 辅助编码器控制寄存器 encsctr 各位域的定义 

Bit15~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 RSTO RSTONI IDXPOL FILTER DIR MOD 

   

助记符 默认 功能说明 

RSTO 0 

Reset only once：当 RSTONI 置位——使用辅助编码器的索引

信号（IDXs）清零计数值寄存器 encs 时，若 RSTO 为 1，iMC

仅在检测到第一个索引信号时同时清零 encs 和 RSTONI。若

RSTO 为 0 则不清零 RSTONI，每次检测到索引信号时都清零

encs 的值。 

RSTONI 0 

Reset on index：置 1 后，当索引信号有效时将清零辅助编码

器计数寄存器 encs。RSTO 置位与否则决定仅清零一次或每

次检测到索引信号都清零。 

IDXPOL 1 
Index polarity：设置辅助编码器索引信号的极性，1 为上升

沿有效，0 则下降沿有效。 

FILTER 1 

Filter：选择是否对输入的 As、Bs、IDXs 信号进行数字滤波，

1 为有数字滤波环节，0 则无。若选择滤波，小于 250ns 的

干扰脉冲将会被滤除。 

DIR 1 

Counter direction：设定辅助编码器的计数方向，其意义跟计

数模式 MOD 域的设置有关。若计数模式为正交信号模式

（MOD 域为 0），DIR 域置 1 则表示 A 相超前 B 相为正方向

计数，清 0 则 B 相超前 A 相为正方向；若计数模式为 A-脉

冲+B-方向（MOD 域为 1），DIR 域置 1 则表示当 B-方向信号

为高电平时，计数器往正方向计数，0 则往负方向计数。 

MOD 0 
Count mode：选择辅助编码器的计数模式。若 MOD 域置 1：

A-脉冲+B-方向模式，即 A 输入的是脉冲，B 输入的是方向信



51 广州市研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号，计数方向由 DIR 域设置。若 MOD 域为 0：正交信号（A

相+B 相）计数模式，计数方向由 DIR 域设置，此模式下对正

交信号进行 4 倍频计数（4X）。 

注：上表中“-”表示该位无定义或为未来版本预留。 

2.4 全局开关量输出 

iMC2650A 提供 24 个全局开关量输出，其中 16 个初始通断状态是固定的，8

个初始通断状态可设置。 

初始通断状态固定的 16 个开关输出对应的寄存器为 gio，往该寄存器中的

bitn 位域写“1”，对应的 GOUTn 接通，写“0”则断开（高阻）。 

初始通断状态可设置的 8 个输出对应的寄存器为 xgio，这 8 个输出的初始通

断状态由拨码开关 OS1 设置。若拨码开关置于“OFF”的位置，对应的开关量输

出的初始状态为断开，往 xgio 寄存器的位域写“1”，对应的开关接通，写“0”，

则该开关断开（高阻）；若拨码开关置于“ON”的位置，对应的开关量输出的初

始状态为接通，往 xgio 寄存器的位域写“1”，对应的开关断开（高阻），写“0”，

则该开关接通。 

寄存器 gio 和 xgio 都是可读写的，读操作得到的是写入该寄存器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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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基本控制功能 

iMC2650A 支持点到点运动模式、连续（速度）运动模式、电子齿轮、多轴

线性同步运动、搜寻原点、电子手轮运动模式、轮廓运动等，以及通过事件编程

实现的各种同步运动等。本章以下内容详细介绍 iMC2650A 的常见基本控制功能。 

下面所涉及到的设置参数（寄存器）的值都是通过基本函数实现的，如： 

（1） 设置16位宽的参数或寄存器：IMC_SetParam16(IMC_HANDLE Handle, 

IMC16 paramloc, IMC16 data, IMC32 axis, bool UseQ); 

（2） 设置32位宽的参数：IMC_SetParam32(IMC_HANDLE Handle, IMC16 

paramloc, IMC32 data, IMC32 axis, bool UseQ); 

（3） 设置48位宽的参数：IMC_SetParam48(IMC_HANDLE Handle, IMC16 

paramloc, __int64 data, IMC32 axis, bool UseQ) 

其中“Handle”为设备句柄，“axis”为轴号，“paramloc”为参数地址，“data”

为写入的参数值，“UseQ”用于指定将指令发往 QFIFO 或 IFIFO。 

本文仅详细介绍各运动功能的原理、配置以及应用方法步骤，若需了解这些

基本函数以及所有函数的详细说明，请参阅《iMC2650A 嵌入式运动控制器之

WindowsCE 编程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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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线性轴和环形轴 

iMC2650A 的每个轴支持线性轴和环形轴。所谓线性轴是指轴位置的范围从

负最大到正最大，即[-2^32,2^32-1]，这是一种常见的轴类型，例如直角坐标工作

台的轴。环形轴是指轴的位置在一个指定的范围内循环，这在飞剪、传输带等应

用场合非常有用。默认情况下，轴是作为线性轴运行的，若需指定为环形轴，需

设置以下几个参数： 

biciraxis：单向或双向环形标志。若 biciraxis 为 0，为单向环形，位置范围为

[0,cirpos)；若 biciraxis 为非零，为双向环形，位置范围为(-cirpos,cirpos)。 

cirpos：环形轴的位置范围。 

ciraxis：往该标志参数写入非零则指定该轴为环形轴。 

cirswap：记录循环次数，向上溢出（即 curpos>=cirpos）一次；该寄存器值

加 1，向下溢出（即 curpos<=-cirpos 或 curpos<=0），该寄存器值减 1。 

 

图 3-1 

3.1.1 单向循环轴 

某轴设置为单向环形轴后，其指令位置总是在[0,cirpos)的范围内循环变化。

如“图 3-1”中的 A 位置，假设 A 与 B 对称，且距“0”位置的距离为 dist，则 A

点的位置为 dist，B 点的位置为 cirpos-dist。由此可见，不管往哪个方向运动，curpos

的位置总是处于[0,cirpos)范围内的正值。 

环形轴作点到点运动时，若目标位置（mcstgpos）小于 cirpos，运动结束后，

该轴处于 mcstgpos 的位置；若目标位置恰好为 cirpos，运动结束后恰好回到“0”

位置；若目标位置大于 cirpos，运动结束后的位置为 mcstgpos % cirpos，“%”表

cirpos (0)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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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求余。 

环形轴作连续运动或电子齿轮运动时，其指令位置在[0,cirpos)的范围内循环

地变化。 

3.1.2 双向循环轴 

某轴设置为双向环形轴后，其指令位置总是在(-cirpos,cirpos)的范围内循环变

化。若 curpos 向上溢出（即 curpos>=cirpos），curpos=curpos-cirpos，并且 cirswap

加 1。若 curpos 向下溢出（即 curpos<=cirpos），curpos=curpos+cirpos，并且 cirswap

减 1。 

 

 

注意 1：环形轴不支持辅坐标系下的运动。 

注意 2：由于编码器的反馈值总是略滞后于指令位置，编码器的计数值 encp

可能会处于边界位置附近。若需在运动结束时始终与指令位置相等，应设置静止

窗口参数 settlewin 的值为 0。 

3.2 主坐标系和辅坐标系 

iMC2650A 具有两个坐标系统：主坐标系统 MCS 和辅坐标系统 PCS。在主坐

标系下可以执行所有运动模式：连续速度、点到点、电子齿轮、电子齿轮、轮廓

运动、同步运动等；而辅坐标系只支持点到点和连续速度两种运动模式。除了同

步运动模式外，在主坐标系下执行的运动过程中，都可以同时执行辅坐标系下的

点到点或连续速度运动，辅坐标系的运动叠加到主坐标系下，从而得到一种叠加

的运动效果。 

辅坐标系具有独立于主坐标系的参数空间，“表 3-1”列出了主、辅坐标系对

应的参数： 

表 3-1 主坐标系和辅坐标系的参数 

主坐标系 辅坐标系 参数描述 

mcsvel pcsvel 当前规划速度。 

mcspos pcspos 指令位置。 

mcsdist pcsdist 目标移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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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tgpos pcstgpos 绝对目标位置。 

mcsmaxvel pcsmaxvel 点到点运动的最大速度。 

mcsaccel pcsaccel 加速度。 

mcsdecel pcsdecel 减速度。 

mcstrack pcstrack 点到点的模式，0：普通模式，0xFFFF：跟踪模式。 

mcsgo pcsgo 写入 0xFFFF 启动点到点运动，写入零，停止当前的

点到点运动。 

mcsslope pcsslope 标志是否处于速度斜升过程中（加速或减速）。0：处

于速度斜升过程，0xFFFF：等于目标速度运行。 

mcsmoving pcsmoving 标志是否规划运动中，0：停止规划运动，0xFFFF：

规划运动中。 

一般情况下只在主坐标系下执行各种运动功能，只有在需要实现叠加的运动

效果时才需要执行辅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或连续速度运动。 

 

1、 某轴设置为环形轴的模式后，不支持辅坐标系下的运动； 

2、 主坐标系执行同步运动时，不支持辅坐标系下的运动； 

3、 当前指令速度 curvel 是主坐标系速度 mcsvel 和辅坐标系速度 pcsvel 合成

并经过运动平滑处理之后的值； 

4、 当前指令位置 curpos 是主坐标系的指令位置 mcspos 和辅坐标系指令速

度 pcspos 合成并经过运动平滑处理之后的值。 

3.3 连续速度运动 

连续速度运动模式也称为连续运动模式，给定目标运动速度，电机根据预设

的加速度加速到达目标速度，并维持在目标速度持续运动，直到改变其目标速度

值或停止。iMC2650A 的连续速度运动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支持同时存在主、辅两个坐标系下的连续速度运动，可实现叠加连续运

动的效果； 

(2) 速度曲线为 S 曲线，加减速过程更平滑； 

(3) 速度斜升并到达目标速度的过程可以与其它变量同步，如与位移同步或

与时间同步等，详见“3.8.1.3 位移-速度同步运动、3.8.1.4 时间-速度同

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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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轴只有在没有执行搜寻原点、点到点运动或电子齿轮运动，且点到点的模

式设为普通模式时，才可以执行连续速度运动模式。执行连续速度运动时，只需

向目标速度参数 mcstgvel 写入目标速度值，例如，轴 0 以 10000 的目标速度连

续运动的指令： 

IMC_SetParam32(handle, mcstgvelLoc, 10000, 0, FALSE); 

连续运动模式也可以用函数： 

IMC_MoveVelocity (handle, vel, axis , useQ); 

其中 handle 为设备句柄；vel 为目标速度，单位为用户单位；axis 为执行该

运动的轴号；useQ 为布尔类型的变量，FALSE 表示将指令发送到 IFIFO，TRUE 表

示将指令发送到 QFIFO。关于用户单位的内容请参考《iMC2650A 嵌入式运动控

制器之 WindowsCE 编程手册》的“基本单位和用户单位的转换”。 

 

1、 若需执行连续速度运动，必须将点到点的模式设为普通模式。 

2、 在连续速度运动模式下执行搜寻原点、点到点运动或电子齿轮运动，将

自动退出连续速度运动。 

3、 连续运动模式可以长期连续运行，自动处理位置范围[ 231, 231-1]的溢

出，并置位错误寄存器 error 中的 POSOV 位域，起标识的作用，并不属于运动错

误。 

3.4 点到点运动 

点到点运动是指从当前点经过加速、减速的过程之后，到达目标位置点。

iMC2650A 的点到点运动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支持同时存在主、辅两个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可实现叠加点到点运

动的效果； 

(2) 主、辅坐标系下均支持以绝对位置和相对移动距离的方式给出运动目标； 

(3) 主、辅坐标系下均支持普通模式和跟踪模式； 

(4) 智能 S 曲线加减速规划算法，支持非对称的加速和减速过程，在运动过

程中，允许在运动过程中的任意时刻改变目标位置或移动速度，iMC 都

能平滑速度变化曲线并精确计算减速点，准确到达目标位置。 

(5) 运动过程中可以暂停或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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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绝对位置和相对距离 

iMC 点到点的运动模式支持运动目标以绝对位置或相对移动距离两种方式给

出： 

(1) 以绝对位置为运动目标： 

IMC_SetParam32(handle, mcstgposLoc, 10000, 0, FALSE);//运动的目标是主坐

标系上 10000 的位置 

IMC_SetParam16(handle, mcsgoLoc, -1, 0, FALSE);  //开始移动 

(2) 以相对移动距离为运动目标： 

IMC_SetParam32(handle, mcsdistLoc, 10000, 0,FALSE); //运动的距离为 10000

个基本位移单位（脉冲） 

IMC_SetParam16(handle, mcsgoLoc, -1, 0, FALSE); //开始移动 

须注意，mcsdist 并不保存写入的值。向 mcsdist 写入移动距离后，该值

被加到绝对位置参数 mcstgpos，随后 iMC 将对 mcsdist 实施清零，因此，读 mcsdist

总是得到零。 

点到点的上述两种运动目标方式均有对应封装的功能函数： 

IMC_MoveAbsolute(handle, pos, axis, useQ); 

IMC_MoveRelative(handle, dist, axis, useQ); 

详见《iMC2650A 嵌入式运动控制器之 WindowsCE 编程手册》。 

3.4.2 叠加式点到点运动 

主坐标系和辅坐标系分别有独立的参数空间，均可独立执行点到点的运动。

一般的点到点运动只在主坐标系下执行，若同时执行两个坐标系的点到点运动，

可得到一种叠加的运动效果。根据 shiftmaster 参数的设置，叠加的方式有两种

情况。在点到点运动模式下，可通过“图 3-2”和“图 3-3”理解这两种叠加方

式： 

(1) 当前指令速度 curvel 是主坐标系速度 mcsvel 和辅坐标系速度 pcsvel 合成

并经过运动平滑处理之后的值； 

(2) 若 shiftmaster 为零，主坐标系移动的距离叠加了辅坐标系移动的距离，

主坐标系的目标位置mcstgpos自动修正为原目标位置加上辅坐标系移动的距离，

如“图 3-2 主、辅坐标系点到点叠加运动模式 1”所示； 

【例 3-1】 

   //主坐标系的 mcstgpos 加上辅坐标系移动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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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_SetParam16(handle, shiftmasterLoc, 0,0,FALSE);  

//轴 0 主坐标系移动到 20000 的绝对位置 

IMC_SetParam32(handle, mcstgposLoc, 20000, 0,FALSE);  

//辅坐标系移动 4000 的相对距离 

IMC_SetParam32(handle, pcsdistLoc, 4000, 0,FALSE);  

IMC_SetParam16(handle, mcsgoLoc, -1, 0,FALSE);//主坐标系的点到点运动开始 

IMC_SetParam16(handle, pcsgoLoc, -1, 0,FALSE);//辅坐标系的点到点运动开始 

(3) 若 shiftmaster 非零，主坐标系的目标位置 mcstgpos 不变，但最终到达的

位置有两种情况：A.若主坐标系先到达其目标，则最终位置大于主坐标系的目标

位置；B.若辅坐标系先到达其目标，则最终位置等于主坐标系的目标位置，如“图 

3-3 主、辅坐标系点到点叠加运动模式 2”所示。 

【例 3-2】 

 //主坐标系的目标位置 mcstgpos 保持不变 

IMC_SetParam16(handle, shiftmasterLoc,  -1, 0,FALSE);   

//轴 0 主坐标系移动到 20000 的绝对位置 

IMC_SetParam32(handle,mcstgposLoc,  20000, 0,FALSE);  

//辅坐标系移动 4000 的相对距离  

IMC_SetParam32(handle,pcsdistLoc,  4000, 0,FALSE);   

IMC_SetParam16(handle,mcsgoLoc, -1, 0,FALSE);//主坐标系的点到点运动开始 

IMC_SetParam16(handle,pcsgoLoc, -1, 0,FALSE);//辅坐标系的点到点运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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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主、辅坐标系点到点叠加运动模式 1 

 

图 3-3 主、辅坐标系点到点叠加运动模式 2 

 

1、 主坐标系和辅坐标系均支持运动目标为绝对位置和相对移动距离的方式。 

2、 辅坐标系只能执行点到点和连续速度两种运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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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子齿轮、同步运动、轮廓运动等都是在主坐标系下进行的，且都可以

叠加辅坐标系下的运动。 

3.4.3 普通模式和跟踪模式 

主坐标系和辅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均支持两种基本运动模式：普通模式和

跟踪模式。这两种模式由 mcstrack 和 pcstrack 设置： 

(1) 若 mcstrack 为 0，主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为普通模式；若 mcstrack 为

非零，主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为跟踪模式。 

(2) 若 pcstrack 为 0，辅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为普通模式；若 pcstrack 为非

零，辅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为跟踪模式。 

普通模式和跟踪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到达目标后是否清零 mcsgo 或 pcsgo 标

志参数。普通模式的点到点运动到达目标后，自动清零 mcsgo或 pcsgo标志参数，

因此每次执行点到点运动时都必须执行以下两个步骤： 

1） 写入目标位置点（绝对位置值或相对移动距离）； 

2） 置 mcsgo 非零（主坐标系统下）或置 pcsgo 非零（辅坐标系统下）开始

运动。 

而跟踪模式下的点到点运动，到达目标位置后保持 mcsgo 或 pcsgo 标志参数

值为非零。可见，一旦目标位置不等于当前的指令位置，立刻开始新的移动。这

种模式适合用于对目标进行跟踪，在跟踪目标的过程中，主机只需不断更新目标

位置，控制器则自动地执行点到点运动以跟踪目标位置。 

在跟踪模式下，应以绝对位置的方式更新目标位置。 

3.4.4 加减速及运动平滑 

iMC 具有先进的智能 S 曲线加减速规划算法，支持非对称的加速和减速过程，

通过先进的智能速度平滑算法，可实现平滑的 S 曲线加减速过程，在点到点运动

过程中，无论在何时改变目标位置，iMC 都能精确地平滑速度变化曲线，并准确

地到达目标位置。关于运动平滑的内容，请参考“3.16 运动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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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平滑前后的速度曲线（加速度 ≠ 减速度） 

运动平滑后，相对于原运动（即梯形加减速运动）存在一个滞后，平滑

因子参数 smooth 的值越大，平滑的程度越大，但滞后的时间越长，若应用中要

求不可存在滞后，应将平滑因子参数 smooth 清零。 

3.4.5 暂停/继续 

在点到点运动过程中可以随时暂停： 

(1) 清零 mcsgo 暂停主坐标系的点到点运动； 

(2) 清零 pcsgo 暂停辅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 

暂停后，重新往 mcsgo 或 pcsgo 写入非零值又可以继续执行未完成的点到点

运动。 

3.5 电子齿轮运动 

   电子齿轮运动模式是指从动轴以设定的比率（即传动比率）跟随主动轴运动。

基于电子齿轮的运动模式，可以实现多种同步运动方式，典型应用有：齿轮同步

运动、电子手轮、多轴线性同步运动等。 

iMC 的电子齿轮运动功能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传动比率为 48 位（含符号位），其中高 16 位是整数部分，低 32 位是小

数部分，实现高精度的齿轮传动。 

(2) 可以根据需要指定从动轴跟随主动轴的各种指令值，或编码器反馈值。 

(3) 支持自由的接合过程和同步的接合过程，接合前主动轴可以处于任何运

动状态，如正在加速或正在匀速运动，从动轴自由地或同步地（可设置）

进行速度斜升过程（加减速），以逐渐达到设定的传动速度。 

原始规划速度曲线(mcsvel) vel 

t 

平滑后速度曲线(curvel) 

运动中改变目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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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任何时候，包括主动轴正在加速或正在匀速运动，都可以改变传动比

率。传动比率改变后，也可以自由地或同步地进行速度斜升过程，以逐

渐达到设定的传动速度。 

(5) 脱离啮合后的运行有两种方式：按原传动速度或指定速度运行（或减速

停止）。 

(6) 支持自由的脱离啮合过程和同步的脱离啮合过程。 

(7) 若与事件编程结合，更可灵活实现非常精准的同步运动。 

(8) 在执行电子齿轮运动的运动过程中，可以叠加辅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

实现叠加的运动效果。 

电子齿轮运动过程的示意图如“图 3-5”所示。T1 时刻是开始接合，即置

engear 参数为非零，开始接合电子齿轮。从动轴进入速度斜升阶段（T1~T2），此

时速度斜升标志 mcsslope=0xFFFF，表明尚未达到指定传动比率的跟随速度。到

T2 时刻，达到设置的传动比率，从动轴与主动轴达到完全啮合的状态，从动轴

以设定的传动比率跟随主动轴作从运动，此时 mcsslope=0。若在 T3 时刻改变传

动比率，从动轴再次处于速度斜升状态（此时 mcsslope=0xFFFF），直到 T4 时刻

达到新的传动比率，从动轴与主动轴再次达到完全啮合的状态（mcsslope=0）。

若在 T5 时刻清零 engear 参数非零，从动轴开始脱离啮合，进入速度斜升状态

（mcsslope=0xFFFF），直到 T6 时刻达到并以脱离后目标速度运行，此时

mcsslope=0。 

 

图 3-5 

上述的接合过程和脱离啮合过程，是指从动轴进行加速或减速以达到传动速

度（等于主动轴的速度乘以传动比率）的过程，该过程可以是使用由加速度参数

mcsaccel 和减速度参数 mcsdecel 设定的加速度和减速度进行速度斜升，称为自

接合过程 

到达设定传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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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接合的电子齿轮运动；亦可以与其它变量进行同步，当参照的变量变化指定的

范围后，完成速度斜升过程，参照的变量可以是位移、速度、时间等。以下分别

介绍这几种方式。 

3.5.1 、自由接合的电子齿轮 

自由接合的电子齿轮是指在从动轴接合主动轴的过程中，从动轴以预设的加

速度或减速度改变其速度，以到达传动速度。自由接合的电子齿轮运动在接合过

程中，加速时使用的加速度为主坐标系的加速度，即 mcsaccel，减速时使用的减

速度为主坐标系的减速度 mcsdecel。此运动功能需配置的参数和步骤为（设从动

轴的轴号为 0）： 

1) 传动比率 gearratio: 此参数为 16.32 格式，即高 16 位为整数部分，低 32

位为小数部分，该参数表示的传动比范围为-32768.0~32767.999999999767； 

例如，若设传动比为 1.5，则 gearratio 的参数值为：1.5*2^32 =6442450944。 

2) 设置主动轴轴号 master； 

3) 从动轴跟随主动轴的参数地址 gearsrc，例如，若跟随主动轴的指令速度

（curvel），应写入 curvell 参数的地址；若跟随反馈速度（即主编码器速度 encpvel），

应写入 encpvel 参数的地址,。如： 

IMC_SetParam16(handle,gearsrcLoc, encpvelLoc, 0,FALSE);//encpvel的地址写入

从动轴的 gearsrc 参数 

4) engear 写入非零值，开始接合。 

注意：以上所配置的master、gearsrc和engear参数均属于从动轴的参数，

因此 IMC_SetParam16 函数的轴号参数为 0。 

该功能也可以通过功能函数实现： 

IMC_GearFree (handle,  ratio, master, sourcetype, axis, useQ); 

该功能函数实际上封装了上述 1)~4)的步骤。功能函数请参考《iMC2650A 嵌

入式运动控制器之 WindowsCE 编程手册》的内容。 

【例 3-3】 

 //设置传动比率，相当于 1.5 的传动比 

IMC_SetParam48(handle,gearratioLoc, 6442450944, 0,FALSE);  

IMC_SetParam16(handle,masterLoc, 1, 0,FALSE);  //主动轴为轴 1 

//跟随主动轴的指令速度 curvel 作电子齿轮运动 

IMC_SetParam16(handle, gearsrc Loc, curvelLoc, 0,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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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轴 0（从动轴）接合主动轴 

IMC_SetParam16(handle,engearLoc, -1, 0,FALSE);  

//轴 1 移动 10000 单位的距离 

IMC_SetParam32(handle,mcsdistLoc, 10000, 1,FALSE);  

IMC_SetParam16(handle, mcsgoLoc, –1, 1,FALSE); //起动轴 1 移动 

【例 3-4】 

对应的函数指令： 

//设置轴 0 的传动比为 1.5，主动轴为轴 1，跟随 curvel 

IMC_GearFree(handle, 1.5, 1, 0, 0, FALSE); 

IMC_MoveRelative(handle, 10000.0, 1, FALSE); //轴 1 移动 10000.0 的距离 

注：moverelative 指令中的移动距离为 10000.0，当位移单位倍率因子为 1.0

时，相当于 mcsdist 参数值为 10000。关于位移单位倍率因子的内容请参考

《iMC2650A 嵌入式运动控制器之 WindowsCE 编程手册》 之“时间位移单位倍

率因子设置”。 

3.5.2 接合过程与位移同步的电子齿轮 

接合过程与位移同步是指在齿轮接合的过程中，与指定的位移类型变量同步，

当指定的位移变量变化指定的值后，完成接合过程（从动轴达到传动速度）。此

运动功能需配置的参数和步骤为（设从动轴的轴号为 0）： 

1) gearratio, master, gearsrc 的设置同“3.5.1、自由接合的电子齿轮”； 

2) enasyn 写入非零值，使能同步控制； 

3) syntype 写入 0，电子齿轮的同步类型均为速度同步； 

4) 同步源参数 synsrc，写入位移类参数的地址，例如： 

IMC_SetParam16(handle, synsrcLoc,curposLoc, 0, FALSE); //把 curpos 参数的地

址写入从动轴的 synsrc 参数 

5) 同步源参数所在轴号写入 synaxis，例如，假设同步源参数所在的轴号是

1，函数为： 

IMC_SetParam16(handle,synaxisLoc,1,0,FALSE);//以轴 1的指令位置参数 curpos

作为同步源参数 

同步源参数所在的轴并不局限于主动轴。 

6) 同步源参数变化的范围写入 synsrcvar，例如： 

IMC_SetParam32(handle, synsrcvarLoc, 20000, 0, FALSE); 

这表明当轴 1 的 curpos 参数（本例中的同步源参数）值变化 20000 个位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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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时，完成从动轴（轴 0）的接合过程。 

7) 置 engear 参数非零，注意此时从动轴还没开始接合主动轴。 

8) 置 startsyn 非零，开始同步接合过程。当然，也可以通过事件指令置

startsyn 非零，即在发生指定的事件之时刻开始接合，从而实现精确的同步。 

注意 1：以上所配置的 master、gearsrc、engear、enasyn、syntype、synsrc、

synaxis、synsrcvar、 engear 和 startsyn 参数均属于从动轴的参数。 

注意 2：接合过程结束后，enasyn、startsyn 自动清零。 

注意 3：engear 参数应在同步使能（置 enasyn 非零）之后设置。 

注意 4：engear 置非零后，只有置 startsyn 非零才开始同步接合过程。 

该功能也可以通过函数实现： 

IMC_GearInDist(handle, ratio, master, sourcetype, synaxis, synsourcetype, 

syndist, axis, useeQ); 

实际上，该函数指令已对上述步骤进行封装。 

【例 3-5】  

 //设置传动比率，相当于 1.5 的传动比 

IMC_SetParam48(handle,gearratioLoc, 6442450944, 0,FALSE);  

IMC_SetParam16(handle,masterLoc, 1, 0,FALSE);  //主动轴为轴 1 

//跟随主动轴的指令速度 curvel 作电子齿轮 

IMC_SetParam16(handle,gearsrcLoc, curvelLoc, 0,FALSE);  

IMC_SetParam16(handle,enasynLoc, -1, 0,FALSE);  //使能同步控制 

//电子齿轮的同步类型均为速度同步 

IMC_SetParam16(handle,syntypeLoc, 0, 0,FALSE);  

//同步源参数为指令位置参数 curpos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Loc, curposLoc, 0,FALSE);  

//同步轴为轴 1，在此与主动轴同一个轴 

IMC_SetParam16(handle,synaxisLoc, 1, 0,FALSE);   

//同步源参数变化范围 20000 位移单位 

IMC_SetParam32(handle,synsrcvarLoc, 20000, 0,FALSE);  

IMC_SetParam16(handle,engearLoc,-1, 0,FALSE); //使轴 0(从动轴)接合主动轴 

IMC_SetParam16(handle, startsyn Loc, -1, 0,FALSE);   //开始同步 

IMC_SetParam32(handle,mcsdistLoc,100000,1,FALSE);//轴 1 移动 100000 的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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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_SetParam16(handle,mcsgoLoc, –1, 1,FALSE);   //起动轴 1 移动 

【例 3-6】 

对应的函数指令： 

IMC_GearInDist(handle, 1.5, 1, 0, 1, 0, 20000.0, 0, FALSE);  

IMC_Gearin(handle, 0);   ;开始接合，即置 engear 非零。 

注：IMC_GearInDist 指令中的 syndist 参数为 20000.0，当时间和位移单位倍

率因子都为 1.0 时，相当于 synsrcvar 参数值为 20000。 

3.5.3 接合过程与时间同步的电子齿轮 

接合过程与时间同步是指在从动轴接合主动轴的过程中，与时间变量同步，

如控制周期计时参数 ticks，历经指定个数的控制周期后，完成速度斜升过程（从

动轴达到传动速度）。需配置的参数和步骤与“3.5.2 接合过程与位移同步的电子

齿轮”类似，只是将其中的同步源参数（synsrc）设置为 ticks 参数的地址：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Loc, ticksLoc, 0, FALSE); 

而且，由于 ticks 是全局参数，所以无需设置 synaxis 参数。 

【例 3-7】  

//设置传动比率，相当于 1.5 的传动比 

IMC_SetParam48(handle,gearratioLocm 6442450944, 0,FALSE);  

IMC_SetParam16(handle,masterLoc, 1, 0,FALSE);    ;主动轴为轴 1 

//跟随主动轴的指令速度 curvel 作电子齿轮 

IMC_SetParam16(handle,gearsrcLoc, curvelLoc, 0,FALSE);    

IMC_SetParam16(handle,enasynLoc, -1, 0,FALSE);   //使能同步控制 

//电子齿轮的同步类型均为速度同步 

IMC_SetParam16(handle,syntypeLoc, 0, 0,FALSE);   

//同步源参数为控制周期计时参数 ticks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Loc, ticksLoc, 0,FALSE);  

//同步源参数变化范围为 10000 个控制周期 

IMC_SetParam32(handle, synsrcvarLoc, 10000, 0,FALSE);  

//使轴 0（从动轴）接合主动轴 

IMC_SetParam16(handle,engearLoc, -1, 0,FALSE);  

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synLoc, -1, 0 ,FALSE); //开始同步 

IMC_SetParam16(handle,mcsgoLoc, –1, 1,FALSE); //起动轴 1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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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也可以通过函数指令实现： 

IMC_GearInTime(handle,ratio,master,sourcetype,syntime ,axis,UseQ) 

3.5.4 接合过程与其它变量同步的电子齿轮 

接合过程同步的电子齿轮运动模式，同步源参数除了位置类参数和时间参数

外，还可以是其它参数，如速度等，由此实现从动轴接合主动轴的过程与指定的

变量同步。 

3.5.5 脱离啮合 

脱离啮合是指使从动轴脱离跟随主动轴的电子齿轮运动，若把从动轴接合主

动轴的过程类比为离合器的接合过程，脱离啮合则类似于离合器的分离过程。通

过清零 engear 标志参数可执行脱离啮合的过程。在 iMC 中，脱离啮合之后从动

轴的运动状态有两种模式可选择： 

(1) 脱离啮合后从动轴以传动速度作为目标速度进入连续运动模式，在这

里的“传动速度”等于脱离啮合之时刻主动轴的速度乘以传动比率。 

(2) 脱离啮合后从动轴以由 gearoutvel 参数所指定的速度作为目标速度进

入连续运动模式。因此若需脱离啮合后停止，应设置 gearoutvel 参数

值为 0。 

上述两种模式是由 gearoutmod标志参数来选择的，若 gearoutmod 的值为 0，

iMC 执行第(1)种模式，若 gearoutmod 的值为非零，iMC 执行第(2)种模式。 

在脱离啮合的过程中，从动轴将加速或减速到达目标速度，上述两种模式都

支持与其它变量同步，这类似于接合过程的同步过程。若没有设置与其它变量同

步（自由脱离啮合），从动轴则采用加速度 mcsaccel 参数（需要加速时）或减速

度 mcsdecel 参数（需要减速时）改变运行速度，直到达其目标速度值。 

 自由脱离啮合 3.5.5.1

自由脱离啮合设置的参数和步骤为： 

(1) 设置脱离啮合后的运动模式，即设置 gearoutmod 参数，若 gearoutmod

非零，还应设置 gearoutvel 参数（写入脱离啮合后从动轴的运行速度）； 

(2) 清零 engear，开始脱离啮合过程。 

 同步脱离啮合 3.5.5.2

同步脱离啮合过程的参数及步骤如下： 

1) 设置脱离啮合后的运动模式，即设置 gearoutmod 参数，若 gearoutmod

非零，还应设置 gearoutvel 参数（写入脱离啮合后从动轴的运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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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nasyn 写入非零值，使能同步控制； 

3) syntype 写入 0，电子齿轮的同步类型均为速度同步； 

4) 往 synsrc 写入同步源参数的地址，例如：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Loc,curposLoc, 0, FALSE); //把 curpos 参数

（同步源参数）的地址写入 synsrc 

若与时间同步，可将 synsrc 设置为 ticks 参数的地址：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Loc, ticksLoc, 0, FALSE); 

由于 ticks 是全局参数，所以无需设置源参数所在的轴号，即无需第 5)步。 

5) 同步源参数所在轴号写入 synaxis，例如，假设同步源参数所在的轴号是

1，函数为： 

IMC_SetParam16(handle,synaxisLoc, 1, 0, FALSE);  //同步源参数 curpos 所在的

轴号为 1 

6) 同步源参数变化的范围写入 synsrcvar，例如： 

IMC_SetParam32(handle,synsrcvarLoc, 20000, 0, FALSE); 

这表明当轴 1 的 curpos 参数（本例中的同步源参数）值变化 20000 个位移单

位时，从动轴（轴 0）完全脱离与主动轴的啮合。 

7) 清零 engear，注意，此时还没开始脱离啮合过程； 

8) 置 startsyn 非零值，开始同步脱离啮合过程。 

 

注意 1：也可以通过事件指令设置 startsyn 参数的值，使脱离啮合过程与事

件同步； 

注意 2：脱离啮合过程结束后，enasyn 和 startsyn 参数自动清零； 

【例 3-8】 

 //脱离啮合后以 gearoutvel 指定的速度连续运动 

IMC_SetParam16(handle,gearoutmodLoc, -1, 0, FALSE);  

//设置脱离啮合后的目标速度为 10000 

IMC_SetParam32(handle,gearoutvelLoc, 10000, 0, FALSE);  

IMC_SetParam16(handle,enasynLoc, -1, 0, FALSE); //使能同步控制 

IMC_SetParam16(handle,syntypeLoc, 0, 0, FALSE); //同步的类型是速度同步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Loc,curposLoc, 0, FALSE);//同步源参数为 curpos 

IMC_SetParam16(handle,synaxisLoc, 1, 0, FALSE); //同步源所在的轴为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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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源变化 20000 个单位，达到完全脱离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varLoc, 20000, 0, FALSE);  

IMC_SetParam16(handle,engearLoc, 0, 0, FALSE); //清零 engear 以脱离啮合 

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synLoc, -1, 0, FALSE); //开始同步 

自 startsyn 置非零且轴 1 移动 20000 位移单位后，脱离电子齿轮运动，并以

10000 的速度连续运动。 

3.5.6 运动中改变传动比率 

在电子齿轮运动过程中，随时可以改变传动比率。改变传动比率后，从动轴

经历加速或减速过程后，以新的传动比率跟随主动轴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从动

轴将加速或减速到达新的传动速度，此过程也可以与其它变量同步，这类似于接

合过程的同步过程。若没有设置与其它变量同步（自由改变传动比），从动轴则

采用加速度 mcsaccel 参数（需要加速时）或减速度 mcsdecel 参数（需要减速时）

改变运行速度，直到达新的传动速度。 

 自由改变传动比 3.5.6.1

只需直接设置新的传动比率即可，如： 

IMC_SetParam48(handle, gearratioLoc, 4294967296, 0,FALSE);//轴 0 的传动比

率改为 4294967296 (即 1.0) 

执行后，从动轴将以加速度 mcsaccel 参数（需要加速时）或减速度 mcsdecel

参数（需要减速时）改变运行速度，以平滑地到达传动比率对应的传动速度。 

 同步改变传动比 3.5.6.2

同步改变传动比的参数及步骤如下： 

1) enasyn 写入非零值，使能同步控制； 

2) syntype 写入 0，电子齿轮的同步类型均为速度同步； 

3) synsrc 写入同步源参数的地址，例如： 

IMC_SetParam16(handle, synsrcLoc, curposLoc, 0, FALSE);//把 curpos 参数的

地址写入从动轴的 synsrc 参数 

若与时间同步，写入 ticks 参数的地址： 

IMC_SetParam16(handle, synsrcLoc,ticksLoc, 0, FALSE); 

由于 ticks 是全局参数，因此可省略第 4)步。 

4) synaxis 写入同步源参数所在轴号，例如： 

IMC_SetParam16(handle, synaxisLoc, 1, 0, FALSE);   //同步源参数 curpos 所

在的轴号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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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ynsrcvar 写入同步源参数变化的范围，例如： 

IMC_SetParam32(handle, synsrcvarLoc, 10000, 0, FALSE); 

6) 写入新的传动比率，例如： 

IMC_SetParam32(handle, gearratioLoc, 4294967296, 0, FALSE); 

7) 置 startsyn 非零，开始同步。 

注意：应在使能同步控制之后才写入新的传动比率，否则一旦写入新的传动

比，从动轴立刻以自由的方式加速或减速“趋向”新的传动速度。 

【例 3-9】 

IMC_SetParam16(handle, enasynLoc, -1, 0 , FALSE); //使能同步控制 

IMC_SetParam16(handle, syntypeLoc, 0, 0 , FALSE); //同步类型为速度同步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Loc, curposLoc 0, FALSE);//同步源参数为 curpos 

IMC_SetParam16(handle, synaxisLoc, 1, 0 , FALSE); //同步源所在的轴为轴 1 

IMC_SetParam32(handle, synsrcvarLoc, 10000, 0 , FALSE); //同步源变化

10000 个单位，达到新的传动速度 

IMC_SetParam48(handle, gearratioLoc, 4294967296, 0, FALSE); //写入新的传动

比（1.0） 

IMC_SetParam16(handle, startsynLoc, -1, 0, FALSE);  //开始同步 

上例实现，当轴 1 的 curpos 参数（本例中的同步源参数）值变化 10000 个位

移单位时，从动轴（轴 0）到达新的传动速度。 

3.5.7 电子齿轮运动注意事项 

执行电子齿轮运动模式时，须注意以下事项： 

(1) 若设置与某变量的同步过程，须保证该变量（同步源参数）自同步开始（如

开始接合）后，其值将至少发生由 synsrcvar 参数指定的变动。 

(2) 若设置同步过程，应先使能同步（置 enasyn 非零），然后后才设置 engear

的值或改变传动比率，最后置 startsyn 非零开始同步。 

(3) 若使能同步（置 enasyn 非零）后一直没有置 startsyn 非零以开始同步，从动

轴的运动状态将被“锁住”，且暂停跟随主动轴。置 startsyn 非零或清零 enasyn

可解除这种状态。 

(4) 同步过程结束则 enasyn 和 startsyn 均自动清零，因此读这两个标志参数可以

判断同步过程是否已结束。 

(5) 电子齿轮是在主坐标系下执行的，因此可以通过读 mcsslope 标志参数值判断

从动轴是否已达到传动速度，即达到主动轴的速度乘以传动比率所得的速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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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于电子齿轮是在主坐标系下执行的，因此在执行电子齿轮过程中，若同时

执行点到点运动或搜索原点，自动退出电子齿轮运动，而由于电子齿轮运动的优

先级比连续运动模式的高，因此在电子齿轮运动中，设置 mcstgvel 参数是无效的。

但若在辅坐标系下执行点到点运动、或连续运动模式，都不会影响电子齿轮运动，

结果是辅坐标系的运动叠加到电子齿轮运动上，这在一些复杂的跟随运动应用场

合很有用，例如电子齿轮运动可使从动轴与作为主动轴的传输带保持相对于静止，

通过辅坐标系的运动可以方便地在传输带上对工件进行操作。 

3.5.8 电子齿轮叠加辅坐标系的运动 

电子齿轮运动模式是在主坐标系下执行的，在执行电子齿轮运动的运动过程

中，可以叠加辅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这种叠加运动方式在“追赶式”运动应

用时很有用，例如，设备检测到传输带上有工件传送过来后，机械手跟随传输带

的电机作电子齿轮运动，使机械手与传输带的移动速度相同——相对静止，此时

机械手可在电子齿轮运动的基础上执行辅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可定位到工件

的位置。由于机械手此时与工件相对静止，便于对工件执行相应的工艺动作，如

打标、贴标签等。 

3.6 多轴线性同步运动 

多轴线性同步运动是指多个轴同时起动，同时停止，各个轴同时到达目标位

置，可实现任意多个轴的高精度线性插补运动。在 iMC 中，多轴线性同步运动

是基于电子齿轮模式的，并且所有的轴都可以同时参与多轴线性同步运动。下面

介绍多轴线性同步运动的参数配置及步骤： 

（4） 取移动距离最大的轴作为主动轴，其余轴均设为从动轴作电子齿轮

运动，将主动轴轴号分别写入各从动轴的 master 参数； 

（5） 设置各从动轴的传动比率参数 geartatio，各从动轴的传动比率=该轴

移动距离/主动轴距离； 

（6） 将 curvel 参数或 encpvel 参数的地址分别写入各从动轴的 gearsrc 参

数； 

（7） 分别置各从动轴的 engear 参数非零，使各从动轴接合主动轴； 

（8） 往主动轴的 mcsdist 参数写入主动轴的移动距离； 

（9） 置主动轴的 mcsgo 参数非零，起动主动轴移动。 

起动主动轴后，各从动轴同时跟随主动轴以设定的比率移动。由于传动比率

参数的小数部分为 32 位，因此同步精度很高，误差在 1 个基本位移单位（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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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在运动过程中，可以实时更改主动轴的 mcsmaxvel 参数，以改变线性运动

的速度。 

注意：由于多轴线性同步运动是基于电子齿轮的一种高精度同步运动，

除了主动轴外，其它轴都是作为从动轴跟随主动轴运动的，运动结束后，从动轴

的 engear 参数仍保持非零的，即处于啮合状态，若不再需要执行多轴线性同步

运动，应在运动结束后清零 engear 参数。 

3.7 电子手轮 

电子手轮也是常用的基本功能之一。iMC 中的电子手轮运动也是基于电子齿

轮功能模块。利用 iMC 中辅编码器计数器对手轮脉冲信号进行计数，需要执行

电子手轮运动的轴跟随该辅编码器的计数值作从运动。 

注意：iMC2650A 的辅助编码器接口只有一个，且其计数寄存器是从属于轴 0

模块的，故访问该寄存器时需指定轴号 0。 

电子手轮运动的参数配置及步骤为： 

（1） 根据手轮脉冲与 iMC 基本位移单位（pulse）的比率设置 geartatio，

例如，若 1 个手轮脉冲需移动 10 个基本位移单位，传动比为 10，gearratio 的参

数值为：10*2^32 =42949672960。 

（2） 将连接手轮输入的辅编码器所在的轴号写入从动轴的 master 参数； 

（3） 从动轴的 gearsrc 参数写入辅编码器速度（encsvel）的地址，如： 

IMC_SetParam16(handle, gearsrcLoc, encsvelLoc, 1, FALSE); 

（4） 从动轴的 engear 参数写入非零值。 

【例 3-10】：轴 1 作为从动轴执行电子手轮运动。 

IMC_SetParam48(handle, gearratioLoc, 42949672960, 1,FALSE); //设置传动比率 

IMC_SetParam16(handle, masterLoc, 0, 1,FALSE);//电子手轮所在的轴 0 作为主

动轴 

IMC_SetParam16(handle, gearsrcLoc, encsvelLoc, 1,FALSE);//辅助编码器速度的

地址 

IMC_SetParam16(handle, engearLoc, -1,1,FALSE); //接合 

另外，也可以使用函数： 

IMC_HandWheel(handle,  10, 0, 1,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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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传动比为 10，轴 0 连接了电子手轮，轴 1 跟随辅助编码器作电子齿轮运

动，电子手轮的功能函数请参考《iMC2650A 嵌入式运动控制器之 WindowsCE 编

程手册》。 

 

以上所配置的 gearratio、master、gearsrc 和 engear 参数均属于作电子手轮运

动的从动轴的参数。 

3.8 时间/位移非线性同步运动 

iMC 提供了一些不同于电子齿轮的同步运动，如“时间-位移”同步运动（T-P）、

“位移-位移”同步运动（P-P）、“时间-速度”（T-V）、“位移-速度”（P-V），以满

足某些特殊场合的同步运动需求。函数库中封装了这些函数，下面简单介绍实现

这些同步运动功能的参数配置和步骤。 

若同步的类型是位移，即“时间-位移”同步运动（T-P）或“位移-位移”同

步运动（P-P），从动轴的位移目标由 slavedist 参数指定，然而 slavedist 参数指定

的位移目标，可以表示相对移动距离，也可以表示绝对位置，这由 slaveabs 标志

参数决定。若 slaveabs 为零，slavedist 参数值表示移动距离；若 slaveabs 为非零，

slavedist 参数值表示绝对位置。 

 位移-位移同步运动（P-P） 3.8.1.1

“位移-位移”同步运动是指从动轴（被同步的轴）移动的距离与同步源同步，

其中同步源参数为位移类参数，当同步源参数的值改变指定的位移时，从动轴移

动到指定的目标，该移动目标可以表示相对移动距离，也可以表示绝对位置，这

由 slaveabs 标志参数决定。若 slaveabs 为零，slavedist 参数值表示移动距离；若

slaveabs 为非零，slavedist 参数值表示绝对位置。 

（1） enasyn 写入非零值，使能同步控制； 

（2） syntype 写入非零值，同步类型为位移同步； 

（3） 同步源参数 synsrc，写入位移类参数的地址，例如： 

IMC_SetParam16(handle, synsrcLoc, curposLoc, 0, FALSE); //把 curpos 参数的地

址写入从动轴的 synsrc 参数。 

（4） 同步源参数所在轴号写入 synaxis，例如： 

IMC_SetParam16(handle, synaxisLoc, 1, 0,FALSE);   //提供同步源的轴号为 1 

（5） 同步源参数的变化值写入 synsrcvar，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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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_SetParam32(handle, synsrcvarLoc, 20000, 0, FALSE); 

（6） 从动轴的 slavedist 参数写入同步移动的目标，例如： 

IMC_SetParam32(handle, slavedistLoc, 5000, 0, FALSE); 

（7） 置 startsyn 参数非零，开始执行同步移动。 

以上设置的同步移动实现，当同步源所在的轴（本例中的轴 1）移动 20000

个位移单位时，从动轴（本例中的轴 0）移动 5000 个位移单位。 

当然，在第（7）步也可以通过事件指令设置 startsyn 参数，从而使同步过程

通过事件触发。 

【例 3-11】 

IMC_SetParam16(handle, slaveabsLoc, -1, 0,FALSE);// slavedist 参数表示的值为

绝对位置，若 slavedist 表示相对距离，应将 slaveabs 值由-1 改为 0 

IMC_SetParam16(handle, enasynLoc, -1, 0,FALSE);//使能同步控制 

IMC_SetParam16(handle, syntypeLoc, -1, 0 ,FALSE);//同步类型为位移同步 

IMC_SetParam16(handle, synsrcLoc,curposLoc, 0,FALSE);//同步源参数为 curpos 

IMC_SetParam16(handle, synaxisLoc, 1, 0,FALSE);//同步源所在的轴为轴 1，即

参考轴 

IMC_SetParam32(handle, synsrcvarLoc, 20000, 0,FALSE);//同步源变化 20000 位

移单位 

IMC_SetParam32(handle, slavedistLoc, 5000, 0,FALSE);//从动轴移动到 5000 的

位置 

IMC_SetParam16(handle, startsynLoc, -1, 0 ,FALSE);//开始同步 

以上设置的参数：slaveabs、enasyn、syntype、synsrc、synaxis、synsrcvar、

slavedist 和 startsyn 均属于从动轴的参数，因此函数中这些参数的轴号都为 0。 

也可以使用功能函数，如： 

IMC_MoveInDist(handle, 2.0, 1, 0.5, 0,FALSE); 

执行该函数后没有立刻开始同步，在 startsyn 置非零后才开始同步。

startsyn 置非零轴 1 移动 2.0 的距离后，轴 0 到达 0.5 的目标位置，注意，使用

的是用户单位。 

 时间-位移同步运动（T-P） 3.8.1.2

“时间-位移”同步运动是指从动轴（被同步的轴）移动的距离与时间参数同

步，当历经指定的时间时，从动轴移动指定的距离。“时间-位移”同步运动的参

数配置和步骤与“位移-位移”同步运动类似，只是第（3）步骤写入同步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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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src 的不是位移类参数 curpos，而是控制周期计时参数（ticks）的地址，且第

（5）步写入 synsrcvar 参数的是时间量，即控制周期的个数，同时，由于 ticks

属于全局参数，因此省略第（4）步。 

【例 3-12】 

IMC_SetParam16(handle,slaveabsLoc, 0, 0,FALSE);// slavedist 参数表示的值为

相对距离;若 slavedist 表示绝对值，应设 slaveabs 为-1 

IMC_SetParam16(handle,enasynLoc, -1, 0,FALSE);//使能同步控制 

IMC_SetParam16(handle,syntypeLoc, -1, 0,FALSE);//同步类型为位移同步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Loc, ticksLoc, 0,FALSE);//同步源参数为 ticks 

IMC_SetParam32(handle,synsrcvarLoc, 6000, 0,FALSE);//同步源变化 6000 时间

单位，即控制周期 

IMC_SetParam32(handle,slavedistLoc, 2000, 0,FALSE);//从动轴移动 2000 位移

单位 

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synLoc, -1, 0,FALSE);//开始同步 

以上设置的参数：slaveabs 、enasyn、syntype、synsrc、synsrcvar、slavedist

和 startsyn 均属于被同步轴的参数。 

也可以使用功能函数，如： 

IMC_MoveInTime(handle, 1.0, 0.3, 0, FALSE); 

执行该函数后没有立刻开始同步，在 startsyn 置非零后才开始同步。

startsyn 置非零且历经 1.0 时间后，轴 0 移动 0.3 的距离，注意，使用的是用户

单位。 

 位移-速度同步运动 3.8.1.3

“位移-速度”同步运动一般用于执行连续运动的轴，当同步源移动指定的距

离时，被同步的轴的运行速度达到指定值。“位移-速度”同步运动的参数配置步

骤： 

（1） enasyn 写入非零值，使能同步控制； 

（2） syntype 清零，同步类型为速度同步； 

（3） 同步源参数 synsrc，写入位移类参数的地址，例如：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Loc,curposLoc, 0,FALSE);//;把 curpos 参数的地址

写入从动轴的 synsrc 参数。 

（4） 同步源参数所在轴号写入 synaxis，例如： 

IMC_SetParam16(handle,synaxisLoc, 1, 0, FALSE);//设同步源参数 curpos 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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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号为 1 

（5） 同步源参数变化的范围写入 synsrcvar，例如： 

IMC_SetParam32(handle,synsrcvarLoc, 20000, 0, FALSE); 

（6） 设置被同步轴的目标运行速度参数 mcstgvel，例如： 

IMC_SetParam32(handle,mcstgvelLoc, 100000, 0, FALSE); 

（7） 置 startsyn 参数非零，开始执行同步运动。 

以上设置实现，当同步源所在的轴（本例中的轴 1）移动 20000 个位移单位

时，被同步的轴（本例中的轴 0）运行速度达到 100000。 

当然，在第（7）步也可以通过事件指令设置 startsyn 参数，从而使同步过程

通过事件触发。 

【例 3-13】 

IMC_SetParam16(handle,enasynLoc, -1, 0, FALSE);//使能同步控制 

IMC_SetParam16(handle,syntypeLoc, 0,0, FALSE);//同步类型为速度同步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Loc,curposLoc, 0, FALSE);//同步源参数为 curpos 

IMC_SetParam16(handle,synaxisLoc, 1, 0, FALSE);//同步源所在的轴为轴 1，即

参考轴 

IMC_SetParam32(handle,synsrcvarLoc, 20000, 0, FALSE);//同步源变化 20000 位

移单位 

IMC_SetParam32(handle,mcstgvelLoc, 100000, 0, FALSE);//目标速度为 100000 

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synLoc, -1, 0, FALSE);//开始同步 

以上设置的参数：enasyn、syntype、synsrc、synaxis、synsrcvar、mcstgvel 和

startsyn 均属于被同步轴的参数。 

也可以使用功能函数，如： 

IMC_TgvelInDist(handle, 1.0, 1, 2.0, 0, FALSE); 

执行该函数后没有立刻开始同步，在 startsyn 置非零后才开始同步。

startsyn 置非零且轴 1 移动 1.0 距离后，轴 0 达到目标速度 2.0。注意，使用的

是用户单位。  

 时间-速度同步运动 3.8.1.4

“时间-速度”同步运动一般用于执行连续运动的轴，历经指定的时间时，被

同步的轴的运行速度达到指定值。“时间-速度”同步运动的参数配置步骤与“位

移-速度”类似，只是第（3）步骤写入同步源参数 synsrc 的不是位移类参数 curpos，

而是控制周期计时参数（ticks）的地址，且第（5）步写入 synsrcvar 参数的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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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量，即控制周期的个数，同时，由于 ticks 属于全局参数，因此省略第（4）步。 

【例 3-14】 

IMC_SetParam16(handle,enasynLoc, -1, 0,FALSE);//使能同步控制 

IMC_SetParam16(handle,syntypeLoc, 0, 0,FALSE);//同步类型为速度同步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Loc,ticksLoc, 0,FALSE);//同步源参数为 curpos 

IMC_SetParam32(handle,synsrcvarLoc, 6000, 0,FALSE);//历经 6000 个控制周期 

IMC_SetParam32(handle,mcstgvelLoc, 100000, 0,FALSE);//目标速度为 100000 

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synLoc, -1, 0,FALSE);//开始同步 

以上设置的参数：enasyn、syntype、synsrc、synsrcvar、mcstgvel 和 startsyn

均属于被同步轴的参数。 

也可以使用功能函数，如： 

IMC_TgvelInTime(handle, 1.0, 1, 2.0, 0, FALSE); 

执行该函数后没有立刻开始同步，在 startsyn 置非零后才开始同步。

startsyn 置非零且历经 1.0 时间后，轴 0 达到目标速度 2.0。注意，使用的是用

户单位。 

3.9 轮廓运动（多轴联动）  

轮廓运动是指多个轴联动，使执行机构沿曲线的轮廓移动，一般应用于加工、

纺织、雕刻、仿形等。 

iMC 的轮廓运动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具有专用于轮廓运动的缓冲器（CFIFO）； 

(2) 运动点位数据由上位计算机计算产生，借助计算机的强大计算能力可以

处理复杂的平面或空间曲线。上位计算机只需把运动点序列的数据发送

到缓冲器即可； 

(3) iMC 内部具有高精度样条插补模块，能对于上位机送入的平面或空间曲

线的运动点数据（或微小线段）进行拟合，使轮廓运动的轨迹更平滑； 

(4) 参与轮廓运动的轴数不限。 

3.9.1 基本原理 

轮廓运动的点位数据由上位机计算产生，并送入轮廓运动的专用缓冲器

（CFIFO），iMC 则对这些点位数据进行平滑拟合，即精插补。iMC 采用的是高精

度的样条插补算法，自动对数据点进行平滑拟合，因此实现连续平滑的轮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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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6”所示。 

 

图 3-6 

轮廓运动的点位数据须由上位机计算产生，参与轮廓运动的轴数不限，可以

是 1 轴、2 轴...最多可以是 iMC 支持的最大轴数，在 iMC 中执行轮廓运动的多维

空间系统按 X、Y、Z、A、B、C、D、E...的顺序定义，例如，对于二维平面，两

个轴的定义为 X 和 Y，三维空间的三个轴定义为 X、Y、Z，四维（四轴联动）定

义为 X、Y、Z、A，如此类推，八轴联动的八轴定义为 X、Y、Z、A、B、C、D、E。

iMC 按上述定义的顺序对各个轴进行平滑拟合（精插补），例如，三维空间插补

的处理顺序为 X、Y、Z。因此，计算机送入到轮廓运动缓冲器（CFIFO）的数据也

须按照此顺序，且送入的数据是前后两个运动点各个轴的位置增量值，单位是基

本位移单位。 

例如，假设参与轮廓运动的轴数为 2，整个运动轨迹共有 10 个运动点（不含

起始点），则送入 CFIFO 的数据序列应为：ΔX1、ΔY1、ΔX2、ΔY2、…、ΔX10、

ΔY10。 

其中ΔXn、ΔYn 是 16 位的有符号数，表示第 n-1 运动点到第 n 运动点两个

轴的位置增量值，单位是基本位移单位。如“图 3-6”所示中的“ΔXn”和“Δ

Yn”，假设前一个运动点的坐标(Xn-1,Yn-1)为(1000,2000)，下一个坐标点的坐标

(Xn,Yn)为(1300,2100)，则ΔXn=300，ΔYn=100。 

若整个轮廓轨迹的数据数量较多，主机须分批送入数据，在送入数据的过程

中，若在运动过程中缓冲器空，则暂停运动，直到再次送入数据，虽然轮廓轨迹

还是正确的，但轨迹运动不连续。 

CFIFO可容纳约 1024个数据，但每次送入的数据个数必须小于或等于 126。 

3.9.2 轮廓运动精度和速度 

由于轮廓运动的点位数据是由上位机计算产生的，因此轮廓运动的轨迹精度

拟合后 原始曲线 

ΔXn 

ΔYn 

(Xn-1,Yn-1) 

(Xn,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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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位机对轮廓曲线的插补运算，上位机对轮廓曲线插补时采样

的运动点越密，轮廓运动精度就越高，但这意味着更多的点位数据和更慢的插补

速度，反之，若采样的运动点越疏，轮廓运动精度就越低，但点位数据更少，轨

迹速度更快。 

iMC 采用样条插补算法对送入轮廓运动缓冲器（CFIFO）的点位数据进行平滑

拟合及精插补，使轨迹运动高阶连续，运动更平滑。平滑拟合的时间由

groupsmooth 参数设定。该参数的值越大，拟合时间越长，轨迹运动的速度越慢，

反之，轨迹运动的速度越快。例如，若该参数的值为 64，其物理意义可以理解

为 iMC 每间隔 64 个控制周期则从轮廓运动缓冲器中取出一个运动点的数据进行

精插补。因此，轮廓运动的速度可以这么计算： 

轮廓运动速度 = 前后两点之间的长度/(groupsmooth*控制周期) 

其中“前后两点之间的长度”是指发送到 CFIFO 中的两个点之间的位置增量

值，“控制周期”是指控制器的运动控制周期，本机为 0.25 毫秒。 

注意：某轴加入轴组(Group)参与轮廓运动后，iMC 自动将该轴的平滑因

子参数 smooth 设为与 groupsmooth 同值，且该轴退出轮廓运动后不自动恢复原

值。 

3.9.3 执行轮廓运动的步骤 

由于轮廓运动须借助主机计算产生粗插补数据，因此动态链接函数库中提供

了一些函数供主机调用，详情请参考动态链接函数库的说明文档。 

执行轮廓运动的参数配置方法和步骤为： 

(1) 将参与轮廓运动的各个轴映射到轮廓运动的坐标系。即将它们的轴号根

据映射关系分别写入 iMC 的 group_x，group_y，group_z，group_a...，并设置参

与轮廓运动的轴数——groupnum 参数。例如，假设轴号分别为 0、1、2、3 的四

个轴执行四轴联动，其中轴 2 映射为 X 轴，轴 0 映射为 Y 轴，轴 3 映射为 Z 轴，

1 轴映射为 A 轴，应分别将轴号 2、0、3、1 写入 group_x、group_y、group_z、

group_a，并往 groupnum 参数写入 4，如： 

IMC_SetParam16(handle,group_xLoc, 2,0,FALSE);//映射轴 2 为坐标系的 X 轴 

IMC_SetParam16(handle,group_yLoc, 0,0,FALSE);//映射轴 0 为坐标系的 Y 轴 

IMC_SetParam16(handle,group_zLoc, 3,0,FALSE);//映射轴 3 为坐标系的 Z 轴 

IMC_SetParam16(handle,group_aLoc, 1,0,FALSE);//映射轴 1 为坐标系的 A 轴 

IMC_SetParam16(handle,groupnumLoc,4,0,FALSE);//参与轮廓运动的轴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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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映射轴号为坐标系的轴也可以用函数，例如： 

IMC_MapAxis2Group(handle, ‘X’, 2,FALSE);//映射轴 2 为坐标系的 X 轴 

IMC_MapAxis2Group(handle, ‘Y’, 0,FALSE);//映射轴 0 为坐标系的 Y 轴 

IMC_MapAxis2Group(handle, ‘Z’, 3,FALSE);//映射轴 3 为坐标系的 Z 轴 

IMC_MapAxis2Group(handle, ‘A’, 1,FALSE);//映射轴 1 为坐标系的 A 轴 

IMC_SetGroupAxisNum(handle,4,0,FALSE);//参与轮廓运动的轴数为 4 

(2) 清空轮廓运动缓冲器 CFIFO，确保轮廓运动前缓冲器为空。例： 

IMC_SetParam16(handle,cfifocntLoc, 0,0,FALSE);//往 cfifocnt 参数写操作即

可清零 CFIFO 

或用函数： 

IMC_ClearCFIFO(handle, FALSE); 

(3) 置 startgroup 非零，使能轮廓运动，iMC 开始从缓冲器 CFIFO 中取数据执

行精插补，如： 

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groupLoc, -1, 0, FALSE);  

或使用函数指令： 

IMC_EnableGroup(handle, -1, FALSE);//注意：参数值为非零则使能，零则禁

止。 

(4) 主机把运动点的数据序列送入缓冲器 CFIFO，动态链接函数库提供该函数： 

IMC_PutContourData(Handle, data[], len) 

其中 Handle 为句柄，data[]为本次发送的数据存放的数组首地址，len 为本次

发送数据的个数，len 小于等于 126。注意，该函数无对应的函数指令，仅提供

给用户程序作为函数调用。关于该函数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函数库说明。 

在轮廓运动过程中，contouring 标志参数标志该轴当前是否正在进行轮廓运

动，自 startgroup 置非零并且缓冲器送入数据后，contouring 标志参数的值为

0xFFFF，若缓冲器中的数据被 iMC“消耗”完，contouring 标志参数变为 0。 

注意：contouring 标志参数仅标志 CFIFO 中已无数据进行轮廓运动，但并

不意味已停止运动，因为最后一个数据点的精插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若需判断

轮廓运动是否已停止，应查询 moving 标志参数。 

3.9.4 使能/禁止轮廓运动 

iMC 的 startgroup 参数置非零值可使能轮廓运动，清零 startgroup 则禁止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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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运动。使能/禁止轮廓运动的函数指令： 

使能：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groupLoc, -1,0, FALSE); 

禁止：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groupLoc, 0,0,FALSE);  

使能轮廓运动后，iMC 将轮廓平滑拟合参数 groupsmooth 拷贝到参与轮廓运

动的所有轴的平滑因子参数 smooth，并开始从缓冲器 CFIFO 中取数据进行平滑

拟合及精插补。禁止轮廓运动后，停止从缓冲器 CFIFO 中取数据，但各轴的 smooth

参数并不自动恢复参与轮廓运动前的值，而是保持 groupsmooth 的值。 

禁止轮廓运动后 iMC 停止从 CFIFO 中取数据，因此实际上可以暂停轮廓运动。

暂停轮廓运动后，使能轮廓运动即又可以继续执行轮廓运动。 

注意，轮廓运动结束（contouring 标志参数变为 0）后，startgroup 参数

值仍保持非零值，即处于使能轮廓运动的状态，若不再需要执行轮廓运动，应清

零 startgroup。 

3.9.5 退出轮廓运动 

若轮廓运动过程中出现异常，应退出轮廓运动，此时应先清零 iMC 的

startgroup 参数，禁止轮廓运动，然后清空 CFIFO。函数指令为： 

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groupLoc, 0, 0, FALSE); //清零 startgroup 

IMC_SetParam16(handle,cfifocntLoc, 0, 0, FALSE);  //向该参数执行写操作即可

清零 CFIFO 

在轮廓运动过程中退出，会清空轮廓运动缓冲器（CFIFO），因此应注意可能

会丢失一些轮廓路径的信息，用户程序应作相应的处理。 

因此，正常情况下不应使用此方法退出轮廓运动。正常退出轮廓运动只需清

零 startgroup。 

3.10 直线/圆弧插补（软件插补） 

本节所述的直线/圆弧插补并非由 iMC 内部实现，而是由上位机软件计算点

位数据，并借助“3.9”所述的轮廓运动模式实现，函数库中提供相应的函数。 

直线/圆弧插补的主要特点： 

(1) 支持二维平面和三维空间的直线和圆弧； 

(2) 支持连续路径插补，每段直线/圆弧都可以指定运行速度和终点速度； 

(3) 直线或圆弧段缓存在队列中，在插补运动过程中可以加入直线或圆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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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主机的多线程支持）； 

 

 

图 3-7 

如“图 3-7”所示的运动轨迹，假设用于对椭圆形边沿涂胶，工艺要求喷胶

头在圆弧段的移动速度为 1.0，直线段的移动速度为 2.0。喷胶头首先在坐标原点

快速移动到起始位置点 A，然后开始以 1.0 的速度移动到 B 点，B 点的速度为 1.0，

BC 为直线段，喷胶头从 B 点开始加速到 2.0 的速度，若直线段足够长则可以达

到 2.0 的目标速度。由于 BC 段终点（即 C 点）的速度为 1.0，因此在接近终点时

自动减速到 1.0，进入 CD 段（半圆弧），匀速移动到 D 点，进入直线段 DE，加

速到 2.0 的速度，并在 E 点将速度降到 1.0 进入圆弧段 EA，完成绕如图所示的椭

圆轨迹一周，最后快速返回工件坐标原点 O。 

“【例 3-15】”为以上轨迹运动的主要函数。 

【例 3-15】 

IMC_InitPath(handle,0,1,-1,false);//映射轴 0 为 X 轴，轴 1 为 Y 轴，Z 轴不使用 

;置当前点为坐标原点 O(0,0)，清空段队列， 

IMC_AddLine(handle, 0.0, 4.0, 5.0, 0.0 );//以 5.0 的目标速度移动到 A 点，终点速度

为 0 

IMC_AddArc(handle, 2.0,6.0,2.0,4.0,-1,1.0,1.0;//以 1.0 的速度运动圆弧段 AB，终点

速度为 1.0 

IMC_AddLine(handle, 6.0, 6.0, 2.0, 1.0);//以 2.0 的速度运动直线段 BC，终点速度为

1.0 

IMC_AddArc(handle, 6.0,2.0,6.0,4.0,-1,1.0,1.0);//以 1.0 的速度运动圆弧段 CD，终点

速度为 1.0 

O(0,0) 

A(0,4) 

B(2,6) C(6,6) 

D(6,2) E(2,2) 

F(2,4) 
G(6,4)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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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_AddLine(handle, 2.0, 2.0, 2.0, 1.0 );//以 2.0 的速度运动直线段 DE，终点速度

为 1.0 

IMC_AddArc(handle, 0.0,4.0,2.0,4.0,-1,1.0,0.0);//以 1.0 的速度运动圆弧段 EA，终点

速度为 0 

IMC_AddLine(handle, 0.0, 0.0, 5.0, 0.0);//以 5.0 的速度返回到 O 点（原点） 

do {  //开始执行队列中的路径 

Status = IMC_InterpolatePath(handle);  //计算插补点并发送到 CFIFO 

 }while (Status == IMC_PATH_NOTEND); 

 

由于直线/圆弧插补算法是由软件模块实现，因此这些指令是函数指令，

其位置、速度等参数均已转换为用户单位，因此使用这些指令前必须先设置时间

和位移单位倍率因子。 

3.10.1 段队列 

段队列是一个存储直线段和圆弧段数据的数据结构，在执行插补之前，直线

段和圆弧段是先加到队列里的。段队列最多能容纳 256 条直线段或圆弧段，执行

插补过程中，插补器按先进先出的规则从队列里取出直线段或圆弧段进行连续地

插补运算，每完成一段（直线或圆弧），队列里的段数减少 1。只要队列未满（段

数小于 256），都可以加入新的段。往段队列加入直线段的函数为 IMC_AddLine

（平面直线）和 IMC_AddLine3（三维空间直线）；加入圆弧段的指令为 IMC_AddArc

（平面圆弧）和 IMC_AddArc3（三维空间圆弧），详见《iMC2650A 嵌入式运动控

制器之 WindowsCE 编程手册》。 

3.10.2 直线/圆弧段 

段队列中的直线段和圆弧段具有以下特点： 

(1) 相邻段之间，前一段的终点是后一段的起点，对于第一段，其起点是工

件坐标系的原点（坐标为零），如“图 3-7”中的 O 点，因此，加入直线/圆弧段

的指令或函数中只有终点坐标信息。 

(2) 每段直线段或圆弧段，均可指定运行速度 V1和终点速度V2，如“【例 3-15】”

中的“IMC_AddLine(handle, 6.0, 6.0, 2.0, 1.0)”指令是添加直线段 BC 到段队列，

其中的 2.0 是该直线段的运行速度，1.0 是终点速度，即到达 C 点时的速度。注

意，若 BC 段的长度较小，有可能达不到指定的运行速度 V1 和终点速度 V2，算法

将以趋向于终点速度为优先考虑因素而执行加速或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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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相邻段在连接处的速度非零，则要求相邻段在此处是“连续”的，可

通过“图 3-8”理解“连续”的概念。图中所示的(1)、(2)、(3)，相邻两段在连

接点处的切线是重合的，因此是“连续”的，速度在此连接处可以平滑过渡到下

一段；而图中的(4)、(5)、(6)，相邻两段在连接点处的切线并不重合，而是存在

一个非零的夹角“α”，因此速度在此连接位置过渡时存在一个“跳跃”。 

 

图 3-8 

然而，若夹角 α 较小，速度在过渡处的“跳跃”不大，对运动平滑性的冲击

较小，此时我们仍可以认为是“连续”的，换言之，我们允许相邻两段在连接处

的切线存在一个较小的角度 α，此角度可以通过“IMC_SetSegAngle”函数设置。

若待加入的段与段队列中末段的切线夹角 α 大于设置值，且末段的终点速度非零，

该段将不会被加入段队列。注意：若末段的终点速度为零，则无此限制。 

(4) 若工件坐标为 X-Y 平面坐标系，只能加入平面直线段或平面圆弧段；若

为 X-Y-Z 空间坐标系，可以加入平面直线段、平面圆弧段、空间直线段和空间圆

弧段。 

(5) 在插补运动过程中，只要段队列未满，都可以往段队列加入直线或圆弧

段，这个通常需要多线程的支持。 

3.10.3 工件坐标系 

工件坐标系是在执行直线/圆弧插补之前建立的参考坐标系，直线段或圆弧

段的端点坐标都是基于该坐标系的。可以根据轨迹运动的需要建立二维平面坐标

系或三维空间坐标系，如“图 3-9”所示。 

工件坐标系的坐标和速度均采用用户单位，因此应先设置时间和位移单位倍

率因子，关于时间和位移单位倍率因子的说明请参考《iMC2650A 嵌入式运动控

制器之 WindowsCE 编程手册》。工件坐标系是在初始化路径时建立的。初始化指

令的函数为： 

A B C 

C 

B A 

(1) 

C 

B A 

(2) 

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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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_InitPath(handle, Xaxis, Yaxis, Zaxis, false); 

其中参数 Xaxis、Yaxis、Zaxis 为 iMC 中的轴号，分别表明轴号为 Xaxis、Yaxis、

Zaxis 的轴映到工件坐标系中的 X、Y、Z 轴。若建立平面坐标系，须映射 X、Y 两

个轴，且 Zaxis 参数必须是一个负值，表示该轴无效，如： 

IMC_InitPath(handle, 0,1,-1 ,false);  

初始化时建立二维平面坐标系，轴 0 映射为 X 轴，轴 1 为 Y 轴，如“图 3-9”

中的(1)所示。注意：Z 轴未使用，因此 Zaxis 参数应设为负值，此处为-1。 

若建立空间坐标系，则须映射 X、Y、Z 三个轴，如： 

IMC_InitPath(handle, 3,0,2,false);   

初始化时建立三维空间坐标系，轴 3 映射为 X 轴，轴 0 为 Y 轴，轴 2 为 Z 轴，

如“图 3-9”中的(2)所示。 

 

图 3-9 

初始化路径指令除了建立工件坐标系外，还置当前位置为工件坐标系的原点

（坐标为 0），清空段队列，清空轮廓运动的缓冲器（CFIFO），清零路径长度以

及其它变量等。 

 

1、 未使用的轴一定要设为负值，如上例的 IMC_InitPath(handle, 0, 1, -1,false)。 

2、 工件坐标系使用的单位为用户单位，因此应先设置时间和位移单位倍率

因子，详见《iMC2650A 嵌入式运动控制器之 WindowsCE 编程手册》之

“7.2.4.1 时间位移单位倍率因子设置”。 

3、 在运行软件之后第一次往段队列加入段之前必须先执行初始化路径，以

建立工件坐标系、清空队列，清空 CFIFO，以及初始化其它变量。若退出软件之

后重新运行软件，也必须先执行初始化路径。此外，若路径运动正在执行过程中

O(0,0) 
X 

Y 

X 

Y 

Z 

O(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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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 0) 

(轴 1) 

(轴 3) 

(轴 0) 

(轴 1) 



iMC2650A 嵌入式运动控制器硬件手册 86 

 

 

遇到非正常结束，或由于错误退出，或用户二次开发的软件由于某种原因退出，

这些情况下重新执行路径运动前都必须先执行初始化路径，否则可能会导致运动

错误。 

3.10.4 路径插补 

路径插补是指对加入到段队列中所有直线段和圆弧段连接而成的路径进行

插补运算，并将数据送入轮廓运动缓冲器（CFIFO），再由 iMC 对 CFIFO 中的数据

进行精插补。执行整条路径运动就是循环地执行路径插补的过程，一直到整条路

径结束。路径插补由函数库中的函数——“IMC_InterpolatePath”实现。该函数

的功能是计算出路径的运动点的数据，并发送到轮廓运动的缓冲器（CFIFO）。该

函数返回的值有三种： 

(1) IMC_PATH_NOTEND：表明路径运动未完成； 

(2) IMC_OK：数据已成功发送到 FIFO； 

(3) 其它返回值：插补路径错误，可能是通信不成功，校验错误等。 

用户在调用该函数开发应用时，应循环地调用该函数，例如 C 代码： 

 

该程序循环地执行插补路径，直到完成整条路径或错误退出。该例完整的代

码可参考相应的例子，基于该函数，用户可以灵活地设计各种应用。在执行路径

运动的过程中，只要段队列未满（段数小于 256），都可以往段队列添加直线段

或圆弧段（需要多线程支持，一线程执行路径插补，另一线程添加直线段或圆弧

段）。 

3.10.5 执行直线/圆弧插补步骤 

(1) 设置时间单位倍率因子以及各个轴的位移单位倍率因子，详细请参考

《iMC2650A 嵌入式运动控制器之 WindowsCE 编程手册》； 

(2) 设置路径的加速度和减速度； 

(3) 初始化路径； 

(4) 往段队列添加直线段或圆弧段； 

(5) 置 iMC 中的 startgroup 标志参数非零，使能轮廓运动，iMC 开始从轮廓

运动缓冲器（CFIFO）中取出数据执行精插补； 

(6) 循环执行路径插补函数。 

do { 

 Status = IMC_InterpolatePath(...); 

 }while (Status == IMC_PATH_NO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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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用户程序时，可参考相应的例子程序。 

在执行插补运动的过程中，参与插补的轴的 contouring 和 moving 标志参数

值均为 0xFFFF。路径插补结束（IMC_InterpolatePath 函数返回 IMC_OK）且 CFIFO

中的数据已被精插补算法“消耗完”时，contouring 标志参数值变为 0，此时可

能最后一个点的精插补尚未结束，运动仍未停止，因此 moving 仍为 0xFFFF。用

户程序可以通过查询 moving 标志参数判断是否已完成插补并停止运动。 

3.10.6 使能/禁止插补运动 

iMC 的 startgroup 参数置非零值可使能路径插补运动，清零 startgroup 则禁

止。使能/禁止插补运动的函数指令： 

使能：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groupLoc, -1, FALSE); 

禁止：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groupLoc, 0, FALSE); 

或者使用函数指令： 

使能：IMC_EnableGroup(handle, -1, FALSE); 

禁止：IMC_EnableGroup(handle, 0, FALSE); 

使能插补运动后，iMC 将轮廓平滑拟合参数 groupsmooth 拷贝到参与插补运

动的轴的平滑因子参数 smooth，并开始从缓冲器 CFIFO 中取数据进行平滑拟合

及精插补。禁止轮廓运动后，停止从缓冲器 CFIFO 中取数据，但各轴的 smooth

参数并不自动恢复为参与插补运动前的值，而是保持 groupsmooth 的值。 

禁止插补运动后 iMC 停止从 CFIFO 中取数据，因此实际上可用于暂停插补运

动。暂停插补运动后，使能插补运动即又可以继续执行未完成的插补运动。 

注意，插补运动结束后，startgroup 参数值仍保持非零值，即处于使能插

补运动的状态，若不再需要执行插补运动，应清零 startgroup，且若运动平滑因

子需使用不等于 groupsmooth 的值，需重新写入 smooth 的值。 

3.10.7 退出插补运动 

若插补运动过程中出现异常，应退出插补运动，此时应先清零 iMC 的

startgroup 参数，然后清空 CFIFO。基本函数指令为： 

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groupLoc, 0,FALSE);  //清零 startgroup 

IMC_SetParam16(handle,cfifocntLoc,0, FALSE); //向该参数写操作即可清零

CFIFO 

或者使用函数指令： 

IMC_ExitGroup(handle,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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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插补运动过程中退出，由于对 CFIFO 实施清空，因此会丢失一些路径信息，

若需再次执行插补运动，必须再次初始化路径（InitPath），否则会导致运动错误。 

可见，正常情况下不应使用此方法退出插补运动。正常退出插补运动只需清

零 startgroup。 

3.10.8 插补精度 

插补运动的点位数据是由上位机软件模块计算产生的，送入轮廓运动缓冲器

后再由 iMC 进行平滑拟合及精插补，因此插补的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位机

软件模块对运动点位数据的计算，若对曲线取点的间隔越密，轮廓精度就越高，

反之轮廓精度就越低。对于指定的路径速度，若软件模块对路径取点的频率越高，

取点的间隔就越密，反之就越疏。可见插补运动的轮廓精度主要取决于插补采样

频率。用于设置插补采样频率的函数为： 

IMC_SetInterpFreq(handle, 插补采样频率); 

其中“插补采样频率”是指每秒钟取路径中点的个数，例如，若插补采样频

率为 95，表示每秒钟从路径中采样 95 个运动点，这能满足一般应用的精度要求。

若需达到更高的插补精度，可设置更高的插补采样频率，当然，更高的插补频率

意味着数据更多，完成路径的时间更长。 

iMC 利用样条插补技术对软件模块计算产生的点位数据进行平滑拟合及精插

补，使轨迹高阶连续，运动过程更平滑。该平滑拟合的时间由 groupsmooth 参数

设定，其意义可以理解为 iMC 从轮廓运动缓冲器（CFIFO）中取出运动点数据进

行平滑拟合及精插补的时间间隔，可见，该参数的值越大，轨迹运动的速度越慢，

反之，轨迹运动的速度越快。例如，若该参数的值为 64，其意义可以理解为 iMC

每间隔 64 个控制周期从轮廓运动缓冲器中取出一个运动点的数据进行精插补。 

注意：某轴加入轴组(Group)参与轮廓运动或直线/圆弧插补运动后，iMC

自动将该轴的平滑因子参数 smooth 设为与 groupsmooth 同值，且该轴退出轮廓

运动后不自动恢复原值，因此插补运动结束后，若运动平滑因子需使用不等于

groupsmooth 的值，应重新写入 smooth 的值。 

3.11 点动 

点动（JOG）是指按下点动按钮，电机运动，松开点动按钮，电机停止。点

动实际上是连续速度运动模式的一种应用，若点动按钮是指主机应用程序上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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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按钮，可由主机编程实现，方法是：当按钮按下时，主机向 mcstgvel 参数写入

点动速度；按钮松开时，向 mcstgvel 参数写入 0，停止移动。 

3.12 多轴线性连续路径插补（硬件连续插补） 

多轴线性连续插补运动属于一种连续路径运动，线段与线段之间的衔接可以

是连续、不间断的，常用于多轴线性同步运动，如弹簧机等。可以连续处理大量

微小线段，因此也可以用于路径加工、切割、围字等。iMC2 的连续插补具有强

大且实用的功能，主要有以下特点： 

（1） 支持单个轴~全部轴连续插补，控制卡内部硬件插补运算，高速高精度（误

差<1 脉冲单位）； 

（2） 段与段之间的衔接过渡采用三阶融合技术，减小不同方向的段在过渡时刻

的冲击； 

（3） 可以在 PFIFO 段之间插入等待指令、写入参数指令、事件指令，实现复杂

的同步运动，如 I/O 与路径运动的同步等； 

（4） 可以指定每段的运行速度和段末速度； 

（5） 可以选择基于 X、Y、Z 的合成路径长度来规划速度，也可以基于某个轴的

移动距离长度来规划速度； 

（6） 可以实时改变速度比率。 

多轴直线插补即路径运动功能基于一个专用的先进先出缓冲器（PFIFO），该

缓冲器的深度为 1024（WORD），所有的插补数据均缓存在此 PFIFO 中，执行路

径运动之前，需设置一些参数，“表 3-2”列出了相关的主要参数描述。 

表 3-2 多轴线性连续插补相关参数 

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startpath G F16 0 写入非零开始执行路径运动 

pathacc G S16.16 0 路径加速度。 

pathabs G F16 0 
设置段的坐标数据以绝对值还是相对值表

示。 

feedrate G S16.16 65536 
进给倍率，通过该参数可在路径运动过程中

实时改变路径速度。 

segID G U32 0 
正在执行的段的 ID 号，每执行一段，该 ID

加 1 

segtgvel G S16.16 0 段执行的目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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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segendvel G S16.16 0 段结束时的速度 

pathaxisnum G F16 0 参与路径运动的轴数 

segmap_x G F16 0 映射为 X 轴的轴号 

segmap_y G F16 0 映射为 Y 轴的轴号 

segmap_z G F16 0 映射为 Z 轴的轴号 

segmap_a G F16 0 映射为 A 轴的轴号 

segmap_b G F16 0 映射为 B 轴的轴号 

segmap_c G F16 0 映射为 C 轴的轴号 

segmap_d G F16 0 映射为 D 轴的轴号 

segmap_e G F16 0 映射为 E 轴的轴号 

asseglen G F16 0 

指定速度规划是否基于该段合成路径的长

度，或某个轴在该段的移动距离。若

asseglen 为 0，速度规划基于 X、Y、Z 三轴

的合成路径长度，即 pathvel 是合成路径的

速度。当然，当 pathaxisnum 小于 3 时，则

只有 X 轴或 X、Y 轴合成路径长度。若

asseglen 非零，asseglen 必须为

1~pathaxisnum 范围的一个值，表示采用

segmap_x、segmap_y…所映射的轴的移动距

离进行速度规划，如 1 表示采用 X 轴的移动

距离规划速度，因此 pathvel 即为 X 轴的速

度。 

segwaitequ G F16 0 
PathWaitEqu 类型的等待指令使用此参数，

用于与被等待参数进行比较 

segwaitand G F16 0 

PathWaitEqu 类型的等待指令使用此参数，

用于与被等待参数进行相与，滤取需要比较

的位域 

moveinpath A F16 0 
轴参数，表明该轴是否参与路径运动并正在

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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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pathevents G F16 0 

路径事件条数，插入事件指令时，自动设置

该参数的值。该参数清零则停止执行路径事

件指令  

pathvel G S16.16 0 当前路径速度（只读） 

pathfifoclr G F16 - 清空 PFIFO 

pathFIFOcnt G F16 0 PFIFO 中数据个数 

 

iMC 的路径运动功能支持普通应用模式和高级应用模式。 

3.12.1 普通应用模式 

普通应用模式是指常见的直线插补。在这种应用方式下，用户把线段数据逐

段送入路径运动专用缓冲器（PFIFO）即可。 

普通应用模式下，送入的直线段数据有两种方案： 

（1） 仅送入路径各坐标轴的终点（绝对位置）或相对位移。 

采用这种方案往 PFIFO 送入段数据的指令格式为： 

IMC_PathAddLine(handle, PathSegData* pdata); 

例如： 

PathSegData  Data; 

Data. datanum =  4; 

Data. SegEndData [0] = 1000; 

Data. SegEndData [1] = 2000; 

Data. SegEndData [2] = 3000; 

Data. SegEndData [3] = 500; 

IMC_PathAddLine(handle,&Data); 

该指令送入 PFIFO 一段 4 轴线性插补的段。 

（2） 在（1）的基础上再加上段的运行速度和末端速度。 

采用这种方案往 PFIFO 送入段数据的指令格式为： 

IMC_PathAddLineSegData(handle, PFIFOSegInfo* pdata); 

例如： 

PFIFOSegInfo Data; 

Data. SegTgVel = 50000; 

Data. SegEndVel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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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data. datanum = 3; 

Data.data. SegEndData[0] = 1000; 

Data.data. SegEndData[1] = 2000; 

Data.data. SegEndData[2] = 3000; 

IMC_PathAddLineSegData(handle, &Data); 

该指令送入 PFIFO 一段 3 轴线性插补的段，该段的目标速度为 50000，末端

速度为 10000。 

例 3-16 普通应用模式 

IMC_SetParam16(handle,pathaxisnumLoc, 2,0,FALSE);//参与路径运动的轴数 

IMC_SetParam32(handle,pathaccLoc, 1000,0,FALSE);//路径加速度 

IMC_SetParam32(handle, feedrateLoc, 65536,0,FALSE);// 1:1 的进给倍率 

IMC_SetParam32(handle, federateLoc, 65536,0,FALSE);// 1:1 的进给倍率 

IMC_SetParam16(handle,segmap_xLoc, 0,0,FALSE);//坐标系的 X 轴映射为轴 0 

IMC_SetParam16(handle,segmap_yLoc, 1,0,FALSE);//坐标系的 X 轴映射为轴 1 

IMC_SetParam16(handle,pathabsLoc, 0,0,FALSE);// 段的数据以相对位移方式

表示 

IMC_SetParam32(handle,segtgvelLoc, 85000,0,FALSE);//设置段的运行速度 

IMC_SetParam32(handle,segendvelLoc, 0,0,FALSE);//设置段末的速度 

IMC_SetParam16(handle,pathfifoclrLoc, -1,0,FALSE);//清空 PFIFO 

PathSegData Data; 

Data. Datanum = 2; 

Data. SegEndData[0] = 20000; 

Data. SegEndData[1] = 30000; 

IMC_Pathaddline(handle, &Data)  ;加入一段数据 

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pathLoc, -1,0,FALSE);//启动路径运动 

上例中，X 轴（轴 0）和 Y 轴（轴 1）分别从当前位置移动 20000 和 30000

个基本位移单位（即脉冲）的长度。其目标速度为 85000，末端速度为 0。 

注意：段运行速度参数 segtgvel 的格式为“S16.16”，即高 16 位为速度的

整数部分，低 16位为速度的小数部分，因此 85000表示的值是 85000/2^16 = 1.297，

单位是脉冲/控制周期。 

上例中只执行了一个直线段，若后面还有直线段需要执行，可以继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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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_Pathaddline”或“IMC_PathaddlinesegData”函数往 PFIFO 添加段数据。若

PFIFO 中有多段，当前段执行结束后，自动执行下一段，segendvel 设定的速度则

是前后两段的衔接速度。 

“IMC_Pathaddline”和“IMC_PathaddlinesegData”的区别：“IMC_Pathaddline”

指令不带段运行速度和段末端速度数据，因此该段以预设的 segtgvel 作为该段的

运行速度，以 segendvel 为末端运行速度；“IMC_PathaddlinesegData”指令带段

运行速度和段末端速度数据，该段执行时，会把段运行速度和段末端速度数据分

别拷贝到 segtgvel、segendvel 参数。 

由于“IMC_Pathaddline”指令不带段运行速度和段末端速度数据，占用 PFIFO

的空间较少，段数据较多时效率较高；由于“IMC_PathaddlinesegData”带段运

行速度和段末端速度数据，占用较多的 PFIFO 空间，但可以控制每段的运行速度

和段末速度。用户可以根据具体应用情况混合使用这两种加入段数据的方案。  

3.12.2 高级应用模式 

有些应用需要在执行某段之前，或执行某段之后，执行一些其它的操作，如

等待、设置 I/O，事件处理等。这些应用可通过高级应用模式来实现。高级应用

模式是指在普通应用模式的基础上，往 PFIFO 插入其它指令。可插入的指令有以

下几类： 

 插入等待指令 3.12.2.1

等待指令的作用是，执行到该指令时，等待条件满足后，才执行后续的指令。

根据等待条件的不同，等待指令分为两种： 

A． 等待某个参数为零 

函数为：IMC_PathWaitToZero(handle, param,  axis); 

其中 “param”表示被等待参数，“axis”表示“param”所属的轴号，若“param”

是全局参数，“axis”为 0。例如： 

IMC_PathWaitToZero(handle, movingLoc, 1); //等待轴 1 的 moving 参数为 0 

IMC_PathWaitToZero(handle, user16b0Loc, 0);//等待全局参数 user16b0 为 0 

第一条指令等待轴 1 停止运动，第二条指令等待 user16b0 参数为 0。 

B． 等待某个参数的指定位域等于“0”或“1”状态 

函数为：IMC_PathWaitEqu(handle, param, axis); 

其中 “param”表示被等待参数，“axis”表示“param”所属的轴号，若“param”

是全局参数，“axis”为 0。例如： 

IMC_PathWaitEqu(handle, aioLoc, 0);//;等待轴 0 的 aio 寄存器的指定位域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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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或“1” 

指定的位域由参数 segwaitand 滤取，该参数中为“1”的位域表示有效， 

segwaitequ 参数用于与 segwaitand 滤取的有效位进行比较，相等则条件成立。如

上例中，若需等待 aio 寄存器的 bit2 位域置“1”，segwaitand 参数设为 0x0004，

segwaitequ 参数设为 0x0004。 

注：segwaitand 和 segwaitequ 参数需在“IMC_PathWaitEqu”函数执行之

前设置。等待指令的 param 参数必须为 16 位的参数。 

 插入写参数指令 3.12.2.2

插入写参数指令的目的是执行某段之前或之后，设置某些参数，或某个参数

（寄存器）的指定位域。 

（1） 插入设置 16 位、32 位、48 位数据的指令的函数分别为： 

IMC_PathWRData16(handle, param, data, axis) 

IMC_PathWRData32(handle, param, data, axis) 

IMC_PathWRData48(handle, param, data, axis)  

其中 “param”为参数， “data1”为数据，“axis”为“param”参数所属

的轴号，若“param”是全局参数，“axis”设为 0。例如： 

IMC_PathWRData16(handle, pathaxisnum 3, 0); 

设置 pathaxisnum 参数为 3，由于 pathaxisnum 是全局参数，因此最后一个数

据为 0。 

路径运动的坐标系映射相关参数的地址是连续的，依次为 pathaxisnum、

segmap_x、segmap_y、segmap_z、segmap_a、segmap_b、segmap_c。 

（2） 设置某个参数的指定位域 

函数为：IMC_PathWRDataORXOR(handle, param, orword, xorword, axis)  

该指令先读取“param”参数，将它和“orword”进行逻辑或运算，结果再

和“xorword”进行逻辑异或运算，结果写回“param”，axis 为“param”参数所

属的轴号，若“param”为全局参数，“axis”为 0。 

此指令能灵活地对指定的参数的某些位域进行置位、清零或翻转（”1””0”

或 0”，或”0””1”）。若某位域需置位，orword 对应的位域为“1”，xorword 对

应的位域为“0”；若某位域需清零，orword 对应的位域为“1”，xorword 对应的

位域为“1”；若某位域需翻转，orword 对应的位域为“0”，xorword 对应的位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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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 

例如：IMC_PathWRDataORXOR(handle, gioLoc, 2, 0, 0); 

此指令实现对 gio 的 bit1 位域置位操作。 

可见，该指令可以对输出 I/O 进行打开、关闭、翻转操作。 

 插入事件指令 3.12.2.3

在一些应用中，需要在某些段的执行过程中，实时地检测某些事件是否发生，

若发生做相应的处理。这种应用可以插入事件指令来实现。最多可以插入 32 条

事件指令。在这里插入的事件指令的执行空间独立于“第 5 章 高级：事件编程”

所述的事件指令运行空间，为了区别，我们把此处插入的事件指令称为“路径事

件指令”，而“第 5 章 高级：事件编程”所述的事件指令称为“系统事件指令”。 

“路径事件指令”与“系统事件指令”的格式相同，运算操作相同，作用域

也同是全局的。然而，“路径事件指令”和“系统事件指令”分别具有独立的执

行空间，因此互不干涉，即载入“系统事件指令”不影响“路径事件指令”，反

之亦然。另外，“系统事件指令”是通过 IFIFO 或 QFIFO 逐条载入执行空间的，

而“路径事件指令”是通过 PFIFO 一次载入若干条事件指令。 

关于事件指令的操作码所执行的运算操作以及应用说明，请参阅本文档“5.3

操作码”部分内容。 

在段与段之间插入的若干条路径事件指令，需打包一次发送，即先在一个

pEvent 指向的结构体数组中填充事件指令，然后调用 IMC_PathAddEvent(…)函数。 

插入事件指令后，控制器 pathevents 参数的值为事件指令的数量。任何时候

可以清零 pathevents，以停止执行事件指令。 

路径事件指令的有效存活期为：从载入事件执行空间之后到清零 pathevents。

当有新的事件指令被载入，之前的事件指令被覆盖。 

例 3-17 高级应用模式 

IMC_SetParam16(handle,pathaxisnumLoc, 2,0, FALSE);//参与路径运动的轴数 

IMC_SetParam32(handle,pathacc Loc,1000, 0,FALSE);//路径加速度 

IMC_SetParam32(handle,feedrateLoc, 65536, 0,FALSE);//1:1 的进给倍率 

IMC_SetParam16(handle,segmap_xLoc, 0, 0,FALSE);//坐标系的 X 轴映射为轴 0 

IMC_SetParam16(handle,segmap_yLoc, 1, 0,FALSE);//坐标系的 X 轴映射为轴 1 

IMC_SetParam16(handle,pathabsLoc, 0,0, FALSE);//段的数据以相对位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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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IMC_SetParam32(handle,mcstgposLoc, 10000, 2, FALSE);//轴 2 移动目标为

10000 

IMC_SetParam16(handle,mcsgoLoc, -1, 2, FALSE);//启动轴 2 移动 

IMC_SetParam16(handle,pathfifoclrLoc, -1, 0, FALSE);//清零 PFIFO 

IMC_PathWaitToZero(handle, movingLoc, 2);//等待轴 2 停止 

PFIFOSegInfo  Data; 

Data. SegTgVel = 85000;  

Data. SegEndVel= 85000; 

Data.data.datanum = 2;  

Data.data. SegEndData[0] = 20000; 

Data.data. SegEndData[1] = 30000; 

IMC_PathAddLineSegData(handle,&Data) ; //加入一段数据 

IMC_PathWRDataORXOR(handle,gioLoc, 2, 0, 0);//gio 的 bit1 置 1  

All_EVENT_INFO Event; 

EventInfo Einfo[3]; 

Event.eventnum = 3;//3 条事件 

Event.pEvent = Einfo; 

//事件指令 1，轴 0 的 aio 寄存器和 4 逻辑与运算 

Einfo[0].EventCMD = CMD_ AND16i; 

Einfo[0].EventType = IMC_Allways; 

Einfo[0].Src1 = aioLoc; 

Einfo[0].Src1_axis = 0; 

Einfo[0].Src2.data16.data = 4; 

Einfo[0].dest = 0; 

Einfo[0].dest_axis = 0;  

//事件指令 2，结束路径运动 

Einfo[1].EventCMD = CMD_ SET16; 

Einfo[1].EventType = IMC_IF_NotZero; 

Einfo[1].Src2.data16.data = 0; 

Einfo[1].dest = startpathLoc; 

Einfo[1].dest_axis = 0;  

//事件指令 3，结束执行路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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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fo[2].EventCMD = CMD_ SET16; 

Einfo[2].EventType = IMC_IF_NotZero; 

Einfo[2].Src2.data16.data = 0; 

Einfo[2].dest = patheventsLoc; 

Einfo[2].dest_axis = 0; 

IMC_PathAddEvent(handle, &Event);// 插入若干事件指令 

PathSegData Data1;  

Data1.datanum = 2;  

Data1. SegEndData[0] = 20000; 

Data1. SegEndData[1] = 30000; 

IMC_PathAddLine(handle, &Data1);//加入一段数据 

PFIFOSegInfo  Data; 

Data. SegTgVel = 85000;  

Data. SegEndVel= 0; 

Data.data.datanum = 2;  

Data.data. SegEndData[0] = -40000; 

Data.data. SegEndData[1] = -60000; 

IMC_PathAddLineSegData(handle,&Data) ;//加入一段数据 

IMC_PathWRData16(handle,patheventsLoc, 1, 0);//往 pathevents 写入 0，结束

路径事件 

IMC_SetParam16(handle,startpathLoc, -1,0,FALSE);//启动路径运动 

 

上例中的路径运动，首先等待轴2完成目标为10000基本移动单位（即脉冲）

的点到点移动，然后 X 轴（轴 0）和 Y 轴（轴 1）分别从当前位置移动 20000 和

30000 个基本位移单位的长度，其目标速度为 85000，末端速度为 85000。完成

该段后，置位 gio 的 bit1，并载入 3 条事件指令对轴 0 的寄存器 aio 的 bit2（输

入 I/O）进行检测，在之后的路径运动过程中，若检测到低电平，结束路径运动，

结束路径事件指令。 

 上例中，从“IMC_PathWaitToZero”函数开始，到“IMC_PathWRData”

函数，这些指令按序压入 PFIFO，置 startpath 非零后，开始逐条执行指令，排在

段数据指令之后的等待指令和写入数据指令，当该段执行完了之后被立刻执行；

而排在段数据指令之后的事件指令，只有该段执行完毕了之后才被载入路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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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执行空间，并在下个控制周期开始执行。 

3.12.3 进给倍率 

可以通过改变 feedrate 参数的值实时改变进给速率，feedrate 参数值的格式

为 16.16，即 32 位参数的高 16 位表示整数部分，低 16 位表示小数部分，且必须

为正值，因此该参数表示的值范围为[0, 32768)，因此，feedrate 的参数值所表示

的进给倍率为：feedrate/216 = feedrate/65536。例如，当 feedrate 参数的值为 32768

时，表示 0.5 的进给倍率，当参数值为 65536 时表示 1.0 的进给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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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搜寻及设置原点 

在很多应用场合，需设置某个位置作为参考原点，称为机械原点，这类设备

中一般会在某个位置安装有原点开关，在执行任务前应先搜寻和设置原点，并以

此作为运动位置的参考。 

iMC 搜寻和设置原点的功能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可以向指定的方向自动搜寻原点，支持三类机械硬件：A. 仅有原点开关；

B. 原点开关+编码器索引信号（Z 相信号）； C. 仅有编码器索引信号（Z

相信号）。根据捕捉原点信号的方式不同共有七种方案供选择，详见

“3.13.1 自动搜寻机械原点”。 

(2) 自动搜寻过程可以设置高速和低速两个搜寻速度。 

(3) 可向任何一个方向出发搜寻原点，遇到限位自动返回。 

(4) 可以设置搜寻到原点位置后，自动移动到指定的位置（homestpos）。 

(5) 可以设置原点位置的偏移值（homepos）。 

(6) 可以指定检测原点开关的上升沿或下降沿。 

(7) 可以直接使用探针信号或主编码器的索引信号（index）来设置原点，可

以是仅设置一次，或每次检测到信号都设置原点。 

(8) 主机在任何时候（包括运动中）都可以通过指令（往 sethome 参数写入

非零值）直接设置当前点为原点。 

(9) 可以通过事件指令灵活实现用户自定义的设置原点方式。 

3.13.1 自动搜寻机械原点 

iMC 内有自动搜寻和设置机械原点的功能模块，可自动执行预设的运动序列

来完成该过程，这个运动序列由 homeseq 寄存器参数设置。根据使用的硬件，

自动搜寻原点的方式可归为三类：（1）仅使用原点开关；（2）使用原点开关及编

码器索引信号（Z 相信号）；（3）仅使用编码器的索引信号（Z 相信号）。根据捕

捉原点信号的方式不同共有七种方案供选择。需设置的参数有： 

（1） 根据搜寻原点的方式设置 homeseq 参数； 

（2） 设置低速搜寻速度参数：lowvel； 

（3） 设置高速搜寻速度参数：highvel； 

（4） 若指定搜寻到原点后移动到指定位置，需设置 homestpos 参数。 

置 gohome 参数非零即可启动自动搜寻机械原点的运动过程。下面分别介绍

自动搜寻原点的七种方案，每种方案的运动方式由 homeseq 寄存器参数设定，

关于 homeseq的各位域的含义请参考“3.13.1.4 Homeseq寄存器各位域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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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描述用到的“基准边沿”、“同一边沿位置”、“执行设置原点的操作”术

语的含义： 

基准边沿：与 homeseq 的 HMDIR 位域指定的初始方向同向时，所检测的到

由 homeseq 的 EDGE 位域所指定的原点开关信号的边沿。例如，若 HMDIR=0，

EDGE=1，则在正方向移动过程中检测到的的上升沿即为基准边沿。 

同一位置边沿：是指与基准边沿在相同位置的边沿，包括上升沿和下降沿，

若基准边沿是上升沿，移动方向与初始方向（homeseq 的 HMDIR 位域指定的方

向）相同时为上升沿，相反时则为下降沿；若基准边沿是下降沿，移动方向与初

始方向同向时为下降沿，相反时则为上升沿。 

执行设置原点的操作：将此位置设置为原点， 

无论移动方向如何，同一边沿位置所在的位置都与基准边沿相同的，因此无

论初始移动方向如何，只要适当地设置 homeseq 各个位域的值，都能准确地找

到相同的位置作为原点位置。 

 仅使用原点开关 3.13.1.1

这种方式不使用编码器的索引信号，仅使用一个原点开关作为原点信号，搜

寻过程有三种方式： 

（1） 向 homeseq 参数指定的方向出发，检测到基准边沿时执行设置原点

的操作，如“图 3-10”所示，图中的 ORG 表示原点开关信号。 

 

图 3-10  

（2） 向 homeseq 参数指定的方向出发，检测到基准边沿后先停止，然后

返回，在检测到“同一位置边沿”时执行设置原点的操作。如“图 3-11”所示，

图中的 ORG 表示原点开关信号。“同一位置边沿”如“图 3-11”中的虚线位置。

例如，若第一次检测的边沿是上升沿，则返回时的同一位置边沿就是下降沿，反

之，若第一次检测的是下降沿，则返回时的同一位置边沿就是上升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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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3） 向 homeseq 参数指定的方向出发，检测到基准边沿后先停止，然后

返回并在检测到“同一位置边沿”时停止，然后再次返回，直到又一次检测到 “同

一位置边沿”才执行设置原点的操作。如“图 3-12”所示，图中的 ORG 表示原

点开关信号。 

 

图 3-12 

上述三种方式都没有使用编码器的索引信号，仅通过原点开关信号来设置机

械原点，需要的硬件成本较低。若将从起动到检测到基准边沿或“同一位置边沿”

的过程定义为一个阶段（Phase），那么上述第一种方式只有一个阶段，即“图 3-10”

中的①；第二种方式有两个阶段，即“图 3-11”中的①和②；第三种方式有三

个阶段，即“图 3-12”中的①、②和③。“阶段”的个数以及每个“阶段”的动

作方式均由 homeseq 参数设置，详见“3.13.1.4 Homeseq 寄存器各位域的定义”。 

 使用原点开关及编码器索引信号 3.13.1.2

只检测原点开关的信号，原点的精度较粗糙，而在一些应用场合，若对原点

的精度要求较高，且电机配备了具有索引信号（编码器每旋转一圈产生一个脉冲）

的编码器，可进一步检测编码器的索引脉冲信号，提高原点位置的精度。根据原

点开关信号的捕捉方式，有三种方案： 

（1） 向 homeseq 参数指定的方向出发，检测到原点开关的基准边沿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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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检测编码器的索引脉冲（Z 相信号），检测到编码器的索引脉冲时执行设置原

点的操作，如“图 3-13”所示，图中的 ORG 表示原点开关信号。 

 

图 3-13 

（2） 向 homeseq 参数指定方向出发，检测到原点开关信号的基准边沿后

停止，然后返回并在检测到原点开关信号的“同一位置边沿”时开始检测编码器

的索引脉冲，检测到索引脉冲则执行设置原点的操作，如“图 3-14”所示。此

方式下搜寻机械原点的过程有两个阶段：①和②。 

 

图 3-14 

（3） 向 homeseq 参数指定方向出发，检测到原点开关信号的基准边沿后

先停止，然后返回并在检测到原点开关的“同一位置边沿”时停止，然后再次返

回（与初始方向同向），检测到原点开关的“同一位置边沿”时开始检测编码器

的索引脉冲，在检测到编码器有效边沿之时执行设置原点的操作，如“图 3-15”

所示。该方式有三个阶段：①、②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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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仅使用编码器索引信号 3.13.1.3

向 homeseq 参数指定方向出发，在检测到索引信号之时执行设置原点的操

作，如“图 3-16”所示。该方式只有一个阶段：①。 

这种方案可用于设备上没有安装原点开关，但电机轴上安装了带索引信号

的编码器的设备。 

 

图 3-16 

  Homeseq 寄存器各位域的定义 3.13.1.4

上述七种原点搜寻方案实际上是将三个“阶段”（①、②和③）进行组合而

得到的，可以只有上述三个“阶段”中的一个、两个或三个。各“阶段”的有无，

以及各“阶段”的动作方式均由 homeseq 寄存器参数设置。此外，homeseq 还

设置了初始方向（开始搜寻原点的方向）、检测的边沿，完成搜寻后是否移动到

指定位置等信息。“表 3-3”列出了 homeseq 寄存器参数各个位域的定义。 

表 3-3 homeseq 各个位域的定义  

Bit15 Bit14 Bit13 Bit12 Bit11 Bit10 Bit9 Bit8 

HMDIR EDGE - STPOS PHA3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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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2 PHA1 

   

助记符 默认 功能说明 

HMDIR 0 指定起始搜寻原点的方向。0 为正方向，1 为负方向。 

EDGE 0 设置检测原点开关的边沿，1：上升沿；0：下降沿。 

STPOS 0 

设置搜寻到原点后是否移动到指定的位置（由 homestpos

参数指定）。1：移动到指定的位置；0：不移动到指定位置，

搜寻到原点后，减速停止。 

PHAn 

(n 为 1、

2、3) 

0000 

用于设置第 n 个阶段（Phase）的动作方式。整个搜寻过程

可以有 1~3 个阶段，即上述的○1 、○2 、○3 。这三个阶段的动

作方式分别由 homeseq 参数的 PHA1 域、PHA2 域和 PHA3

域进行设置，每个域都有 4 位：Bit3~Bit0，其中： 

Bit3： 结束该段时的停止方式，置 1 为立刻停止，0 为减速

停止。 

Bit2： 该段的移动速度，置 1 为快速移动，最高速度值为

预设的 highvel 参数值；0 则为低速移动，其值为 lowvel 参

数值。 

Bit1~Bit0：设置该阶段结束时执行的操作； 

0   0  ：无操作，检测到 ORG 的基准边沿时不执行设置原

点的操作，而是先停止，然后反向移动，进入下一阶段。 

0   1  ：检测到 ORG 的基准边沿时执行设置原点的操作； 

1   0  ：检测到 ORG 的基准边沿时开始检测编码器的索引

脉冲，在检测到索引信号之时执行原点设置的操作； 

1   1  ：运动开始就开始检测编码器的索引脉冲，在检测

到索引信号之时执行原点设置的操作； 

注意：应有且只有一个阶段的 Bit1~Bit0 为非“00”（即“01、

10、11”中的一个），若非“00”的阶段多于 1 个，则只有

第一个非“00”阶段起作用。若整个找原点的过程包含多个

阶段，则除了最后一个阶段的 Bit1~Bit0 为非“00”外，其

它阶段的都为“00”。  

3.13.2 Homeseq 参数的确定 

适当地设置 homeseq 寄存器的值是正确地搜寻原点的关键。若用户程序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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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从正负的方向出发搜寻原点，须注意正确设置正负两个方向出发时的

homeseq 参数，基本原则是：两个方向分别选定适当的基准边沿，使两个方向出

发搜寻到的原点重合。 

设某轴的原点开关、极限开关的安装布局如“图 3-17”所示，使用原点开关

及编码器索引信号精确搜寻原点位置。“图 3-17”所示的原点位置定为：以正方

向移动时以原点开关的上升沿作为基准边沿，在此基准边沿后检测到的第一个编

码器索引脉冲的位置。 

若从正方向出发搜寻（HMDIR 位域为 0），应以上升沿为基准边沿，即 homeseq

的 EDGE 位域设为“1”，检测到原点开关信号的上升沿即开始检测编码器的索引

信号，只需一个段，因此 homeseq 的 bit11~bit0 为 002h，因此 homeseq 设置为

4002h。 

若搜寻起始方向改为负方向，为了保证所搜寻到的原点位置与正方向出发的

重叠，应设置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检测到基准边沿时返回（进入第二阶段），

在检测到“同一位置边沿”后开始检测编码器的索引脉冲（第二阶段）。因此，

为了与正方向出发时的基准边沿在同一个位置，第一阶段的基准边沿应是原点开

关的下降沿，因此 homeseq 的 HMDIR=1，EDGE=0，bit11~bit0 为 020h（两个阶

段），即 homeseq 可设置为 8020h。 

 

图 3-17  

当然，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设置每段的速度是采用低速度（lowvel）还是高

速度（highvel），以及搜寻原点后是否停止到指定位置。 

 

 
  

负限位开关 原点开关 正限位开关 

负方向出发 

原点位置 

ORG 

+V 

-V 

正方向出发 +V 

-V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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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所示的两个出发点，在搜寻过程中均不会触及极限开关。iMC 支

持从任意位置出发，在搜寻原点的过程中，若触及极限开关则自动返回。只要安

上述方法正确设置 homeseq 参数，无论开始搜寻时处于哪个位置，iMC 的内部

逻辑都能保证搜寻到的原点位置是重叠的。 

3.13.3 直接使用探针信号或索引信号设置原点 

   iMC 的主编码器模块的逻辑允许直接由探针信号或编码器索引信号（index）

触发设置机械原点。通过置位主编码器控制寄存器 encpctr中的 RSTONP或 RSTONI

位域，可分别设置由探针信号或索引信号触发设置原点。 

另外，可以是仅在第一次检测到有效信号时设置原点，或每次检测到有效信

号时都设置原点——这通过置位或清零 encpctr 寄存器中的 RSTO 位域来设定。

若置位 RSTO 位域，则是仅在第一次检测到有效信号时设置原点；若清零 RSTO

位域，则在每次检测到有效信号时都设置原点。 

关于 encpctr 各位域的含义可参考“2.1.2 主编码器”。 

3.13.4 主机指令设置原点 

 主机可以在任何时候往 sethome参数写入非零值，立刻触发设置原点的操作。

当然，也可以通过事件指令对 sethome 参数实施置位操作，以实现在指定的事件

发生时执行设置原点的操作。 

3.13.5 零点位置的偏移值 

   零点位置是指令位置和反馈位置均为零的坐标点，此坐标点不一定与设置原

点时的位置相同，而是可以存在一个偏移值，此偏移值由 homepos 参数设置。

零点位置、设置原点的位置和 homepos 参数之间的关系如“图 3-18”所示。 

 

图 3-18 

设置原点时，当前的指令位置和反馈位置都设置为 homepos 参数的值，并将

状态寄存器 status 中的已回零标志位 HOMED 位域置位。 

O 

homepos 

设置原点的位置 
零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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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6 回零状态标志 

若自动搜寻机械原点，查询 gohome 参数可以判断是否正在执行搜寻原点过

程，查询 homed 标志参数，可以得知是否已搜寻到及设置原点。其它方式设置

原点（包括主机指令设置、使用探针或索引信号），可查询状态寄存器 status 的

HOMED 位域判断是否已成功设置原点。 

(1) gohome 非零值：正在执行搜寻原点的过程；零：没有执行（或已退出）

搜寻原点的过程。 

(2) homed  0xFFFF：已搜寻到原点；0：未搜寻到原点。 

(3) status 的 HOMED 位域   “1”：已设置原点位置；“0”：未设置原点位置。 

gohome 是主机发出的开始搜寻原点指令，结束后自动清零。homed 以及

status 的 HOMED 位域一旦置位将不自动清零（发生错误退出运行除外），必须由

上位机负责清零。 

 

3.14 基于事件触发的协同运动 

自动化设备的运动功能需求是广泛多样化的，但基本上可以归为两大类：单

个电机的独立运动、多电机的协同运动。常见的单个电机独立运动有定位（如点

到点运动）、定速（速度控制模式）、点动等几种，各个电机的运动状态互相独立；

常见的多电机协同运动有轮廓运动，直线/圆弧插补运动、多轴同步运动、电子

齿轮、电子凸轮等；另外还有一种具有以下特征的协同运动：若干电机轴、输入

输出 I/O（数字量或模拟量）相互配合并经过多个步骤和顺序才完成一个完整的

工艺动作，有些电机的运动须跟其它电机的运动或输入输出信号在时间、位置和

顺序上有严格的同步要求（如微妙级的时间同步）。为区别于其它类型的运动，

我们称完成这样一个工艺动作的过程为复合型协同运动。这种复合型协同运动对

同步的要求很高，且具有广泛的多样性特点，因此一般的控制卡的功能难以满足

多样性和开放性的要求，对于同步时限要求不高的功能可以通过上位机的编程来

实现，但对于一些要求微妙级高速同步的应用，这种方案显然不够理想。 

iMC 芯片内部具有独创的事件处理机，通过一种实时事件处理机制

（Event-Driven Motion，EDM）来实现这种高速同步运动。iMC 中可以植入事件

指令，在指定的事件发生时设置或改变控制器的相关参数，从而执行相应的动作，

实现运动与事件的高速同步。然而，事件指令的数量是有限的，只适于应用于逻

辑关系较简单的高速同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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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件指令的内容请参考“第 5 章 高级：事件编程”。 

3.15 其它辅助功能 

除了主要的运动控制功能外，iMC 还提供了一些常用的辅助控制功能，如暂

停、位置断点、位置捕获、计时和输出指示信号等。 

3.15.1 暂停 

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有时可能需要暂时停止运动。主机往 hpause 参数写

入非零值即可暂停当前运动，由于 hpause 参数是全局参数，因此，一旦往 hpause

参数写入非零值，所有的轴都暂停。 

也可以通过事件指令设置 hpause 的值，由事件触发暂停。 

执行暂停后，所有轴都减速停止，并暂停解释队列（QFIFO）中剩余的指令，

执行暂停时除了暂停解释 QFIFO 中的指令外，还清零以下参数：mcsgo、pcsgo、

gohome、engear、mcstgvel、pcstgvel、startgroup、enasyn 、startsyn、startpath。 

暂停后 hpause 不会自动清除，因此若需取消暂停，则需首先清零 hpause，

然后根据运动需要重新写入上述已被清零的参数。例如，恢复点到点运动需重新

置 mcsgo 或 pcsgo 非零。 

3.15.2 位置断点 

 iMC 提供一个参数 breakp 专用于设置位置断点。状态寄存器 status 中的

BREAKP 域标识当前位置（真实位置）encp 与 breakp 参数值的位置关系。若当前

位置 encp 小于 breakp 参数的值（当前位置在坐标轴上处于 breakp 的左边），则

status 寄存器的 BREAKP 域清零，反之，若当前位置 encp 大于或等于 breakp 参

数的值，则 status 的 BREAKP 域置 1。 

另外，若系统中不使用软极限功能（可通过 aioctr 寄存器禁止/使能软极限），

则正、负方向的软极限参数 psoftlim 和 nsoftlim 也可以用于特殊的位置断点参数。

状态寄存器 status 中的 pLIMBRK 和 nLIMBRK 域标识了当前位置 encp 与这两个参

数值的位置关系。 

须注意运行状态寄存器 status 中的 BREAKP、pLIMBRK 和 nLIMBRK 域所标

识的意义各不相同： 

对于 breakp，若 encp≥ breakp，BREAKP 置 1；若 encp< breakp，BREAKP 清零； 

对于 psoftlim，若 encp> psoftlim，pLIMBRK 置 1，若 encp≤ psoftlim，pLIMB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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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零； 

对于 nsoftlim，若 encp< nsoftlim，nLIMBRK 置 1，若 encp≥ nsoftlim，nLIMBRK

清零。  

当然，也可以使用事件指令中的比较指令（CMP32、CMP32i 等）实现位置的

比较，实现更灵活的断点控制。   

3.15.3 位置捕获 

位置捕获是指电机轴在运动过程中，在遇到触发信号有效的时刻记录当前位

置值并暂存在专用的寄存器里。在 iMC 中，位置捕捉的操作是：将当前的实际

位置（encp 寄存器中的值）拷贝到捕获位置寄存器 cappos，并置位状态寄存器

status 中的 CAPED 位域。iMC 支持以下几种方式触发位置捕捉操作：（1）通过主

机指令触发捕捉。（2）通过探针信号（PROBE）或编码器索引信号触发。除此之

外，还可以通过植入事件指令，在事件发生时触发。 

（1） 通过主机指令触发。主机在任何时候置 capture 参数非零，立即触发

iMC 执行上述位置捕捉的操作。位置值锁存在 cappos 后 capture 标志参数自动清

零。 

（2） 通过探针输入（AxIN7/PROBx）。每轴的 AxIN7/PROBx 输入都可用作

探针信号，可以设置为“仅捕获一次”或“每次检测到有效信号都捕获”两种方

式，使用捕获功能及捕获方式等是在 encpctr 寄存器中设置的，详见“2.1.2 主编

码器”的相关内容。  

（3） 编码器索引信号捕获。主编码器的索引信号（index）触发位置捕获

操作，也可以设置为“仅捕获一次”或“每次检测到有效信号都捕获”两种方式，

设置方法可参考“2.1.2 主编码器”的相关内容。 

可以通过查询运行状态寄存器 status 中的 CAPED 位域或 captured 标志参

数判断 iMC 是否已成功捕获位置，若 CAPED 置位，或 captured 非零（0xFFFF），

应及时读取 cappos 中的值，以免下次捕获时被新的值覆盖。由于状态寄存器中

的 CAPED 位域，或 captured 标志不会自动清零，需由主机清零，因此在执行位

置捕获之前应先清零所需查询的标志，以正确地标识捕获操作是否已触发。 

3.15.4 计时功能  

iMC 提供两种计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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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秒计时  3.15.4.1

iMC2650A 提供以毫妙为单位的倒计时功能。使用时只需往 delayus 参数写入

时间值，单位为 ms。一旦往 delayus 参数写入计时数值，读延时标志寄存器

delayout 的值为非零（1），直到指定的时间后，delayout 参数的值变为 0。程序

中若需要延时一段时间，可由等待指令实现，例如： 

IMC_SetParam32(handle,mcstgposLoc, 2000, 0 , FALSE);//点到点的运动目标 

IMC_SetParam32(handle,delayusLoc, 1000, 0, FALSE);//延时时间为 1000ms 

IMC_WaitToZero(handle, delayoutLoc, 0);//等待 delayout 变为 0，即延时结束 

IMC_SetParam16(handle,mcsgoLoc, 0xFFFF, 0, FALSE);//开始执行点到点运动 

第一条指令设置轴 0 的目标位置为 2000，第二条指令将 1 秒的计时值写入

delayus 参数，第三条为等待指令，一直等待 delayout 变为 0，即计时 1 秒后，

置 mcsgo 非零，起动轴 0 移动。 

iMC2650A 延时的单位为毫秒。 

 控制周期计时 3.15.4.2

若需对控制周期进行计时，还可以使用 16 位的 timer 和 32 位的 ticks。其中

16 位的 timer 是倒计时，32 位的 ticks 是累加计时。 

(1) timer：往写入 timer 写入计时值即开始倒计时，直到 timer 变为零，并保

持为零值。 

(2) ticks：自控制器运行开始就一直累加计时，且每个控制周期加 1，若计数

值溢出，重新从零开始。若这个计时用于时间同步运动（以时间为同步源的同步

运动）中，应在开始同步之前清零 ticks 的计数值，使 ticks 在同步过程中不发生

溢出。 

3.16 运动平滑 

在高速运动过程中，线性加减速控制算法的一阶导数不连续，在速度转折处

对运动部件有较大的冲击。iMC 对运动过程实施了先进的平滑算法，使速度的导

数（加速度）连续，减少速度转折处对运动部件的冲击。 

然而，平滑后的运动总是滞后于未平滑前的运动，平滑因子 smooth 越大，

滞后的时间越大。由于 iMC 是对包括电子齿轮在内的所有运动实施了平滑处理，

因此在希望滞后很小甚至不允许滞后的应用场合，应将平滑因子 smooth 设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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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值甚至等于 0。 

平滑因子 smooth 的取值范围为 0~65535，如，若设置轴 0 的平滑因子为 100，

函数为： 

IMC_SetParam16(handle,smoothLoc, 100, 0, FALSE); 

 

3.17 误差补偿 

在某些应用场合，要求运动停止后位置误差保持在设定的范围之内，以保证

定位精度。iMC 具有静止误差补偿功能，即在运动结束后进行误差补偿，使误差

始终处于一个“窗口”范围内。 

静止误差补偿需设置补偿速度，若误差补偿速度 fixvel 非零，规划运动结束

（moving 标志为零）后，若误差超出静止窗口，即|poserr| > settlewin，iMC 自

动输出补偿脉冲，使误差趋于静止窗口内（|poserr| <= settlewin）。 

fixvel 是用来设置误差补偿的速度，参数值越大，补偿的速度越快，反之越

慢。该参数的格式是 S0.16 的格式，表示的速度值大于等于零，且小于 1。 

一般情况应设置误差补偿，即使是使用内部脉冲作为反馈，以修正微小的圆

整误差，确保定位精度。误差补偿速度应根据系统要求的定位速度而设置，系统

要求的定位速度越快，fixvel 应越大，但不可过大，这是由于机械总是存在滞后

的现象，若误差补偿速度过大，可能会导致机构震动，因此，调整误差补偿速度

参数 fixvel 时，应在电机脱离机械的情况下进行。一般情况下 fixvel 值与加速度

或减速度的值在相同的数量级为宜。 

若不需要进行误差补偿，将 fixvel 参数清零即可。 

3.18 错误与安全 

iMC 提供多级安全防护功能，主要有： 

(1) 加速度限制； 

(2) 速度限制； 

(3) 外部设备错误监测； 

(4) 硬件限位开关； 

(5) 软件位置限位； 

(6) 指令位置异常监测； 

(7) 严重位置误差（如电机受堵等）； 

(8) 位置误差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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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急停。 

iMC 实时监控错误，如监测到错误，将置位错误状态寄存器 error 中相应的

位域，并且根据预设置的“停止过滤寄存器”stopfilt 和“退出运行过滤寄存器”

exitfilt 的值，执行“停止运动”或“退出运行”操作。为保证安全，用户须适当

设置相关参数。 

3.18.1 加速度限制 

若 iMC 仅执行主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或连续速度运动，其最大加速度或减

速度约等于预设的 mcsaccel 或 mcsdecel，之所以“约等于”是因为 iMC 对运动

进行平滑处理的过程中，会实时地修正瞬时加速度。然而，若在同步运动模式下、

或当存在叠加运动时，实时加速度可能会大幅超越 mcsaccel 或 mcsdecel。例如，

在“时间/位移非线性同步运动”过程中，若指定的同步源变化较小，而从动轴

移动的距离却较大，加速度/减速度将会较大，例如，假设同步源为时间，若在

较小的时间内从动轴移动的距离较大，其加速度必然是较大的。在叠加运动时，

主坐标系的运动叠加了辅坐标系的运动，合成的加速度也有可能大幅度超越

mcsaccel 或 mcsdecel。此外，错误的参数设置也有可能导致较大的加速度。 

然而，过大的加速度会造成较大的冲击，对机构和安全是非常不利的，在一

些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地方，也需要对加速度进行限制。iMC 实时监控瞬时加速度，

若超越设定值（由 accellim 参数设置），则立刻退出该轴的运行，同时置位错误

寄存器 error 中相应的位域。 

加速度限制值由 accellim 参数设置，该参数与加速度 mcsaccel 的数据格式一

致，即 S16.16 格式，高 16 位为整数部分，低 16 位为小数部分。该参数默认值

为 0，因此，只有此参数设置非零后 iMC 才能正常工作。accellim 的设定值应根

据系统需要来设置，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过大则起不到有效的防护效果，过小

则未能满足正常运动的需求。一般情况下，accellim 的设定值应大于 mcsaccel、

mcsdecel、pcsaccel 和 pcsdecel 中的最大值，且预留足够的余量，如设为它们之

间最大值的 5~10 倍。 

accellim 参数值必须为正值。 

3.18.2 速度限制 

若 iMC 仅执行主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或连续速度运动，其最大速度被限制

于 mcsmaxvel。然而，若在同步运动模式下、或当存在叠加运动时，实时速度也

有可能会大幅超越 mcsmax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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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应用场合须对速度进行限制，以保证安全。iMC 也会实时监控瞬时速

度，若超越设定值（由 vellim 参数设置），则立刻退出该轴的运行，同时置位错

误寄存器 error 中相应的位域。 

速度限制值由 vellim 参数设置，该参数与 mcsmaxvel 的数据格式一致，即

S16.16 格式，高 16 位为整数部分，低 16 位为小数部分。该参数默认值为 0，因

此，只有此参数设置非零后 iMC 才能正常工作。vellim 的设定值应根据系统需要

来设置，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过大则起不到有效的防护效果，过小则未能满足

正常运动的需求。一般情况下，vellim 的设定值应大于 mcsmaxvel、pcsmaxvel

中的最大值，如设为它们之间最大值的 2~6 倍。 

vellim 参数必须为正值。 

3.18.3 伺服驱动等外部设备错误监控 

iMC 也可以监控系统中的其它设备的错误或报警，如伺服驱动器。当这些外

部设备发生错误或报警时，可选择停止运动或退出运动。它们的设置及使用方法

请参考“2.2.4.4 使能伺服报警输入”，“2.2.4.5 使能一般外部设备错误输入”。 

3.18.4 运动限位 

运动限位常用于限制电机轴不能超越某个范围，以保护机构。iMC 提供硬限

位和软限位两种运动限位功能。 

特别地，若使能限位（包括硬限位和软限位）功能，一旦某方向的限位触发，

立刻以较大的加速度迅速停止该方向的移动，同时置位 error 中相应的位域。相

反方向的运动是允许的，且可以在返回正常位置时自动解除限位状态，error 中

对应的位域也自动清零。由此可见，某方向的限位触发后，必然停止该方向的运

动，与 stopfilt 和 exitfilt 中对应的位域是否为“1”无关。 

 硬限位 3.18.4.1

硬限位是指在行程末端安装限位开关，当电机轴到达行程末端时触发限位开

关，停止该方向的运动，并置位错误寄存器（error）中的 PLIM 或 NLIM 位域。 

硬限位分正方向硬限位和负方向硬限位，正向硬限位是指在正方向行程的末

端安装限位开关，负方向硬限位是指在负方向行程的末端安装限位开关。若使用

硬限位功能，须正确配置轴 I/O 控制寄存器 aioctr。具体配置和使用方法可以参

考“2.2.4.2 使能极限开关输入”，硬限位触发后的恢复方法可以参考“2.2.4.3 硬

限位触发后的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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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限位 3.18.4.2

   软限位是指由 psoftlim 和 nsoftlim 参数分别指定行程的正方向极限末端和负

方向极限末端，若指令位置大于正方向的极限末端值（psoftlim 参数），则发生正

方向软限位错误；若指令位置小于负方向的极限末端值（nsoftlim 参数），则发生

负方向软限位错误。软限位错误发生后，停止该方向的运动，并将错误状态寄存

器 error 中的 PSOF 域或 NSOF 域置位。 

软限位功能默认是禁止的，若需使能正负软限位功能，需分别置位 aioctr 寄

存器中的 ENASLIMp 和 ENASLIMn 位域。 

软限位触发后，允许反方向移动，当移动到指令位置处于正负向软极限位置

内，即小于等于正向限定位置值（psoftlim），且大于等于负向限定位置值

（nsoftlim），软限位触发状态自动解除。 

若禁止软限位功能，psoftlim 和 nsoftlim 参数均可用于设置位置断点，断

点状态显示在 status 寄存器中，具体请参考“3.15.2 位置断点”。 

3.18.5 error-错误寄存器 

iMC 实时监控错误，如监测到错误，将置位错误状态寄存器 error 中相应的

位域，并且根据预设置的“停止过滤寄存器”stopfilt 和“退出运行过滤寄存器”

exitfilt 的值，执行“停止运动”或“退出运行”操作。错误状态包括指令位置错

误、加速度超限、速度超限、位置误差超限、软极限、硬极限等。“表 3-4”列

出了 error 寄存器各位域的定义。 

表 3-4 错误寄存器 error 各位域的定义 

Bit15 Bit14 Bit13 Bit12 Bit11 Bit10 Bit9 Bit8 

DELPOS ACCLIM VELLIM - - POSOV TGPOSOV FPOSERR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POSERRLIM ALM Err STOP NSOF PSOF NLIM PLIM 

  

助记符 定义说明 

DELPOS 指令位置异常。若指令位置异常，此位置 1。此错误不应屏蔽。 

ACCLIM 加速度超限。若加速度超越由 accellim 参数设定的极限值，此位置

1。 

VELLIM 速度超限。若速度超越由 vellim 参数设定的极限值，此位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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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OV 指令位置越界，即超出 32 位可表示的极限范围[-2^32,2^32-1]，指

令位置越界时不影响正在执行的连续运动，其位置自动重置为原点

位置，因此一般无需停止运动或退出运行。 

TGPOSOV 目标位置越界。执行点到点相对移动时，若目标位置越界，即超出

32 位可表示的极限范围[-2^32,2^32-1]，该位域置位。iMC 自动忽略

导致越界的运动指令。 

FPOSERR 严重位置误差，若位置误差 poserr 的绝对值大于 32767，该位置位。

该位可监控电机由于被堵转、负载过重或伺服驱动器失效等原因造

成的错误。 

POSERRLIM 位置误差超限。指令位置与实际位置之间的误差若超过设定值（参

数 poserrlim 设定），则该位置位。 

ALM 伺服错误报警。由 AxIN4/ALMx 引脚输入。 

Err 外部设备错误。该错误可通用于监控外部设备的错误信号，由

AxIN3/Errx 引脚输入。 

STOP 停止位。由全局的停止开关输入 STOP 引入，一旦停止开关信号有

效，所有轴的 error 寄存器的该位域都置位。 

NSOF 负向软极限越界。当指令位置往负方向超越由参数 nsoftlim 设定的

极限位置时，即 pos<nsoftlim 时，该位置位。 

PSOF 正向软极限越界。当指令位置往正方向超越由参数 psoftlim 设定的

极限位置时，即 pos>psoftlim 时，该位置位。 

NLIM 负向硬极限越界。负极限开关触发时，该位置位。 

PLIM 正向硬极限越界。正极限开关触发时，该位置位。 

 

上表中“-”的位域表示未用，用户可以自定义错误状态，例如可以通过

事件编程，在出现某种情况时置位自定义的位域。主机均可以查询以上各位的状

态。ALM、Err、STOP、NSOF、PSOF、NLIM、PLIM 位域根据当前状态自动更新，

其余位域一旦置位，将一直保持（包括控制器退出运行），需“手动清除”（主机

往相应的位域写入 0）。 

除软硬件极限之外，其余错误发生后，将置位错误状态寄存器 error 中相应

的位域，这并不意味着该轴一定会停止运动或退出运行，发生错误后执行的操作

是由 stopfilt （停止过滤寄存器）和 exitfilt （退出运行过滤寄存器）相应位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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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决定的。 

无论软、硬限位对应的 stopfilt/exitfilt 的位域是否置 1，一旦使能的限位被触

发后，立刻停止该方向的运动，并置位 error 中相应的位域。 

注意：exitfilt 中软、硬限位对应的位域置“1”与否并不会使该轴在触发限位

时退出运行。  

3.18.6  stopfilt-停止过滤寄存器  

stopfilt 用于滤取错误状态寄存器 error 中的某些位置位时，采取停止运动的

策略。stopfilt 与 error 的每一位域是一一对应的，即 stopfilt 中的某位为 1，表示

当 error 中对应的位置 1 时，电机停止运动。例如，若希望当位置误差超限时，

停止运动，则应设置 stopfilt 为 0080h（二进制为“0000000010000000”，即 bit7=1）。 

3.18.7 exitfilt-退出运行过滤寄存器  

若发生的错误较严重时，应立刻退出该轴的运行。exitfilt 用于滤取错误状态

寄存器 error 中的某些位域置位时，采取退出运行的策略。类似于 stopfilt，exitfilt

中的某位域为 1，表示当 error 中对应的位置 1 时，就退出运行。例如，若希望

停止开关有效时退出该轴的运行，则应设置 exitfilt 为 00010h（二进制为

“0000000000010000”，即 bit4=1）。 

3.18.8  关于停止运动和退出运行 

“停止运动”：执行的是正常停止该轴的运动，不对 run 参数清零，且不禁

止驱动器使能（不清零 ena）。 

(1) 清零 MCSgo、PCSgo，停止主、辅坐标系的点到点运动； 

(2) 清零 MCStgvel、PCStgvel，停止连续速度运动模式； 

(3) 清零 engear，停止作为从动轴的电子齿轮运动； 

(4) 清零 startsyn 和 enasyn，结束同步运动； 

(5) 若该轴参与轮廓运动，清零 startgroup，停止该轮廓运动，所有参与该运动的

轴都停止运动； 

(6) 若该轴参与连续路径运动，清零 startpath，停止连续路径运动，所有参与该

运动的轴都停止运动。 

 “退出运行”：在正常停止运动的基础上，清零 run 参数，即禁止该轴运行，

同时清零 ena 寄存器，即禁止驱动器使能并停止输出脉冲序列。 

(1) 清零 MCSgo、PCSgo，停止主、辅坐标系的点到点运动； 

(2) 清零 MCStgvel、PCStgvel，停止连续速度运动模式； 

(3) 清零 engear，停止作为从动轴的电子齿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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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零 startsyn 和 enasyn，结束同步运动； 

(5) 若该轴参与轮廓运动，清零 startgroup，停止该轮廓运动，所有参与该运动的

轴都停止运动； 

(6) 若该轴参与连续路径运动，清零 startpath，停止连续路径运动，所有参与该

运动的轴都停止运动； 

(7) 清零 ena，禁止驱动器使能，停止输出脉冲序列； 

(8) 清零 run，停止该轴的运行。 

“退出运行”会丢失该轴的机械零点位置信息，因此恢复运行后应重新

搜寻机械零点。 

3.18.9 停止开关实现停止运动或退出运行 

可以通过开关实现全局的（所有轴）停止运动或退出运行。 

停止开关输入 STOP 的作用域是全局的，这意味着一旦检测到停止开关的有

效电平，所有的轴 error 寄存器的 STOP（bit4）位域都会置位。通过设置 stopfilt

和 exitfilt 对应的位域（bit4）可实现停止运动或退出运行。 

主机也可以通过往 emstop 寄存器写入 0010h 实现上述停止运动或退出运行

功能。 

写 stopin 寄存器可以设置停止开关输入的有效电平极性，写入 1，高电

平有效，写入 0，低电平有效。stopin 寄存器也是可读的，若输入的电平有效，

读 stopin 寄存器得 bit4 位域为“1”，其余位域为“0”，若输入的电平无效，读

stopin 寄存器得所有位域均为“0”。 

3.18.10  错误恢复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若发生某种错误导致错误寄存器 error 的相应位域置位，

从而导致该轴停止运动或退出运行，应首先检查错误产生的原因并排除错误，然

后再执行一系列操作恢复运行。 

若错误仅导致电机停止运动，检查并确认排除错误后，可在清零错误寄存器

error 后重新执行未完成的运动即可。 

(1) 若之前的运动模式是点到点运动，须置 MCSgo、PCSgo 非零，分别继续执行

未完成的主、辅坐标系点到点运动； 

(2) 若之前的运动模式为连续速度运动模式，须重新往 MCStgvel、PCStgvel 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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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速度值，继续执行主、辅坐标系的连续速度运动； 

(3) 若之前的运动模式是作为从动轴参与电子齿轮运动，须置 engear 非零，继续

接入主动轴参与电子齿轮运动； 

(4) 若之前的运动模式是同步运动，须从新设置同步参数，并置 startsyn 和 enasyn

非零； 

(5) 若之前该轴参与轮廓运动，须从新往 startgroup 写入非零值，继续参与轴组

进行轮廓运动； 

(6) 若之前该轴参与连续路径插补运动，须从新往 startpath 写入非零值，继续此

连续路径插补运动。 

 若错误导致该轴退出运行的，可在检查并排除故障（错误）之后，执行以下

操作恢复运行： 

(1) 往驱动器使能寄存器 ena 写入 0xFFFF 值（或-1）重新使能驱动器； 

(2) 重新往 run 参数写入非零值，运行该轴； 

(3) 若需设置原点，应重新执行搜寻原点的操作； 

(4) 若需要，可往清除寄存器 clear 写入非零值，对该轴的一些状态实施清零，清

零包括编码器计数、指令位置、目标位置等各种位置参数，以及各种运动状

态标志：mcspos、mcstgpos、curpos、encp、pcspos、pcstgpos、status、error、

encs、aiolat、homed、captured、engear、gohome、mcsgo、pcsgo、startgroup、

startpath、startsyn、enas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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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运行状态标识 

iMC 提供一些状态标志参数，可以通过这些参数监测系统运行的性能和状态，

或用于作为条件控制的判断依据。 

4.1 运动状态标识 

运动状态标识包括运动完成标识和速度斜升标识。 

4.1.1 运动完成标识 

运动完成标识用于标识规划运动是否完成或电机是否静止。 

iMC 提供了多层次的规划运动完成标志参数：mcsmoving、pcsmoving、

contouring、startsyn、profiling、moving、motion 等。 

mcsmoving：主坐标系下是否正在规划运动中，包括主坐标系的点到点运动、

连续运动、电子齿轮从运动，若 mcsmoving 标志的值为 0xFFFF，标志正在规划

运动中；若为 0，则标志没有上述规划运动或已完成。 

pcsmoving：辅坐标系下是否正在规划运动中，包括辅坐标系的点到点运动

或连续速度运动，若 mcsmoving 标志的值为 0xFFFF，标志正在规划运动中；若

为 0，则标志没有上述规划运动或已完成。 

contouring：在轮廓运动过程中，contouring 标志参数标志该轴是否参与轴组

正在进行轮廓运动，使能轮廓运动（startgroup 置非零）并向缓冲器（CFIFO）送

入数据后（CFIFO 非空），contouring 标志参数的值为 0xFFFF；一旦 CFIFO 已空，

contouring 标志参数变为 0。 

注意：contouring 标志参数仅标志 CFIFO 中是否还有数据进行轮廓运动，但

并不意味已停止运动，因为最后一个数据点的精插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若需判

断轮廓运动是否已停止，应查询 moving 标志参数。 

moveinpath：轴参数，表明该轴是否参与路径运动并正在运动中。 

startsyn：若使能同步运动控制（enasyn 为非零），该标志参数置 0xFFFF 值时

即开始执行同步，同步运动结束后 startsyn 和 enasyn 都自动清零，因此 startsyn

参数可以用于判断同步过程是否已结束。 

profiling：是否正在进行包括主、辅坐标系下的规划运动，包括点到点、连

续运动、电子齿轮从运动、轮廓运动、时间/位移同步运动，若值为 0xFFFF，标

志正在进行规划运动中；若为 0 则标志没有。 

mcsmoving、pcsmoving、contouring、moveinpath、startsyn 和 profiling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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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关系为： 

profiling = mcsmoving OR pcsmoving OR contouring OR moveinpath OR startsyn 

其中 OR 表示或运算的关系，只有 mcsmoving、pcsmoving、contouring、

moveinpath 和 startsyn（标志是否正在进行同步运动）都为零时，profiling 才为

零，否则为 0xFFFF。 

moving：标志是否存在包括运动平滑在内的一切规划运动。因此只有 profiling、

curvel 都为零，moving 才为零，标志已停止一切规划运动。 

motion：标志电机是否已静止，若 motion 标志的值为 0，标志电机已静止（无

任何移动）。iMC 判断电机静止的依据是：一切规划运动都已完成（moving=0），

位置误差落在 settlewin 参数指定的窗口内，并且已持续了 settlen 参数所设置的

控制周期数。若 AxIN5/INPx 使能为伺服到位输入，还需要加上伺服到位信号有

效的条件。motion 标志与 settlewin、settlen 等的关系可参考“4.4 电机到位并静

止”。 

“图 4-1”描绘了 mcsmoving、pcsmoving、profiling、moving 和 motion 之间

的关系。这里假设仅执行了主、辅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其中黑色虚线表示主

坐标系下点到点规划运动的速度曲线，蓝色虚线表示辅坐标系下点到点规划运动

的速度曲线，黑色实线表示主、辅坐标系运动叠加并平滑后的速度曲线，即当前

指令速度的曲线。 

 

图 4-1 

mcsvel 
v 

t 

curvel 

mcsmoving=0xFFF

pcsmoving=0xFFFF 

profiling=0xFFFF 

moving= 0xFFFF 

motion= 0xFFFF 

settlen 

pcs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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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普通模式下的点到点运动，mcsgo 和 pcsgo 参数也可以分别用于

判断主、辅坐标系下点到点运动规划是否完成。mcsgo 或 pcsgo 置非零后，开始

执行点到点运动，若它们的值变为零，则表明运动规划已完成，但由于运动平滑

过程存在滞后现象，运动并未立刻停止。 

4.1.2 速度斜升标识 

速度斜升标识用于标识当前电机是否正处于速度斜升过程中，即是否正在加

速或减速，或已达到目标速度。例如，在电子齿轮运动模式中，可利用 mcsslope

标志参数判断从动轴是否已到达由主动轴速度和传动比率决定的传动速度，即是

否达到主动轴的速度乘以传动比率的值。 

mcsslope：主坐标系速度斜升标识，可用于判断主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

连续速度运动、电子齿轮运动、同步运动等的运动过程中是否处于速度斜升过程

中，若值为 0xFFFF，表明正处于速度斜升过程中，为 0 则表明结束速度斜升过程。 

pcsslope：辅坐标系速度斜升标识，可用于判断辅坐标系下的运动是否处于

速度斜升过程中，若值为 0xFFFF，表明正处于速度斜升过程中，为 0 则表明结束

速度斜升过程。 

4.2 位置误差 

理想情况下，指令位置是与实际位置是相等的，即误差等于零，但现实中这

是难以达到的，实际位置（如编码器反馈的值）与指令位置之间总存在误差。 

poserr:位置误差，即当前指令位置与实际位置的差值，poserr=curpos-encp，

该值的大小跟电机的特性、驱动器控制性能以及环境扰动等因素有关。误差越小

表明电机系统的跟随控制性能越好。在动态的运动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消除位置

误差，但可能需要根据应用场合把误差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在 iMC 中，用户可

以预设两个窗口值，分别是静止窗口 settlewin 和跟随窗口 trackwin，它们分别设

置了两个预设的误差范围，iMC 实时监测当前位置误差是否落在这两个窗口内来

向用户或事件指令指示电机系统当前的动态跟随性能。 

一般情况下，较小的位置错误是可以允许的，但过大的位置误差应视为

错误现象，应采取停止运动或退出运行的操作。poserrlim 参数用于设置位置误

差极限，超出此设置值则置位错误寄存器 error 中的 POSERRLIM 位域，用户可以

通过设置 stopfilt 和 exitfilt 两个寄存器参数让 iMC 决策停止运动或退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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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动态位置跟随性能 

电机系统总是趋于跟随控制器输出的指令位置，而跟随过程中指令位置跟实

际位置之间总存在误差，该误差越小表明跟随精度越高，跟随性能越好。在某些

应用场合，需要监测跟随误差是否超出某个范围，以对系统的动态跟随性能恶化

进行预警。iMC 通过设置跟随窗口来实施这样的监测手段。 

outtrack 标志参数：在执行运动时，outtrack 用于指示当前位置误差（poserr）

是否超越由 trackwin 参数设定的一个“窗口”范围，如“图 4-2”所示。若

|poserr|>trackwin，则 outtrack= 0xFFFF，否则 outtrack=0x0000。trackwin 称为跟

随窗口参数，outtrack 称为越出跟随窗口标志。 

若跟随误差超越该窗口，即|poserr|>trackwin，则置越出窗口标志 outtrack

为真，如“图 4-2”所示。 

 

图 4-2 跟随窗口示意图 

跟随窗口参数 trackwin 的设置应根据具体应用的需要而设，在运动过程中，

主机可以通过查询 outtrack 的值了解系统的动态跟随性能是否在预设的范围之

内。 

4.4 电机到位并静止 

在某些应用场合，要求运动停止后位置误差保持在设定的范围之内，以保证

定位精度，iMC 具有此功能。电机轴完成运动规划后，若位置误差超出一个预设

的“窗口”范围，iMC 自动输出补偿脉冲以减小位置误差，始终使误差处于静止

窗口内（要求误差补偿速度 fixvel 不为零，详见“3.17 误差补偿”）。 

outsettle 标志参数：指示当前位置误差（poserr）是否超越由 settlewin 设定

的一个“窗口”范围，如“图 4-3”所示。若|poserr|>settlewin，则 outsettle=0xFFFF，

否则 outsettle=0x0000。settlewin 称为静止窗口参数，outsettle 称为越出静止窗

 
trackwin 

outtrack= 0xFFFF 

指令位置 

实际位置曲

outtrack= 0x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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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标志。 

motion 标志参数: 一般电机都存在滞后的现象，因此电机完成轨迹运动后需

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到达目标位置并静止下来。若电机轴处于停止（无任何运动规

划）且位置误差处于静止窗口内持续若干个控制周期后，iMC 认为该电机轴进入

静止状态，即无任何移动，从而置 motion 标志参数为 0，因此，motion 可用于

标志电机是否处于静止状态。 

iMC 处理 motion 标志的原理如“图 4-3”所示。从完成轨迹运动(moving 标

志参数为零)开始，若|poserr| ≤ settlewin，outsettle 标志参数变为 0x0000，iMC

开始计时（每个控制周期增加 1），当计数值达到预设的 setteln 值时，motion 的

值由 0xFFFF 变为 0x0000，标示电机进入静止状态。在计时期间，一旦位置误差

超越静止窗口，计数值清零，直到位置误差再次回到静止窗口内才又重新开始计

数，如“图 4-3”所示。 

 

图 4-3 静止窗口示意图 

4.5 其它状态寄存器 status 

iMC 提供一个运行状态寄存器 status，用于指示控制器运行过程中的一些状

态，“表 4-1”列出了 status 各位域的定义和说明。                                                            

表 4-1 状态寄存器 status 各位域的定义 

Bit15 ~ Bit9 Bit8 

RESERVED ENCSRST 

outsettle=0xFFFF 
指令位置 

实际位置 

 

count=settlen 开始计数 清零 重新计数 

motion 

settlewin

outsettle 

moving 

IN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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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nLIMBRK  pLIMBRK BREAKP CAPED HOMED - - IDXLAT 

  

助记符 功能说明 

ENCSRST 辅助编码器是否已重置（清零），0：未重置，1：已重置。 

nLIMBRK 该位状态标示当前位置与负向软极限位置的关系，可用于特殊的位置

断点。0: encp >= nsoftlim, 1: encp < nsoftlim。 

pLIMBRK 该位状态标示当前位置与正向软极限位置的关系，可用于特殊的位置

断点。0: encp <= psoftlim, 1: encp > psoftlim。 

BREAKP 标示当前位置与预设的位置断点位置的关系，0: encp < breakp, 1: 

encp >= breakp。 

CAPED 位置捕获标志位，1：表示 iMC 已捕获到新的位置值并存入 cappos。 

HOMED 标示是否已设置机械原点，0 为未设置原点，1 为已设置原点。 

IDXLAT 编码器索引信号锁存，若索引信号有效，该位置位，直到主机清除（往

该位写入 0）。因此编码器的索引信号输入引脚也可以用于普通输入。 

 

ENCSRST、CAPED、HOMED、IDXLAT 由 iMC 置位，置位后由主机负责清

零；nLIMBRK、pLIMBRK、BREAKP 在满足条件时由 iMC 置位，不满足条件时自动

清零，无需主机干预。 

ENCSRST 标志可用于主机查询辅助编码器的计数值是否已重置，HOMED 标

志可用于查询 iMC 是否已设置机械原点，nLIMBRK、pLIMBRK 和 BREAKP 可以用

于位置断点标志；CAPED 用于位置捕获时用，无论是用探针信号捕获还是主机发

指令捕获，成功捕获位置时该位域都置位，表明主机可以读出捕获的位置值。由

于该位的清零是由主机负责的，因此主机在执行捕获操作前，应先对该位清零，

一旦该位域置位，主机应及时读出捕获寄存器的值，否则下次捕获到新的值时将

覆盖掉旧值。IDXLAT 是锁存 INDEX 信号（编码器的 Z 相）的有效边沿，在主机对

之清零之前，置位状态将一直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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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高级：事件编程 

在一些自动化设备中，有时需要实现某些动作紧密地与某些 “事件”结合。

例如，检测某个开关量输入或某个参数的值达到指定值，一旦满足条件，立刻执

行相应的动作，如开始执行运动，或停止运动，或输出 I/O 信号等等。用户可以

在 iMC 的事件执行空间植入若干事件指令，灵活地实现这些功能。 

iMC 的事件指令处理机制可由“图 5-1”表示： 

事件执行空间是一个存储空间，若干事件指令按序地存储在这里，控制器在

每个控制周期执行一遍所有被使能的事件指令。事件指令实际上是有条件或无条

件地执行一些算术或逻辑运算。 

 

图 5-1 事件指令执行示意图 

iMC2650A 系列最多支持 32 条事件指令。 

注意：多轴连续路径插补也支持在段插补完毕时载入若干事件指令（我们称

为“路径事件指令”），为了区别，我们把这里所述的事件指令称为“系统事件指

令”。虽然它们都具有相同的结构，相同的运算操作，作用域也都是全局的，但

它们都有各自独立的执行空间，因此互不干涉（即载入“系统事件指令”不影响

“路径事件指令”，反之亦然）。“系统事件指令”是通过 QFIFO 或 IFIFO 载入的，

且每次只能载入一条事件指令；而“路径事件指令”是通过 PFIFO 载入的，且一

次可以载入若干条事件指令。 

5.1 事件指令基本格式 

每条事件指令在执行空间中的基本存储结构如下图所示： 

事 件 指 令 00

事 件 指 令 11

事 件 指 令 22

事 件 指 令 nn

. . .

执

行

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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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事件指令的基本存储结构 

其中： 

操作码及类型：事件的操作码以及执行类型，操作码标识该指令执行的运算

处理，执行类型标识该事件的执行类型是“无条件执行”、“电平型条件执行”、

“边沿型条件执行”中的一种,详见“5.2 事件指令的执行类型”。 

操作数 1：操作数 1 由参数地址所指向，因此包含“参数地址”和“轴号”

（该参数所属的轴号）两部分，若该参数属于全局参数，“轴号”置为 0； 

操作数 2，操作数 2 有两种情况： 

（1） 操作数 2 由参数地址所指向，包括“参数地址”和“轴号”两部分，

若参数属于全局参数，“轴号”置为 0。 

（2） 操作数 2 是一个立即数，即常数，可以是 16 位常数、32 位常数、48

位常数中的一种。 

存储目标：存储结果的目标位置，由参数地址所指向，包括“参数地址”和

“轴号”两部分，若参数属于全局参数，“轴号”置为 0。 

该存储结构在函数库中定义为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_EVENT_INFO_ { 

 IMC16 EventCMD;  //操作码，即枚举类型 IMC_EVENT_CMD 中的值 

 IMC16 EventType; //执行类型，即枚举类型 IMC_EventType 中的值 

 IMC16 Src1;    //指向操作数 1 的参数地址 

 IMC16 Src1_axis; //操作数 1 所属的轴号 

 union{     //用一个联合体来组织操作数 2 

  struct { 

   IMC16 Src2;    //指向操作数 2 的参数地址 

   IMC16 Src2_axis; //操作数 2 所属的轴号 

   IMC32 reserve; //保留 

  }Src2; 

  struct { 

   IMC16 data;  //16 位宽的常数 

   IMC16 reserve1; //保留 

操 作 码

操 作 数 1 操 作 数 2 存 储 目 标

及 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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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C32 reserve2; //保留 

  }data16; 

  struct { 

   IMC32 data;  //32 位宽的常数 

   IMC32 reserve; //保留 

  }data32; 

  __int64 data48;  //48 位宽的常数 

 }Src2; 

 IMC16 dest;    //指向存储目标的参数地址 

 IMC16 dest_axis;   //目标参数所属的轴号 

 IMC32 reserve;   //保留 

}EventInfo, *PEventInfo; 

 

5.2 事件指令的执行类型 

事件指令的执行类型有三种：“无条件执行”、“电平型条件执行”、“边沿型

条件执行”。 

“无条件执行”：在每个控制周期都无条件地执行一次。 

“电平型条件执行”：在每个控制周期，只要条件成立，则一直执行。 

“边沿型条件执行”：只在当条件成立时的那个控制周期执行一次，之后若

条件先变为不成立然后又再次成立，则再执行一次。 

无论是“电平型条件执行”或“边沿型条件执行”，执行条件的判断都源自

于在其之前的无条件执行事件指令的结果，例如，若需要监测轴 1 的反馈位置是

否超过-3000 的位置，可用比较指令：  

 EventInfo Info; 

 Info.EventCMD = CMD_CMP32i; 

 Info.EventType = IMC_Allways; //无条件事件指令 

 Info.Src1 = curposLoc, 

Info.Src1_axis = 2; 

Info. data32.data = -3000;  

IMC_EventFun(handle, 0, &Info, FALSE); 

该指令实现在每个时钟周期将 encp 参数的值与-3000 进行比较（实际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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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符号减），结果的状态就有可能是“等于”、“大于”、“大于等于”或“小于”。 

 Info.EventCMD = CMD_SET16; 

 Info.EventType = IMC_Edge_GreatEqu; 

Info.data16.data = 1;  

Info.dest = gioLoc; 

Info.dest_axis = 0; 

IMC_EventFun(handle, 1, &Info,FALSE); 

其中“IMC_Edge_GreatEqu”标识符代表“大于等于”的“边沿型条件执行”

事件，仅在“大于等于”的事件发生之时刻执行一次，操作处理是置全局通用

I/O 的 bit0 高电平。其“大于等于”事件源自于它上面的“无条件执行”事件

指令。 

“表 5-1”和“表 5-2”分别列出了“电平型条件执行”和“边沿型条件执

行”事件的标识符及其事件发生的条件。 

表 5-1 电平型条件执行事件的标识符 

电平型事件标识

符 

事件发生的条件 

IMC_IF_Zero 若前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的结果等于 0，例如 CMD_CMP32、

CMD_ADD32、CMD_AND16、CMD_OR16 等。 

IMC_IF_NotZero 若前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的结果不等于 0 

IMC_IF_Great 若前一条无条件执行事件执行比较运算(CMD_CMP32, 

CMD_CMP32i, CMD_CMP48, CMD_CMP48i)，且结果 > 0，即比

较事件指令中的 src1 > src2 

IMC_IF_GreatEqu 若前一条无条件执行事件执行比较运算(CMD_CMP32, 

CMD_CMP32i, CMD_CMP48, CMD_CMP48i)，且结果 >= 0，即比

较事件指令中的 src1 >= src2 

IMC_IF_Little 若前一条无条件执行事件执行比较运算(CMD_CMP32, 

CMD_CMP32i, CMD_CMP48, CMD_CMP48i)，且结果 < 0，即比

较事件指令中的 src1 < src2 

IMC_IF_Carry 若前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发生进位或借位。 

iMC 中，仅加运算会发生进位，仅比较运算会发生借位。 

若事件指令执行加运算(CMD_ADD32, CMD_ADD32i, 

CMD_ADD48, CMD_ADD48i)，以下情况将发生进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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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正数相加，结果超出范围，如 CMD_ADD32 的结果

超出 32 位； 

(2)两个负数相加，总是发生进位事件； 

(3)一正一负相加，结果大于等于零进位，结果小于零则

无进位； 

若事件指令执行比较运算(CMD_CMP32, CMD_CMP32i, 

CMD_CMP48, CMD_CMP48i)，当且仅当第一操作数在数轴上位

于第二操作数的左边时（不含相等），才发生借位事件。 

IMC_IF_NotCarry 若前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不发生进位或借位。发生该事件的

情况与“IFC”相反。 

 

表 5-2 边沿型条件执行事件的标识符 

边沿型事件标识符 事件发生的条件 

IMC_Edge_Zero 若前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的结果由“不等于 0”变为“等

于 0” 

IMC_Edge_NotZero 若前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的结果由“等于 0”变为“不等

于 0” 

IMC_Edge_Great 若前一条无条件执行事件执行比较运算(CMD_CMP32, 

CMD_CMP32i, CMD_CMP48, CMD_CMP48i)，且结果由“≤0”

变为“>0” 

IMC_Edge_GreatEqu 若前一条无条件执行事件执行比较运算(CMD_CMP32, 

CMD_CMP32i, CMD_CMP48, CMD_CMP48i)，且结果由“<0”

变为“≥0” 

IMC_Edge_Little 若前一条无条件执行事件执行比较运算(CMD_CMP32, 

CMD_CMP32i, CMD_CMP48, CMD_CMP48i)，且结果由“≥0”

变为“<0” 

IMC_Edge_Carry 若前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由“无进位或借位”变为“有进

位或借位”。 

iMC 中，仅加运算会发生进位，仅比较运算会发生借位。 

若事件指令执行加运算(CMD_ADD32, CMD_ADD32i, 

CMD_ADD48, CMD_ADD48i)，以下情况将发生进位事件： 

(1)两个正数相加，结果超出范围，如 CMD_ADD32 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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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超出 32 位； 

(2)两个负数相加，总是发生进位事件； 

(3)一正一负相加，结果大于等于零进位，结果小于零

则无进位； 

若事件指令执行比较运算(CMD_CMP32, CMD_CMP32i, 

CMD_CMP48, CMD_CMP48i)，当且仅当第一操作数在数轴上

位于第二操作数的左边时（不含相等），才发生借位事件。 

IMC_Edge_NotCarry 若前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由“有进位或借位”变为“无进

位或借位”。发生该事件的情况与“IFC”相反。 

  

在函数库中，执行类型的标识符用“IMC_EventType”枚举类型列举： 

enum IMC_EventType{ 

 IMC_Allways,   //“无条件执行” 

 IMC_Edge_Zero,  //“边沿型条件执行”——变为 0 时 

 IMC_Edge_NotZero,  //“边沿型条件执行”——变为非 0 时 

 IMC_Edge_Great,   //“边沿型条件执行”——变为大于时 

  IMC_Edge_GreatEqu,  //“边沿型条件执行”——变为大于等于时 

 IMC_Edge_Little,  //“边沿型条件执行”——变为小于时 

 IMC_Edge_Carry,  //“边沿型条件执行”——变为溢出时 

 IMC_Edge_NotCarry,  //“边沿型条件执行”——变为无溢出时 

 IMC_IF_Zero,   //“电平型条件执行”——若为 0 

 IMC_IF_NotZero,   //“电平型条件执行”——若为非 0 

 IMC_IF_Great,   //“电平型条件执行”——若大于 

 IMC_IF_GreatEqu,   //“电平型条件执行”——若大于等于 

 IMC_IF_Little,   //“电平型条件执行”——若小于 

 IMC_IF_Carry,   //“电平型条件执行”——若溢出 

 IMC_IF_NotCarry  //“电平型条件执行”——若无溢出 

}; 

 

只有最近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执行结果的状态才作为后续条件事件指令

的条件判据，所谓“最近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是指在条件事件指令的前面、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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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临近的无条件事件指令。如： 

… 

无条件事件指令 1； 

无条件事件指令 2； 

条件事件指令 3； 

条件事件指令 4； 

无条件事件指令 5； 

条件事件指令 6； 

… 

上述事件指令序列中，指令 1、2和 5 都是无条件事件指令，指令 3、4 和 6

都是条件事件指令，其中指令 3和 4 的最近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均为指令 2，因

此指令 3 和 4 的事件都是基于指令 2 的执行结果；而指令 6 的最近一条无条件事

件指令是 5，因此指令 6 的事件是基于指令 5 的结果。 

5.3 操作码 

事件操作码。事件指令的操作码用以标识该指令所执行的运算操作。在函数

库中，事件操作码用一个枚举类型“IMC_EVENT_CMD”定义： 

enum IMC_EVENT_CMD{ 

 CMD_ADD32,  //两个 32bit 参数相加  

 CMD_ADD32i, //32bit 参数 加 32bit 立即数 

 CMD_ADD48,  //两个 48bit 参数相加  

 CMD_ADD48i, //48bit 参数 加 48bit 立即数 

 CMD_CMP32,  //两个 32bit 参数相比较 

 CMD_CMP32i, //32bit 参数 与 32bit 立即数 相比较 

 CMD_CMP48,  //两个 48bit 参数相比较 

 CMD_CMP48i, //48bit 参数 与 48bit 立即数 相比较 

 CMD_SCA32,  //32bit 参数缩放，倍率(48bit)为另一参数 

 CMD_SCA32i, //32bit 参数缩放，倍率(48bit)为立即数 

 CMD_SCA48,  //48bit 参数缩放，倍率(48bit)为另一参数 

 CMD_SCA48i, //48bit 参数缩放，倍率(48bit)为立即数 

 CMD_MUL32L, //32bit 参数 乘以 32bit 参数 其结果取低 32bit 

 CMD_MUL32iL, //32bit 参数 乘以 立即数 其结果取低 32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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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D_MUL32A, //32bit 参数 乘以 32bit 参数 其结果取低 48bit 

 CMD_MUL32iA, //32bit 参数 乘以 立即数 其结果取低 48bit 

 CMD_COP16,  //拷贝 16bit 参数 

 CMD_COP32,  //拷贝 32bit 参数 

 CMD_COP48,  //拷贝 48bit 参数 

 CMD_SET16,  //设置 16bit 参数 

 CMD_SET32,  //设置 32bit 参数 

 CMD_SET48,  //设置 48bit 参数 

 CMD_OR16,  //参数 OR 参数 

 CMD_OR16i,  //参数 OR 立即数 

 CMD_OR16B,  //参数 OR 参数  其结果转换为 BOOL 类型 

 CMD_OR16iB, //参数 OR 立即数  其结果转换为 BOOL 类型 

 CMD_AND16,  //参数 AND 参数 

 CMD_AND16i, //参数 AND 立即数 

 CMD_AND16B, //参数 AND 参数  其结果转换为 BOOL 类型 

 CMD_AND16iB, //参数 AND 立即数  其结果转换为 BOOL 类型 

 CMD_XOR16,  //参数 OR 参数 

 CMD_XOR16i, //参数 OR 立即数 

 CMD_XOR16B, //参数 OR 参数 其结果转换为 BOOL 类型 

 CMD_XOR16iB //参数 OR 立即数 其结果转换为 BOOL 类型 

}; 

注意：关于每个操作码所执行的具体操作以及应用示例，请参考“5.4

事件编程”对应的函数说明。 

5.4 事件编程 

进行事件指令编程时，用户只需将事件指令的各部分“填充”事件指令的结

构体对象，再使用“IMC_EventFun”函数发送即可。 

“IMC_EventFun”函数的定义是： 

IMC_EventFun(handle, IMC16 EventId, PEventInfo info, bool UseQ); 

其中： 

Handle：设备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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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Id：该事件指令的序号，确定该事件指令将载入执行空间中的存储位

置，取值范围为 0~31； 

info：指向事件指令的结构体； 

UseQ: TURE：通过 QFIFO 发送，FALSE：通过 IFIFO 发送。 

【例 5-1】:  

 EventInfo Info;       //例化事件指令结构体 

 Info.EventCMD = CMD_CMP32;   //32 位比较 

 Info.EventType = IMC_Allways;  //执行类型为“无条件执行” 

 Info.Src1 = curposLoc, 

Info.Src1_axis = 2; 

Info.Src2.Src2 = curposLoc; 

Info.Src2.Src2_axis = 0;  

Info.dest = mcstgposLoc; 

Info.dest_axis = 3; 

IMC_EventFun(handle, 0, &Info,FALSE); 

IMC_EventFun中 0为该事件指令的序号，表示载入第 0条事件指令执行空间；

CMD_CMP32 为操作码，实现的是比较运算，轴 2 的 curpos 参数与轴 0 的 curpos

参数相比较，其差值存入轴 3 的 mcstgpos 参数，即： 

mcstgpos[3] = curpos[2] – curpos[0]   （[]中的数字表示参数所在的轴号） 

该例中的 EventType 项为 IMC_Allways，执行类型为“无条件执行”，表明控

制器在每个控制周期都无条件地执行该事件指令。 

然而，函数库中还封装了各操作码对应的事件指令的载入函数，这些函数根

据其操作码，先根据函数的各参数“填充”事件指令结构体，然后调用

“IMC_EventFun”将此事件指令通过 IFIFO 或 QFIFO 载入执行空间，每调用这些

函数一次，即可载入一条事件指令。因此，用户也可以直接调用这些函数，方便

地进行事件编程。下面按操作码分类列出各函数。 

5.4.1 加运算 

加运算执行的是两个操作数相加，可以保存和的值。加法会产生“表 5-1”

和“表 5-2”中所列的事件，但一般只有“IMC_IF_Carry”、“IMC_IF_NotCarry”、

“IMC_Edge_Carry”、“IMC_Edge_NotCarry”等事件具有使用意义。 

加运算可以用于对参数值实施累加、计数、叠加等操作，其中“IMC_IF_Carry”

或“IMC_Edge_Carry”等事件可以判断是否发生溢出（产生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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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D_ADD32 5.4.1.1

两个 32bit 参数相加。 

IMC_ADD32(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Src2->dest 

Src1：第一个 32 位的操作数；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第二个 32 位的操作数； 

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32 位），若无需存储结果，此项为 0；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若

无需保存结果，此项为 0。 

【例 5-2】： 

IMC_ADD32(handle, 0, IMC_Allways, curposLoc, 0, user32b0Loc, 0, mcstgposLoc, 

1, FALSE) 

此例中实现轴 0 的 curpos 参数加上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32b0（全局参数），

存入轴 1 的 mcstgpos 参数。“0”是该事件指令的序号。 

 CMD_ADD32i 5.4.1.2

32bit 参数加 32bit 立即数。 

IMC_ADD32i(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32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data(立即数)->dest，立即数是一个常量。 

src1：操作数（32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立即数；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32 位），若无需存储结果，此项设为 0；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若

无需保存结果，此项设为 0。 

【例 5-3】： 

IMC_ADD32i(handle,0,IMC_Allways,curposLoc,0,1000, mcstgposLoc,1, FALSE); 

此例中实现轴 0 的 curpos 参数加上常量 1000，存入轴 1 的 mcstgpos 参数。

数字“0”是该事件指令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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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D_ADD48 5.4.1.3

两个 48bit 参数相加。 

IMC_ADD48(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src2->dest 

src1：第一个 48 位的操作数；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第二个 48 位的操作数； 

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48 位），若无需存储结果，此项设为 0；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若

无需保存结果，此项设为 0。 

【例 5-4】： 

IMC_ADD48(handle, 0, IMC_Allways, gearratioLoc, 0, user48b0Loc, 0, 

gearratioLoc, 1, FALSE); 

此例中实现轴 0的 gearratio参数加上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48b0（全局参数），

存入轴 1 的 gearratio 参数。指令操作码前的数字“0”是该事件指令的序号。 

 CMD_ADD48i  5.4.1.4

48bit 参数加 48bit 立即数。 

IMC_ADD48i(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__int64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data(立即数)->dest，立即数是一个常量。 

src1：操作数（48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立即数；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48 位），若无需存储结果，可省略此项；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或

省略，若无需保存结果，此项可省略。 

【例 5-5】： 

IMC_ADD48i(handle, 0, IMC_Allways,  gearratioLoc, 0,  2147483648, 

gearratioLoc, 1, FALSE); 

此例中实现轴 0 的 gearratio 参数加上常量 2147483648（相当于 0.5 的传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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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存入轴 1 的 gearratio 参数。数字“0”是该事件指令的序号。 

5.4.2 比较(减)运算 

比较运算执行的是带符号减运算，需要使用差值时可以保存结果。若被减数

在数轴上处于减数的左边时（不包括两者相等），发生借位。根据结果是否为零

以及是否发生借位会产生“表 5-1”和“表 5-2”中所列的事件。 

比较运算可以用于执行减法运算，也可以用于对两个参数进行比较，或一个

参数与一个常数进行比较等，且比较产生的事件用于触发其它事件指令的执行。 

 CMD_CMP32 5.4.2.1

两个 32bit 参数相比较。 

IMC_CMP32(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src2->dest 

src1：第一个 32 位的操作数（被减数）；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第二个 32 位的操作数（减数）； 

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32 位），若无需存储结果，此项设为 0；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6】： 

IMC_CMP32(handle, 0, IMC_Allways, curposLoc, 0, user32b0Loc, 0, mcstgposLoc, 

1, FALSE); 

此例中实现轴 0 的 curpos 参数与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32b0 相比较，即 curpos

减去 user32b0（全局参数），差存入轴 1 的 mcstgpos 参数。若 curpos 的值比

user32b0的值小（在数轴上 curpos位于user32b0的左边），则会产生“IMC_IF_Carry”

事件，反之则产生“IMC_IF_Great”事件，若两者相等，则有“IMC_Edge_Zero”

事件。 

 CMD_CMP32i 5.4.2.2

32bit 参数与 32bit 立即数相比较。 

IMC_CMP32i(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32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data(立即数)->dest，立即数是一个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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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1：操作数（32 位被减数）；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立即数，即常数（减数）；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32 位），若无需存储结果，此项设为 0；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若

无需保存结果，此项设为 0。 

【例 5-7】： 

IMC_CMP32i(handle, 0, IMC_Allways, curposLoc,0,1000, mcstgposLoc, 1, FALSE); 

此例中实现轴 0 的 curpos 参数与常量 1000 向比较，即减去常量 1000，结果

存入轴1的mcstgpos参数。若 curpos参数的值比1000小，则会产生“IMC_IF_Little”

事件，反之则产生“IMC_IF_Great”事件，若两者相等，则有“IMC_IF_Zero”事

件。 

 CMD_CMP48 5.4.2.3

两个 48bit 参数相比较。 

IMC_CMP48(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src2->dest 

src1：第一个 48 位的操作数（被减数）；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第二个 48 位的操作数（减数）； 

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48 位），若无需存储结果，此项设为 0；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若

无需保存结果，此项设为 0。 

【例 5-8】： 

IMC_CMP48(handle, 0, IMC_Allways, gearratioLoc, 0, user48b0Loc, 0, 

gearratioLoc, 1, FALSE); 

此例中实现轴 0 的 gearratio 参数与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48b0 相比较，即

gearratio 减 user48b0，差存入轴 1 的 gearratio 参数。若 gearratio 的值比 user48b0

的值小（在数轴上 gearratio 位于 user48b0 的左边），则会产生“IMC_IF_Little”

事件，反之（在数轴上 gearratio 位于 user48b0 的右边）则产生“IMC_IF_Great”

事件，若两者相等，则有“IMC_IF_Zero”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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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D_CMP48i 5.4.2.4

48bit 参数与 48bit 立即数相比较。 

IMC_CMP48i(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__int64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data(立即数)->dest，立即数是一个常量。 

src1：操作数（48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立即数；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48 位），若无需存储结果，此项设为 0；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若

无需保存结果，此项设为 0。 

【例 5-9】： 

IMC_CMP48i(handle, 0, IMC_Allways,gearratioLoc, 0,  2147483648, 

gearratioLoc, 1, FALSE) 

此例中实现轴 0 的 gearratio 参数与常量 2147483648（相当于 0.5 的传动比率）

相比较，即 gearratio 减 2147483648，差存入轴 1 的 gearratio 参数。若 gearratio

的值比 2147483648 小（在数轴上 gearratio 位于 2147483648 的左边），则会产生

“IMC_IF_Little”事件，反之（在数轴上 gearratio 位于 2147483648 的右边）则

产生“IMC_IF_Great”事件，若两者相等，则有“IMC_IF_Zero”事件。 

5.4.3 缩放(Scale) 

实际上是一个参数乘以倍率的运算，起到对参数进行放大/缩小的效果。倍

率为 48 位的无符号数，表示的是一个正值，其中高 16 位是整数部分，低 32 位

为小数部分。被放大/缩小的参数值是整数，因此结果只取乘积的整数部分。 

Scale 运算的操作数可以是 32 位或 48 位，48 位的倍率可以存储在 iMC 中以

参数的形式提供，也可以是一个常数。 

需注意的是，若操作数为 32 位，乘积的整数部分有 48 位，若操作数为 48

位，乘积的整数部分有 64 位，但此指令的结果仅取乘积整数部分的低 32 位或低

48 位，因此若操作数和倍率的值都较大，保存的结果有可能不完整。 

 CMD_SCA32 5.4.3.1

32bit 参数&倍率存在参数中。 

IMC_SCA32(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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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Q); 

【操作】src1*src2(16.32)->dest（取乘积整数部分的低 32 位） 

src1：32 位的操作数；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存储 48 位倍率的参数，其高 16 位为整数部分，低 32 位为小数部分； 

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32 位）；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例 5-10】： 

IMC_SCA32(handle, 0, IMC_Allways,curposLoc, 0, user48b0Loc, 0, mcstgposLoc, 

1, FALSE); 

此例实现轴 0 的 curpos 参数，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48b0 中存放的值作为

倍率，乘积整数部分的低 32 位存入轴 1 的 mcstgpos 参数。 

 CMD_SCA32i 5.4.3.2

32bit 参数&倍率为立即数。 

IMC_SCA32i(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__int64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data(16.32 格式立即数)->dest（取乘积整数部分的低 32 位）。 

src1：操作数（32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立即数，表示 48 位倍率，高 16 位为整数部分，低 32 位为小数部分；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32 位）；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11】： 

IMC_SCA32i(handle, 0, IMC_Allways, curposLoc, 0, 2147483648, mcstgposLoc, 1, 

FALSE); 

此例中实现轴 0 的 curpos 参数乘以 2147483648（对于 16.32 格式相当于 0.5

的倍率），乘积整数部分的低 32 位存入轴 1 的 mcstgpos 参数，相当于 curpos 缩

小一倍后存入 mcstgpos。 

 CMD_SCA48 5.4.3.3

48bit 参数&倍率存在参数中。 

IMC_SCA48(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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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1_axis, 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src2(16.32)->dest（取乘积整数部分的低 48 位） 

src1：48 位的操作数；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存储 48 位倍率的参数，其高 16 位为整数部分，低 32 位为小数部分； 

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48 位）；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12】： 

IMC_SCA48, 0, IMC_Allways, gearratioLoc, 0, user48b0Loc, 0, mcstgposLoc, 1, 

FALSE); 

此例实现轴 0 的 gearratio 参数，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48b0 中存放的值作

为倍率，乘积整数部分的低 48 位存入轴 1 的 mcstgpos 参数。 

 CMD_SCA48i 5.4.3.4

48bit 参数&倍率为立即数。 

IMC_SCA48i(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__int64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data(16.32 格式立即数)->dest（取乘积整数部分的低 48 位）。 

src1：操作数（48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立即数，表示 48 位倍率，高 16 位为整数部分，低 32 位为小数部分；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48 位）；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13】： 

IMC_SCA32i(handle, 0, IMC_Allways, gearratioLoc, 0,  2147483648, 

mcstgposLoc, 1, FALSE) 

此例中实现轴 0 的 gearratio 参数乘以 2147483648（对于 16.32 格式相当于

0.5 的倍率），乘积整数部分的低 48 位存入轴 1 的 mcstgpos 参数，相当于 gearratio

缩小一倍后存入 mcstgpos。 

5.4.4 乘法运算 

两个 32 位有符号数相乘，乘积有 64 位，该指令仅取其中的低 32 位或低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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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存入目标参数。因此需注意，若两个参数的值都较大，保存的结果有可能不完

整。 

 CMD_MUL32L 5.4.4.1

32bit 参数乘以 32bit 参数&取低 32bit。 

IMC_MUL32L(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src2->dest（取乘积的低 32 位） 

src1：操作数（32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操作数（32 位）； 

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32 位），若无需存储结果，此项设为 0；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若

无需保存结果，此项设为 0。 

【例 5-14】： 

IMC_MUL32L(handle, 0, IMC_Allways, curposLoc, 0, user32b0Loc, 0, 

mcstgposLoc, 1, FALSE); 

此例实现轴 0 的 curpos 参数，乘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32b0 中存放的值，

乘积的低 32 位存入轴 1 的 mcstgpos 参数。 

 CMD_MUL32iL 5.4.4.2

32bit 参数乘以立即数&取低 32bit。 

IMC_MUL32iL(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32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data(立即数)->dest（取乘积的低 32 位） 

src1：操作数（32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立即数，即常数；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32 位），若无需存储结果，此项设为 0；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若

无需保存结果，此项设为 0。 

【例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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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_MUL32iL(handle, 0, IMC_Allways, curposLoc, 0, -2, mcstgposLoc, 1, FALSE); 

此例中实现轴 0 的 curpos 参数乘以常量-2，乘积的低 32 位存入轴 1 的

mcstgpos 参数。 

 CMD_MUL32A 5.4.4.3

32bit 参数乘以 32bit 参数&取低 48bit。 

IMC_MUL32A(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src2->dest（取乘积的低 48 位） 

src1：操作数（32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操作数（32 位）； 

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48 位），若无需存储结果，此项设为 0；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若

无需保存结果，此项设为 0。 

【例 5-16】： 

IMC_MUL32A(handle, 0, IMC_Allways, curposLoc, 0, user32b0Loc, 0, 

user48b0Loc, 0, FALSE); 

此例实现轴 0 的 curpos 参数，乘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32b0 中存放的值，

乘积的低 48 位存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48b0。 

 CMD_MUL32iA 5.4.4.4

32bit 参数乘以立即数&取低 48bit。 

IMC_MUL32iA(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32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data(立即数)->dest（取乘积的低 48 位） 

src1：操作数（32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立即数，即常数；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48 位），若无需存储结果，此项设为 0；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若

无需保存结果，此项设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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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17】： 

IMC_MUL32iA(handle, 0,IMC_Allways, curposLoc,0,2000, user48b0Loc,0, FALSE); 

此例中实现轴 0 的 curpos 参数乘以常量 2000，乘积的低 48 位存入预定义用

户参数 user48b0。 

5.4.5 拷贝操作 

拷贝操作用于拷贝操作数的值到目标参数。 

 CMD_COP16 5.4.5.1

拷贝 16bit 参数。 

IMC_COP16(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dest 

src：操作数（16 位）； 

src_axis：src 所在的轴号，若 src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目标参数（16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18】： 

IMC_COP16(handle,, 0,  IMC_Allways, movingLoc, 0, out1Loc, 0, FALSE); 

此例中实现将轴 0 moving 参数（标志轴 0 是否正在移动）的值拷贝到 out1

（指示输出 1），例如用于向外部设备指示轴 0 是否正在移动。 

 CMD_COP32 5.4.5.2

拷贝 32bit 参数。 

IMC_COP32(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dest 

src：操作数（32 位）； 

src_axis：src 所在的轴号，若 src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目标参数（32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19】： 

IMC_COP32(handle, 0,  IMC_Allways, curposLoc, 0, mcstgposLoc, 1, FALSE); 

此例中实现将轴 0 的当前位置参数 curpos 的值拷贝到轴 1 的点到点目标位

置参数 mcstgpos，实现轴 1 跟踪轴 0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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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D_COP48 5.4.5.3

拷贝 48bit 参数。 

IMC_COP48(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dest 

src：操作数（48 位）； 

src_axis：src 所在的轴号，若 src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目标参数（48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20】： 

IMC_COP48(handle, 0, IMC_Allways, user48b0Loc, 0, gearratioLoc, 1, FALSE); 

此例中实现将预定义用户参数user48b0中存储的值拷贝到轴1的电子齿轮传

动比率参数 gearratio。 

5.4.6 设置参数值 

用于设置 iMC 的参数值。 

 CMD_SET16 5.4.6.1

设置 16bit 参数。 

IMC_SET16(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data->dest 

data：参数值（16 位常数）； 

dest：目标参数（16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21】： 

IMC_SET16(handle, 0, IMC_Allways,- 1, mcsgoLoc, 0, FALSE); 

此例中实现把-1 写入轴 0 的 mcsgo 参数。注意：由于 mcsgo 是一个无符号

16 位的数，因此写入-1 即是写入 0xFFFF。 

 CMD_SET16 5.4.6.2

设置 32bit 参数。 

IMC_SET32(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32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data->d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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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参数值（32 位常数）； 

dest：目标参数（32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或省略。 

【例 5-22】： 

IMC_SET32(handle, 0,  IMC_Allways, 20000, mcstgvelLoc, 0, FALSE); 

此例中实现把 20000 写入轴 0 的 mcstgvel 参数。 

 CMD_SET48 5.4.6.3

设置 48bit 参数。 

IMC_SET48(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__int64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data->dest 

data：参数值（48 位常数）； 

dest：目标参数（48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23】： 

IMC_SET48(handle, 0, IMC_Allways, 2147483648, gearratioLoc, 0, FALSE); 

此例中实现把 2147483648 写入轴 0 的 gearratio 参数， gearratio 的值是 16.32

格式，2147483648 相当于 0.5 的传动比率。 

5.4.7 逻辑运算 

逻辑运算的操作数均为 16 位，存储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逻辑运算后的结

果直接存储到目标位置，另一种是将结果“布尔化”之后再存入目标位置。所谓

“布尔化”是指把值转换为布尔量，转换的规则是：若值为 0，布尔化后结果为

FALSE；若值为非零，布尔化后结果为 TRUE；在 iMC 中，用 0x0000 表示 FALSE，

0xFFFF 表示 TRUE。 

 CMD_OR16 5.4.7.1

参数 OR 参数。 

IMC_OR16(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 OR src2 -> dest 

src1：操作数 1（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操作数 2（1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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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目标参数（16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24】： 

IMC_OR16(handle, 0, IMC_Allways, motionLoc, 0, motionLoc, 1, 0, 0, FALSE); 

此例中实现将轴 0 的 motion 参数（标志轴是否静止）和轴 1 的 motion 参数

进行或运算，没有保存结果。若结果为零（表明轴 0 和轴 1 都处于静止状态），

产生“IMC_IF_Zero”的事件。 

 CMD_OR16i 5.4.7.2

参数 OR 立即数。 

IMC_OR16i(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 OR data -> dest 

src1：操作数（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16 位立即数（常数）； 

dest：目标参数（16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或省略。 

【例 5-25】： 

IMC_OR16i(handle, 0,  IMC_Allways, gio, 0, 0x0001, gioLoc, 0, FALSE); 

此例中实现将全局 I/O 数据寄存器 gio 的值和 0001h 相或，结果存入 gio，实

现置位全局 I/O 的 bit0 域。 

 CMD_OR16B 5.4.7.3

参数 OR 参数&BOOL。 

IMC_OR16B(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BOOL(src1 OR src2) -> dest，表示 src1 和 src2 相或，结果转换

为布尔量后存入 dest，转换的规则是：若值为 0，转换结果为 FALSE（0x0000）；

若值为非零，转换后结果为 TRUE（0xFFFF）。 

src1：操作数 1（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操作数 2（1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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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目标参数（16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26】： 

IMC_OR16B(handle, 0, IMC_Allways, motionLoc, 0, motionLoc, 1, user16b0Loc, 0, 

FALSE); 

IMC_OR16(handle, 1, IMC_Allways, user16b0Loc, 0, motionLoc, 2, user16b1Loc, 

0, FALSE); 

此例中第一条事件指令实现将轴 0 的 motion 参数（标志轴是否静止）和轴

1 的 motion 参数进行或运算，结果转换为布尔量后存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16b0；

第二条指令将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16b0 与轴 2 的 motion 参数相或，结果存入预

定义用户参数 user16b1。显然，只有轴 0、轴 1 和轴 2 三个轴的 motion 参数都

为 0 时，最终的结果 user16b1 才为 0。 

 CMD_OR16iB 5.4.7.4

参数 OR 立即数&BOOL。 

IMC_OR16iB(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BOOL(src1 OR data) -> dest，表示 src1 和立即数 data 相或，结

果转换为布尔量后存入 dest，转换的规则是：若值为 0，转换结果为 FALSE

（0x0000）；若值为非零，转换后结果为 TRUE（0xFFFF）。 

src1：操作数（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16 位立即数（常数）； 

dest：目标参数（16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27】： 

IMC_OR16iB(handle, 0, IMC_Allways, aioLoc, 0, 1, user16b0Loc, 0, FALSE); 

此例中实现将轴 I/O 数据寄存器 aio（轴 0）的值和 0x0001 相或，结果转换

为布尔量后存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16b0。 

 CMD_AND16 5.4.7.5

参数 AND 参数。 

IMC_AND16(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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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1_axis, 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 AND src2 -> dest 

src1：操作数 1（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操作数 2（16 位）； 

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目标参数（16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28】： 

IMC_AND16(handle, 0, IMC_Allways, motionLoc, 0, motionLoc, 1, 0, 0, FALSE); 

此例中实现将轴 0 的 motion 参数（标志轴是否静止）和轴 1 的 motion 参数

进行与运算，没有保存结果。若结果为非零（表明轴 0 或轴 1 中至少有一轴已静

止），产生“IMC_IF_NotZero”的事件。 

 CMD_AND16i 5.4.7.6

参数 AND 立即数。 

IMC_AND16i(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 AND data -> dest 

src1：操作数（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16 位立即数（常数）； 

dest：目标参数（16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29】： 

IMC_AND16i(handle, 0,  IMC_Allways, gioLoc, 0, 0xFFFE, gioLoc, 0, FALSE); 

此例中实现将全局 I/O 数据寄存器 gio 的值和 0xFFFE 相与，结果存入 gio，实

现清零全局 I/O 的 bit0 域。 

 CMD_AND16B 5.4.7.7

参数 AND 参数&BOOL。 

IMC_AND16B(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BOOL(src1 AND src2) -> dest，表示 src1 和 src2 相与，结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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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布尔量后存入 dest，转换的规则是：若值为 0，转换结果为 FALSE（0x0000）；

若值为非零，转换后结果为 TRUE（0xFFFF）。 

src1：操作数 1（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操作数 2（16 位）； 

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目标参数（16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30】： 

IMC_AND16B(handle, 0, IMC_Allways, motionLoc, 0, motionLoc, 1, user16b0Loc, 

0, FALSE); 

IMC_AND16(handle, 1, IMC_Allways,motionLoc, 2, user16b0Loc, 0, user16b1Loc, 

0, FALSE); 

第一条指令实现将轴 0 的 motion 参数（标志轴是否静止）和轴 1 的 motion

参数进行与运算，结果转换为布尔量后存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16b0；第二条指

令实现 user16b0 的值与轴 2 的 motion 参数相与，结果存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16b1，若 user16b1 不为零，表明三个轴都未静止。 

 CMD_AND16iB 5.4.7.8

参数 AND 立即数&BOOL。 

IMC_AND16iB(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BOOL(src1 AND data) -> dest，表示 src1 和立即数 data 相与，

结果转换为布尔量后存入 dest，转换的规则是：若值为 0，转换结果为 FALSE

（0x0000）；若值为非零，转换后结果为 TRUE（0xFFFF）。 

src1：操作数（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16 位立即数（常数）； 

dest：目标参数（16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31】： 

IMC_AND16iB(handle, 0, IMC_Allways, aioLoc, 0, 1, user16b0Loc, 0, FALSE); 

IMC_AND16iB(handle, 1, IMC_Allways, aioLoc, 1, 1, user16b1Loc, 0, FALSE); 

IMC_AND16(handle, 2, IMC_Allways, user16b0Loc, 0, user16b1Loc, 0,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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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_SET16(handle, 3, IMC_IF_NotZero, -1, mcsgoLoc, 0, FALSE); 

第一条指令实现将轴 0 的 aio 和常数 0001h 相与，结果转换为布尔量后存入

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16b0；第二条指令将轴 1 的 aio 和常数 0001h 相与，结果转

换为布尔量后存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16b1；第三条指令将 user16b0和 user16b1

相与，其结果作为第四条事件指令的条件，若结果非零，则置轴 0 的 mcsgo 为

0xFFFF，开始执行点到点运动。以上四条指令实现的功能是：若轴 0 和轴 1 的

AxIN0/+LIMx 都同时为高电平时，起动轴 0 的点到点运动（假设目标位置已设置）。 

 CMD_XOR16 5.4.7.9

参数 XOR 参数。 

IMC_XOR16(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 XOR src2 -> dest 

src1：操作数 1（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操作数 2（16 位）； 

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目标参数（16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32】： 

IMC_XOR16(handle, 0,  IMC_Allways, motionLoc, 0, motionLoc, 1, 0, 0, FALSE); 

此例中实现将轴 0 的 motion 参数（标志轴是否静止）和轴 1 的 motion 参数

进行异或运算，没有保存结果。若结果为零，表明轴 0 和轴 1 处于相同的运动状

态，即若轴 0 在运动则轴 1 也必在运动，若轴 0 静止，则轴 1 也必为静止。 

 CMD_XOR16i 5.4.7.10

参数 XOR 立即数。 

IMC_XOR16i(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src1 XOR data -> dest 

src1：操作数（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16 位立即数（常数）； 

dest：目标参数（1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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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33】： 

IMC_XOR16i(handle, 0, IMC_Allways, gioLoc, 0, 0x0001, gioLoc, 0, FALSE); 

此例中实现将全局 I/O 数据寄存器 gio 的值和 0x0001 相异或，结果存入 gio，

实现将全局 I/O 的 bit0 域取反，即若原先输出到电平，异或后输出低电平，若原

先输出低电平，异或后输出高电平。 

 CMD_XOR16B 5.4.7.11

参数 XOR 参数&BOOL。 

IMC_XOR16B(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Src2, IMC16 Src2_axis,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BOOL(src1 XOR src2) -> dest，表示 src1和 src2 相异或，结果

转换为布尔量后存入 dest，转换的规则是：若值为 0，转换结果为 FALSE（00x000）；

若值为非零，转换后结果为 TRUE（0xFFFF）。 

src1：操作数 1（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操作数 2（16 位）； 

src2_axis：src2 所在的轴号，若 src2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est：目标参数（16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34】： 

IMC_XOR16B(handle, 0, IMC_Allways, motionLoc, 0, motionLoc, 1, user16b0Loc, 

0, FALSE); 

此例中实现将轴 0 的 motion 参数（标志轴是否静止）和轴 1 的 motion 参数

进行异或运算，结果转换为布尔量后存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16b0。 

 CMD_XOR16iB 5.4.7.12

参数 XOR 立即数&BOOL。 

IMC_XOR16iB(handle, IMC16 EventId, IMC32 EventType, IMC16 Src1, IMC16 

Src1_axis, IMC16 data, IMC16 dest, IMC16 dest_axis,bool UseQ); 

【操作】BOOL(src1 XOR data) -> dest，表示 src1 和立即数 data 相异或，

结果转换为布尔量后存入 dest，转换的规则是：若值为 0，转换结果为 FALSE

（0x0000）；若值为非零，转换后结果为 TRUE（0xFFFF）。 

src1：操作数（1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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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data：16 位立即数（常数）； 

dest：目标参数（16 位）； 

dest_axis：目标参数所在的轴号，若为全局参数，该项可设为 0。 

【例 5-35】： 

IMC_XOR16iB(handle, 0,  IMC_Allways, aioLoc, 0, 1 , user16b0Loc, 0, FALSE); 

此例中实现将轴 I/O 数据寄存器 aio（轴 0）的值和常数 1（0x0001）相异或，

结果转换为布尔量后存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16b0。 

5.5 事件编程注意事项 

事件编程就是向 iMC 植入一系列事件指令。为防止误动作，在植入事件指令

之前，务必先禁止 iMC 执行之前植入的事件指令。植入事件指令后，可以在需开

始执行事件指令的时候使能事件指令。只有使能了事件指令，iMC 才开始执行事

件指令。 

每条事件指令都有不同的存储空间，植入事件指令时需指定该指令所植入的

位置，例如： 

IMC_CMP32i(handle, 0, IMC_Allways, encpLoc,0,10000,0,0,FALSE); 

IMC_OR16i(handle, 1,IMC_Edge_Great,gioLoc,0,0001h,gioLoc,0,FALSE); 

上例两条事件指令中，第一条最前面的“0”指定了该指令存储在第 0 条的

位置，第二条最前面的“1”指定了该指令存储在第 1 条的位置。 

iMC 执行事件指令时，是按 ID 号的大小顺序连续地执行的，即先执行 ID 号

为 0 的指令，再执行 ID 号为 1 的指令。因此 iMC 内部的事件指令序列必须按照

ID 号从零开始连续地排列。若上例中的指令序列为： 

IMC_CMP32i(handle, 0, IMC_Allways,encpLoc,0,10000,0,0,FALSE); 

IMC_OR16i(handle, 2,IMC_Edge_Great,gioLoc,0,0001h,gioLoc,0,FALSE); 

第二条指令的 ID 号为 2，这意味间隔了 ID 号为 1 的位置，除非之前已在 ID

号为 1 的位置植入了事件指令且在本次编程中依然保留它，否则会得到非预想的

结果。 

5.6 禁止/使能事件指令 

事件指令植入 iMC 后，可以随时使能或禁止 iMC 执行事件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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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禁止事件指令 

清零 events 参数即可禁止执行所有的事件指令，对应的基本函数为： 

IMC_SetParam16(handle,eventsLoc,0, 0,FALSE); 

还可以使用功能函数： 

IMC_EnableEvent(handle, 0, FALSE); 

 使能事件指令 5.6.1.1

往 events 参数写入需使能的事件指令条数即可使能这些事件指令，对应的函

数为： 

IMC_SetParam16(handle,eventsLoc, N, 0,FALSE); 

还可以使用功能函数： 

IMC_EnableEvent(handle, N, FALSE); 

其中 N 是指使能的事件指令条数，即将被 iMC 执行的事件指令条数。N 可以

小于或等于已植入 iMC 中的事件指令的条数。使能事件指令后，iMC 从 ID 为 0

的事件指令开始按 ID 递升的顺序连续地执行，直到 ID 等于 N-1 的指令为止（含

第 N-1）。例如，假设已有 ID 号为 0、1、2、3、4、5 的 6 条指令植入 iMC，可以

使能的条数可以是 1~6（即 N 的值可以是 1~6）。 

5.7 事件编程示例 

【例 5-36】： 

IMC_EnableEvent(handle, 0, FALSE);//禁止所有事件指令 

IMC_CMP32i(handle, 0, IMC_Allways,curpos,0,10000,0,0,FALSE);  

IMC_SET16(handle, 1,IMC_Edge_GreatE,0xFFFF,engear,1,FALSE);  

IMC_AND16i(handle, 2, IMC_Allways,engear,1,0xFFFF,0,0,FALSE); 

IMC_SET16(handle, 3,IMC_IF_NotZero,0,events,0,FALSE); 

IMC_EnableEvent(handle, 4, FALSE);//使能 4 条事件指令，即 ID为 0、1、

2、3 的事件指令。 

上例中共植入 4 条事件指令，且 4 条都使能，实现的功能为： 

第 0 条（ID=0）是无条件事件指令，在每个控制周期，轴 0 的当前指令位置

curpos 与常数 10000 进行比较，目的仅用于产生事件，无需保存结果，因此省

略了存储的目标参数及其轴号。 

第 1 条（ID=1）是条件执行事件指令，“IMC_Edge_GreatE”属于“边沿型条



iMC2650A 嵌入式运动控制器硬件手册 154 

 

 

件执行”事件，其含意是，若轴 0 的指令位置（curpos）在上个控制周期小于

10000，而当前周期变为大于等于 10000，则发生了“IMC_Edge_GreatE”事件，

其物理意义是轴 0 的指令位置恰好在这个时刻越过了 10000 这个位置，该事件触

发后面的 SET16 指令，置轴 1的 engear为 0xFFFF，使轴 1 开始接合主动轴作电

子齿轮运动（假设电子齿轮的其它参数已预设好）。 

第 2 条是无条件事件指令，将轴 1 的 enagear 参数和 0xFFFF 常数进行与运

算； 

第 3 条是条件执行事件指令，若第 2 条指令的结果不为零，则清零 events

参数，禁止所有事件指令，即下个控制周期不再执行这些事件指令。 

注意：若不再需要事件指令所实现的功能时，应及时禁止事件指令，如

上例中的第 3 条指令就起到自动禁止事件指令的作用。 

【例 5-37】：利用“时间-位移”同步运动与事件指令配合，实现轴 0 按时间原

则同步运动。 

IMC_SetParam16(handle,syntypeLoc, -1, 0,FALSE);//位移同步类型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Loc,ticksLoc, 0,FALSE);//同步源为控制

周期（时间） 

IMC_SetParam32(handle,synsrcvarLoc, 6000, 0,FALSE);//同步源变化的

值为 6000 个时钟周期 

IMC_SetParam16(handle,slaveabsLoc, -1, 0,FALSE);// slavedist 参数表

示的值为绝对位置 

IMC_SetParam16(handle,ticksLoc, 0,0,FALSE);// 开始时先清零 ticks 

IMC_EnableEvent(handle, 0, FALSE);//先禁止事件指令 

IMC_CMP32i(handle, 0, IMC_Allways,ticksLoc,0,10000,0,0,FALSE);//无

条件指令，ticks 与 10000 比较 

IMC_SET32(handle, 1, IMC_Edge_GreatEqu,5000,slavedistLoc,0,FALSE); 

IMC_SET16(handle, 2,IMC_Edge_GreatE,-1,enasynLoc,0,FALSE); 

IMC_SET16(handle, 3,IMC_Edge_GreatE,-1,startsynLoc,0,FALSE); 

IMC_CMP32i(handle, 4, IMC_Allways,ticksLoc,0,16010,0,0,FALSE);  

IMC_SET32(handle, 5,IMC_Edge_GreatE,0,slavedistLoc,0,FALSE); 

IMC_SET16(handle, 6,IMC_Edge_GreatE,-1,enasynLoc,0,FALSE); 

IMC_SET16(handle, 7,IMC_Edge_GreatE,-1,startsynLoc,0,FALSE); 

IMC_CMP32i(handle, 8, IMC_Allways,ticksLoc,0,22020,0,0,FALSE); 

IMC_SET32(handle, 9,IMC_Edge_Great,0,ticksLoc,0,FALSE); 

IMC_EnableEvent(handle, 10, FALSE);//使能以上 10 条事件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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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38】：利用“位移-位移”同步运动与事件指令配合，实现轴 0 根据

轴 1 的位置同步运动，实现简单的“凸轮”运动。 

IMC_SetParam16(handle, syntypeLoc, -1， 0, FALSE);//位移同步类型 

IMC_SetParam16(handle,synsrcLoc, curposLoc, 0, FALSE);//同步源为指

令位置 

IMC_SetParam32(handle,synsrcvarLoc, 20000, 0, FALSE);//同步源变化

的值为 20000 单位 

IMC_SetParam16(handle,synaxisLoc, 1, 0 , FALSE);//同步源所在的轴为

轴 1 

IMC_SetParam16(handle,slaveabsLoc, -1, 0, FALSE);//slavedist 参数表

示的值为绝对位置 

IMC_EnableEvent(handle, 0, FALSE);//先禁止事件指令 

IMC_CMP32i(handle, 0, IMC_Allways,curposLoc,1,100,0,0,FALSE);//比

较轴 1 是否到达 100 的位置 

IMC_SET32(handle, 1,IMC_Edge_GreatE,1000,slavedistLoc,0,FALSE);//

轴 0 同步移动到 1000 的位置（绝对位置） 

IMC_SET16(handle, 2,IMC_Edge_GreatE,-1,enasynLoc,0,FALSE);// 

 ;使能同步 

IMC_SET16(handle, 3,IMC_Edge_GreatE,-1,startsynLoc,0,FALSE);//若轴

1 到达 100 的位置,轴 0 开始移动 

IMC_CMP32i(handle, 4, IMC_Allways,curposLoc,1,20200,0,0,FALSE);//

比较轴 1 是否到达 20200 的位置 

IMC_SET32(handle, 5,IMC_Edge_GreatE,0,slavedistLoc,0,FALSE);//轴 0

同步移动到 0 的位置（绝对位置） 

IMC_SET16(handle, 6,IMC_Edge_GreatE,-1,enasynLoc,0,FALSE);//使能同

步 

IMC_SET16(handle, 7,IMC_Edge_GreatE,-1,startsynLoc,0,FALSE);//若轴

1 到达 20200 的位置,轴 0 开始移动 

IMC_EnableEvent(handle, 8, FALSE);//使能以上 8 条事件指令 

While(1){    ;轴 1 循环地移动 

IMC_SetParam32(handle,mcsdistLoc, 40400, 1,TRUE); 

IMC_SetParam16(handle,mcsgoLoc, -1, 1,TRUE);   

IMC_WaitToZero(handle,movingLoc, 1 ); /等待运动结束 

IMC_SetParam16(handle,sethomeLoc, -1, 1,TRUE);//轴 1 移动 40400

单位后,重新设置原点(homepos=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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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控制器的参数 

 

iMC 的参数在内部采用二进制的定点数格式表示，所谓定点数是指小数点位

置固定不变，它可以表示整数值和带小数部分的值，如 

整数部分.小数部分 

例如，目标速度 mcstgvel 是一个 32 位宽且具有 16 位小数部分的参数，这意

味着该参数的高 16 位表示参数值的整数部分，低 16 位表示参数值的小数部分。 

6.1 参数格式 

iMC 中共有以下几种数据格式的类型： 

S32：32 位带符号位的整数，即小数部分的位数为 0，参数值的范围为： 

[-2147483648,2147483647]。 

U32：32 位无符号位的整数，即小数部分的位数为 0，参数值的范围为： 

[0, 4294967295]。 

S16：16 位带符号位的整数，即小数部分的位数为 0，参数值的范围为： 

[-32768,32767]。 

U16：16 位无符号位的整数，即小数部分的位数为 0，参数值的范围为： 

[0, 65535]。 

F16：16 位标志参数，仅取两个值：0 或 0xFFFF。 

R16：16 位寄存器，各位域具有具体的意义，部分位域需设置。 

S16.32：48 位带符号位，高 16 位为整数部分，低 32 位为小数部分，参数值

的范围：[-32768.0,32767.999999999767]。 

U16.32：48 位无符号位，高 16 位为整数部分，低 32 位为小数部分，参数值

的范围：[0.0,65535.999999999767]。 

S16.16：32 位带符号位，高 16 位为整数部分，低 16 位为小数部分，参数值

的范围：[-32768.0,32767.999984741211]。 

U16.16：32 位无符号位，高 16 位为整数部分，低 32 位为小数部分，参数值

的范围：[0.0,65535.999984741211]。 

S0.16：16 位有符号位，16 位为小数部分。 

因此，iMC 中的参数值所表示的实际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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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值 =
参数值

2n
 

其中 n 为小数部分的位数。 

例如，对于一个 S32 格式的数，“00018000h”（h 表示十六进制表示）表示的

十进制的值为 98304/2^0 = 98304；对于一个 S16.16 格式的数，“00018000h”表

示的十进制的值为 98304/2^16 = 1.5。 

iMC 中含有小数部分的参数有以下几类： 

(1) 速度类参数 

   iMC 中速度类的参数用于表示运动速度的大小，如主坐标系下连续运动的目

标速度 mcstgvel，主坐标系下点到点运动的最大速度 mcsmaxvel，当前指令速度

curvel，主编码器速度（实际速度）encpvel，辅编码器速度 encsvel，高速/低速

搜寻原点的设定速度 highvel/lowvel 等。速度类参数为 32 位长的有符号数，其中

高 16 位表示速度值的整数部分，低 16 位是速度值的小数部分，即“S16.16”格

式。例如，若当前指令速度参数 curvel 的值为 100000，它表示的速度值为： 

100000/216= 1.52588 (pulse /cycle) 

注意上式右边的单位为 pulse/cycle，即脉冲每控制周期。  

(2) 加速度/减速度参数 

iMC 中的加速度和减速度参数也是 32 位的有符号数，其中高 16 位表示速度

值的整数部分，低 16 位是速度值的小数部分，即“S16.16”格式。例如，若加

速度参数 accel 的设置值为 100000，它表示的加速度值为： 

100000/216= 1.52588 (pulse /cycle^2) 

(3) 其它含小数部分的参数 

在 iMC 中，除了上述的速度类和加速度类外，还有以下参数是包含小数部分

的，分别是：电子齿轮传动比率参数 gearratio，主编码器和辅编码器的倍率因子

参数，见“表 6-1”所示。 

表 6-1 iMC 中其它包含小数部分的参数 

参数名 长度

(bit) 

格式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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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rratio 48 S16.32 电子齿轮的传动比率。 

encpfactor 32 S16.16 主编码器的倍率因子，即主编码器的一个计数单

位相当于位置单位(pulse)的个数，应为正值。 

encsfactor 32 S16.16 辅编码器的倍率因子，辅编码器的计数值乘以该

倍率因子后再累加到辅编码器计数寄存器，应为

正值。 

 

1) 电子齿轮传动比率参数 gearratio 

在 iMC 中，gearratio 参数表示的是一个 48 位长度的有符号数，高 16 位表示

传动比率的整数部分，低 32 位表示传动比率的小数部分，因此 gearratio 参数可

表达的传动比率范围是[-32768.0,32767.999999999767]。假设需设置的传动比率

的实际值为-0.01，gearratio 参数的设置值可按下式计算： 

gearratio =  0.01× 231 =  21474836 

即 gearratio 参数的设置值为-21474836，该整数值可通过基本写入指令写入

iMC，如： 

wr gearratio -21474836 0  ;设置轴 0 的传动比率（-0.01） 

2) 主编码器的倍率因子(encpfactor) 

对于一般的伺服电机系统，编码器的计数单位与 iMC 的基本位置单位（脉冲）

是一致的，即每个计数单位等于 iMC 的一个基本位置单位，即 1：1 的关系。但

在某些场合，例如安装了编码器或光栅尺作为位置反馈的步进系统中，编码器的

计数单位与 iMC 的基本位置单位不一定相同，可能存在 1：f 的关系，即编码器

的一个计数单位相当于 f 个基本位置单位，其中 f 可能是一个小数。iMC 中用

encpfactor 参数来设置上述的 f 值，称为编码器的倍率因子。encpfactor 的数据格

式为“S16.16”，即高 16 位为整数部分，低 16 位为小数部分，因此 encpfactor

参数的设置值为： 

encpfactor = f × 216 

例如，假设主编码器的线数是 1024 线，在 4 倍频计数模式下该编码器每旋

转一圈，iMC 可得到 4096 的计数值。若 iMC 每输出 12800 个脉冲可驱动电机运

动一圈，则 encpfactor 参数的设置值应为： 

encpfactor = f × 216 =
12800

4096
× 65536 = 20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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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编码器的选择应使上式的计算结果为整数，否则 iMC 对实际位置的计

算结果存在累积误差。如上例中，若选择1000线（4倍频后每转的计数值为 4000）

的编码器就不合适，因 

encpfactor =
12800

4000
× 65536 = 209715.2 

计算结果为小数，而 encpfactor 参数的设置值只能圆整为 209715，显然必

存在误差。为避免这种情况，一方面可以选择合适线数的编码器与电机驱动系统

匹配，另一方面亦可改变电机驱动系统的参数，如由 12800 脉冲每转改为 10000

脉冲每转，即可选择上述 1000 线的编码器： 

encpfactor =
10000

4000
× 65536 = 163840 

2、仅在使用外部编码器的反馈时，才需要设置 encpfactor 参数，若 iMC 的

位置反馈使用内部脉冲反馈，无需设置 encpfactor 参数。注：当主编码器控制寄

存器 encpctr 中的 LOOPBACK 位域为 1，iMC 内部使用输出的指令脉冲作为位置

反馈信号；反之，若 LOOPBACK 位域为 0，iMC 使用外部反馈信号。 

3、encpfactor 参数值应为正值。 

3) 辅编码器的倍率因子(encsfactor) 

辅编码器的倍率因子参数 encsfactor 的数据格式也是“S16.16”，它意义与

encpfactor 类似，辅编码器的计数值乘以该倍率因子后再累加到辅编码器计数寄

存器。例如，假设 encsfactor 参数的设置值为163840，值表示的实际倍率为： 

163840/65536 = 2.5 

这表示辅编码器的一个计数信号，encs 增加或减少 2.5 个计数值。 

1、辅编码器的计数值不作为实际位置反馈，仅用于计数用，如手轮编码

器等。2、encsfactor 参数值应为正值。 

6.2 至少必须配置的参数 

控制卡的各轴至少必须配置以下参数才能执行运动。 

表 6-2 各轴至少须配置参数 

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

认 
参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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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

认 
参数描述 

accellim A S16.16 0 

设置该轴的加速度极限值。无论何种运动模式，

只要实际加速度超出此极限值，将置位错误寄存

器 error 中的 ACCLIM 位域，此错误不可屏蔽，因

此只要发生此错误，立刻退出该轴运行。注意：

accellim 必须为正值。 

vellim A S16.16 0 

设置该轴的速度极限值。无论何种运动模式，只

要实际速度超出此极限值，将置位错误寄存器

error 中的位 VELLIM 域，此错误不可屏蔽，因此

只要发生此错误，立刻退出该轴运行。注意：必

须为正值。 

mcsaccel A S16.16 0 主坐标系加速度，主坐标系运动必须。 

mcsdecel A S16.16 0 
主坐标系减速度，主坐标系运动必须，若该参数

不指定，以 mcsaccel 的值替代。 

mcsmaxvel A S16.16 0 
主坐标系点到点运动的规划速度，主坐标系点到

点运动必须。 

ena A F16 0 

用于驱动器使能。该参数写入非零值使能驱动器

（输出低电平）。必须使能后才能输出脉冲指令。

若该轴因错误退出运行，ena 清零，该轴处于非

使能状态。 

run A F16 0 

运行该轴。只有运行该轴才能进行运动规划。若

该轴因错误退出运行，run 清零，该轴处于停止

运行状态。 

 

控制器的其它参数请查看“附录一 参数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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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参数汇总表 

表中类型表明该参数是轴参数还是全局参数，轴参数用字符“A”表示，全

局参数用“G”表示，格式是指参数值的格式，关于参数的数据格式请参阅“6.1

参数格式”。 

全部参数表 

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accellim A S16.16 0 

设置该轴的加速度极限值。无论何种

运动模式，只要实际加速度超出此极

限值，将置位错误寄存器 error 中相应

的位域，此错误是不可屏蔽的，因此

只要发生此错误，立刻退出该轴运行。

注意：必须设置正值。 

aio A R16 0 
每轴输入 IO（轴 IO）的实时数据寄存

器，读出的是对应管脚的实时信号值。 

aioctr A R16 Ah 
轴 I/O 的控制寄存器，详见“2.2.1 轴

IO 配置”。 

aiolat A R16 0 
每轴输入 IO（轴 IO）的锁存数据寄存

器，锁存轴 IO 信号的有效边沿。 

asseglen G F16 0 

指定速度规划是否基于该段合成路径

的长度，或某个轴在该段的移动距离。

若 asseglen 为 0，速度规划基于 X、Y、

Z 三轴的合成路径长度，即 pathvel 是

合成路径的速度。当然，当

pathaxisnum 小于 3 时，则只有 X 轴或

X、Y 轴合成路径长度。若 asseglen 非

零，asseglen 必须为 1~pathaxisnum 范

围的一个值，表示采用 segmap_x、

segmap_y…所映射的轴的移动距离进

行速度规划，如 1 表示采用 X 轴的移

动距离规划速度，因此 pathvel 即为 X

轴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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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breakp A S32 0 

位置断点。若 curpos<breakp，则状态

寄存器 status 的 BREAKP 位域清零；

若 curpos≥breakp，则 status 的 BREAKP

位域置 1。 

cappos A S32 0 保存位置捕获的位置值。 

capture A F16 0 

写入 0xFFFF，立刻锁存当前位置值（主

编码器的反馈值），并保存在 cappos

参数中。 

captured A F16 0 
0xFFFF：标志是已锁存位置值到

cappos，0：未锁存。 

ciraxis A F16 0 

设置该轴为环形轴或线性轴。若

ciraxis 为 0，该轴为线性轴，若为

0xFFFF，该轴设置为环形轴。 

cirpos A S32 0 
若该轴设为环形轴，此参数设置环形

轴的最大位置。 

clkdiv G U16 * 
基准时钟分频为控制采样频率的分频

数。（依版本而定） 

clraiolat A R16 - 
相应的位域写入 1 则清零对应轴 I/O

在 aiolat 中的锁存值。 

clrencs A F16 - 写该寄存器清零辅编码器计数寄存器 

clrififo G F16 - 写入非零值清空 IFIFO。 

clear G F16 - 

写入非零值对该轴实施清零操作。清

零该轴的编码器计数、指令位置、目

标位置等各种位置参数，以及各种运

动状态标志：mcspos、mcstgpos、

curpos、encp、pcspos、pcstgpos、status、

error、emstop、hpause、events、encs、

ticks、aiolat。 

clrqfifo G F16 - 写入非零值清空 QFI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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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cfifocnt G R16 0 

读该寄存器，可得到轮廓运动 CFIFO

中数据的个数，往该寄存器执行写操

作，则清零 CFIFO。 

contouring A F16 0 

标志是否正在进行轮廓运动中，

0xFFFF：轮廓运动中，0：轮廓运动已

结束或 CFIFO 已空。 

curpos A S32 0 

当前指令位置，是主、辅坐标系目标

位置叠加并经过运动平滑后总的指令

位置。 

curvel A S16.16 0 
当前速度，是主、辅坐标系的速度叠

加并经过运动平滑后总的速度。 

delayout G U16 0 

一旦将计时值写入 delayus 寄存器，

delayout 的 bit0 置 1，并于到达延时

值后清零，详见“3.15.4 计时功能”。 

delayus G U32 0 

计时寄存器，一旦写入计时值(单位

为:us)，delayout 的 bit0 域置 1，到达

计时值后 delayout 清零，详见“3.15.4

计时功能”。 

dirtime A U16 66 

设置方向信号变化的延迟时间，单位

是系统的时钟周期，详见“2.1.1.3 方

向信号变化延迟时间的设置”。 

ena A F16 0 

脉冲输出及驱动器使能。写入 0xFFFF

则使能脉冲输出及使能驱动器。若需

将轴作为虚拟轴(运行正常，但不输出

脉冲)，可清零 ena。 

另：可以用于判断脉冲输出和驱动器

是否使能，0：脉冲输出和驱动器禁止，

0xFFFF：脉冲输出和驱动器使能。 

enasyn A F16 0 
使能同步控制，0：禁止，0xFFFF：使

能。同步结束后，enasyn 自动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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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encp A S32 0 主编码器计数值，即当前实际位置。 

encpctr A R16 802Eh 
主编码器控制和状态寄存器，各位域

的定义详见“2.1.2 主编码器”。 

encpfactor A S16.16 10x0000 主编码器的倍率因子，应为正值。 

encpvel A S16.16 0 
主编码器速度，单位：计数值每控制

周期。 

encs A S32 0 辅编码器计数值寄存器。 

encsclr A F16 - 
往该寄存器执行写操作则清零辅助编

码器的计数寄存器 encs。 

encsctr A R16 Eh 辅助编码器的控制寄存器。 

encsfactor A S16.16 10x0000 辅编码器的倍率因子，应为正值。 

encsvel A S16.16 0 
辅编码器速度，单位：计数值每控制

周期。 

engear A F16 0 

在电子齿轮运动模式中，写入 0xFFFF

开始接合，清零则脱离啮合。 

另：可用于判断该轴是否作为从动轴

参与电子齿轮运动，0：无参与，

0xFFFF：正参与中。 

error A R16 0 
错误寄存器，各位域的定义详见

“3.18.5error-错误寄存器” 

eventbase G U16 0 事件指令的基地址。 

eventid G U16 0 事件指令的 ID 号。 

events G U16 0 

被使能的事件指令的条数，若 events

为零，则禁止事件，无任何事件指令

被 iMC 执行。 

exitfilt A R16 0xFFFF 

指定发生何种错误时停止该轴运行。

exitfilt 中置位的位域将致使：若错误

寄存器 error 中对应的位域置位则停

止运行(清零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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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feedrate G S16.16 65536 
进给倍率，通过该参数可在路径运动

过程中实时改变路径速度。 

fixvel A S0.16 0 误差补偿速度。 

fwversion G U16 * 
该控制器 firmware 的版本号。（根据

firmware 的版本不同） 

gearoutmod A F16 0 

脱离啮合后从动轴的运动模式。0：脱

离啮合后从动轴以传动速度作为目标

速度进入连续运动模式，“传动速度”

等于脱离啮合之时刻主动轴的速度乘

以传动比率。 

0xFFFF：脱离啮合后从动轴以由

gearoutvel 参数所设置的速度作为目

标速度进入连续速度运动模式。若要

求脱离啮合后停止，应设置 gearoutvel

参数值为 0。 

gearoutvel A S16.16 0 脱离啮合后的运行速度。 

gearratio A S16.32 0 
传动比率，16.32 格式，高 16 位为整

数部分，低 32 位为小数部分。 

gearsrc A U16 0 
指针，指向从动轴所跟随的主动轴的

参数。 

gio G R16 0 

16 个固定通断逻辑的开关量输出的

数据寄存器，往某个位域写“1”，对

应的开关接通，写“0”则断开（高阻），

详见“2.4 全局开关量输出”。 

gohome A F16 0 

写入 0xFFFF，开始搜寻机械原点，执

行的过程方式由 homeseq 参数定义，

清零则可以停止搜寻。 

另：可用于判断是否正在执行搜寻原

点的运动，0：已停止搜寻，非零：正

在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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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group_a G U16 0 轮廓运动的轴组中，A 轴对应的轴号 

group_b G U16 0 轮廓运动的轴组中，B 轴对应的轴号 

group_c G U16 0 轮廓运动的轴组中，C 轴对应的轴号 

group_x G U16 0 轮廓运动的轴组中，X 轴对应的轴号 

group_y G U16 0 轮廓运动的轴组中，Y 轴对应的轴号 

group_z G U16 0 轮廓运动的轴组中，Z 轴对应的轴号 

groupsmooth G U16 64 
轮廓运动的平滑拟合时间，单位为控

制周期。 

groupnum G U16 0 轮廓运动的轴组中，轴的数量 

highvel A S16.16 0 搜寻原点时，高速段的速度预设值。 

homed A F16 0 
0xFFFF：标志已搜寻到原点，0 未搜寻

到原点。 

homepos A S32 0 

原点位置的偏移值，设置机械原点时，

该值被拷贝到指令位置寄存器 curpos

和编码器寄存器 encp 中。 

homeseq A R16 0 
设置搜寻原点过程的运动序列和操作

方式。 

homestpos A S32 0 
若设置搜寻到原点后移动到指定位置

选项，该参数设置指定位置。 

hpause G F16 0 

往该参数写入 0xFFFF则所有轴暂停运

动，但未退出运行。从暂停恢复时应

清零该参数。 

hwversion G U16 * 硬件版本（根据硬件版本不同） 

lowvel A S16.16 0 搜寻原点时，低速段的速度预设值。 

master A U16 0 电子齿轮中主动轴的轴号。 

mcsaccel A S16.16 0 加速度（主坐标系）。 

mcsdecel A S16.16 0 减速度（主坐标系）。 

mcsdist A S32 0 目标移动距离（主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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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mcsgo A F16 0 

写入 0xFFFF启动点到点运动，写入零，

停止当前的点到点运动（主坐标系）。 

另：在普通模式下，mcsgo 也可用于

判断主坐标系是否正在规划点到点运

动，0：停止规划，非零：正在规划。 

mcsmaxvel A S16.16 0 点到点运动的最大速度（主坐标系）。 

mcsmoving A F16 0 
标志主坐标系是否规划运动中，0：规

划运动已停止，0xFFFF：规划运动中。 

mcspos A S32 0 主坐标系的指令位置。 

mcsslope A F16 0 

标志主坐标系是否处于速度斜升过程

中（加速或减速）。0xFFFF ：处于速

度斜升过程中，0：等于目标速度运行。 

另：电子齿轮运动时，可以判断从动

轴是否达到传动速度，即是否达到主

动轴速度乘以传动比率的值，0：达到，

0xFFFF：未达到。 

mcstgpos A S32 0 绝对目标位置（主坐标系）。 

mcstgvel A S16.16 0 
连续速度运动的目标速度（主坐标

系）。 

mcstrack A F16 0 
主坐标系点到点运动的模式，0：普通

模式，0xFFFF：跟踪模式。 

mcsvel A S16.16 0 主坐标系的当前规划速度。 

motion A F16 0 

标志电机是否静止，0：规划运动已完

成，且电机已静止；0xFFFF：规划运

动未完成，或虽已完成运动规划，但

电机尚未静止。 

moveinpath A F16 0 
轴参数，表明该轴是否参与路径运动

并正在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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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moving A F16 0 

标志是否规划运动（包括主坐标系和

辅坐标系）以及运动平滑处理中，0：

停止规划运动且停止平滑处理，

0xFFFF：规划运动未完成或运动平滑

处理进行中。 

naxis G U16 * 
本控制器支持的最大轴数。（根据具体

型号不同） 

nsoftlim A S32 80000x0000 
负向软极限位置，默认为负方向最大

值。 

outsettle A F16 0 

位置误差越出静止窗口标志，若

outsettle=0xFFFF，表明当前位置误差

poserr 大于静止窗口参数 settlewin，

详见“4.4 电机到位并静止”。 

outtrack A F16 0 

位置误差越出跟随窗口标志，若

outtrack=0xFFFF，表明当前位置误差

poserr 大于跟随窗口参数。 

pathacc G S16.16 0 路径加速度。 

pathabs G F16 0 
设置段的坐标数据以绝对值还是相对

值表示。 

pathevents G F16 0 

路径事件条数，插入事件指令时，自

动设置该参数的值。该参数清零则停

止执行路径事件指令  

pathvel G S16.16 0 当前路径速度（只读） 

pathfifoclr G F16 - 清空 PFIFO 

pathFIFOcnt G F16 0 PFIFO 中数据个数 

pathaxisnum G F16 0 参与路径运动的轴数 

pcsaccel A S16.16 0 加速度（辅坐标系）。 

pcsdecel A S16.16 0 减速度（辅坐标系）。 

pcsdist A S32 0 
目标移动距离（辅坐标系点到点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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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pcsgo A F16 0 

写入 0xFFFF 启动点到点运动（辅坐标

系），写入零则停止。 

另：在普通模式下，pcsgo 也可用于判

断辅坐标系是否正在规划点到点运

动，0：停止规划，非零：正在规划。 

pcsmaxvel A S16.16 0 点到点运动的最大速度（辅坐标系）。 

pcsmoving A F16 0 
标志辅坐标系是否规划运动中，0：停

止规划运动，0xFFFF：规划运动中。 

pcspos A S32 0 指令位置（辅坐标系）。 

pcsslope A F16 0 

标志辅坐标系是否处于速度斜升过程

中（加速或减速）。0xFFFF ：处于速

度斜升过程，0：等于目标速度运行。 

pcstgpos A S32 0 绝对目标位置（辅坐标系）。 

pcstgvel A S16.16 0 
连续速度运动的目标速度（辅坐标

系）。 

pcstrack A F16 0 
点到点运动的模式，0：普通模式，1：

跟踪模式（辅坐标系）。 

pcsvel A S16.16 0 当前规划速度（辅坐标系）。 

poserr A S16 0 
位置误差，当前指令位置与实际位置

（反馈值）之差：poserr=curpos-encp。 

poserrlim A U16 32767 

设置位置误差(poserr)的限制值，超出

该值，错误寄存器中相应的位域置位。

注意：必须为正值。 

profiling A F16 0 

标志是否规划运动中，0：规划运动已

停止，0xFFFF：规划运动中（包括主

坐标系和辅坐标系，以及轮廓运动）。 

psoftlim A S32 7FFF0xFFFF 
正向软极限位置，默认为正方向最大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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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run A F16 0 

置 0xFFFF 则运行该轴，清零则停止该

轴运行。停止运行某轴后，停止输出

脉冲及一切运动规划，但主、辅编码

器以及轴 I/O 等仍保持正常功能。 

另：可判断该轴是否正在运行中，0：

已停止运行，非零：正在运行。 

segID G U32 0 
正在执行的段的 ID 号，每执行一段，

该 ID 加 1 

segtgvel G S16.16 0 段执行的目标速度 

segmap_x G F16 0 映射为 X 轴的轴号 

segmap_y G F16 0 映射为 Y 轴的轴号 

segmap_z G F16 0 映射为 Z 轴的轴号 

segmap_a G F16 0 映射为 A 轴的轴号 

segmap_b G F16 0 映射为 B 轴的轴号 

segmap_c G F16 0 映射为 C 轴的轴号 

segmap_d G F16 0 映射为 D 轴的轴号 

segmap_e G F16 0 映射为 E 轴的轴号 

segendvel G S16.16 0 段结束时的速度 

segwaitequ G F16 0 
PathWaitEqu 类型的等待指令使用此

参数，用于与被等待参数进行比较 

segwaitand G F16 0 

PathWaitEqu 类型的等待指令使用此

参数，用于与被等待参数进行相与，

滤取需要比较的位域 

sethome A F16 0 

主机设定原点位置指令，主机向该参

数写入 0xFFFF，iMC 将当前位置设为

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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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settlen A U16 1 

设置电机自运动结束到进入静止状态

的延时大小。若该轴已停止规划运动

和平滑处理(moving=0)，在静止窗口

内的状态(outsettle=0)保持 settlen 设

定的控制周期个数后，清零 motion 参

数，标志电机已静止。 

settlewin A S16 0 
电机静止窗口大小，单位：位移单位，

参数值须大于零。 

shiftmaster A F16 0 

在辅坐标系下执行点到点运动时，若

shiftmaster 为零，辅坐标系移动的距

离累加到主坐标系的目标位置

mcstgpos；若 shiftmaster 为 0xFFFF，

则无累加过程。 

slaveabs A F16 0 

若 slaveabs 为零，slavedist 表示的移

动目标是相对移动距离；若 slaveabs

非零，slavedist 表示的是绝对位置。 

slavedist A S32 0 

若 syntype 非零，该参数用于设置整

个同步过程中从动轴的移动目标：若

slaveabs꞊ 0，该参数表示相对移动距

离；若 slaveab≠0，该参数表示绝对位

置；若 syntype 为零，该参数无需设

置。 

smooth A U16 64 运动平滑因子。 

startgroup G F16 0 

置 0xFFFF 开始执行轮廓运动，清零则

禁止轮廓运动。亦可以用于暂停/继续

轮廓运动。 

startpath G F16 0 写入非零开始执行路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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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startsyn A F16 0 

写入 0xFFFF 开始执行同步，清零则退

出同步运动。同步运动结束后 startsyn

和 enasyn 都自动清零。 

另：可用于判断同步是否结束，0：同

步结束，非零：仍在同步。 

status A R16 0 
状态寄存器，各位域的定义详见“4.5

其它状态寄存器 status” 

srst A F16 0 
驱动器复位开关输出。写入非零值则

接通，写入 0 则断开（高阻）。 

sout A F16 0 
驱动器通用开关输出。写入非零值则

接通，写入 0 则断开（高阻）。 

stepmod A R16 6h 
脉冲输出模式及信号极性设置寄存

器，详见“2.1.1.1 脉冲输出模式设置”。  

steptime A U16 66 

设定脉冲有效电平宽度，单位是系统

的时钟周期，详见“2.1.1.2 脉冲有效

电平宽度的设置”。 

stopfilt A R16 0xFFFF 

指定发生何种错误时停止规划运动。

stopfilt 中置位的位域将致使：若错误

寄存器 error 中对应的位域置位则停

止运动。 

stopin G R16 0 

全局停止开关输入的寄存器，往该寄

存器写 1 或写 0，可设置该开关输入

的有效电平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有效。

读该寄存器可从 bit4 反映该开关输入

的状态。 

swfilter G R16 29h 
开关量输入的数字滤波时间参数，详

见“2.2.6 开关量输入的数字滤波”。 

synaxis A U16 0 同步操作数所在的轴号，即参照轴。 

synsrc A U16 0 
指向同步操作数的指针，写入时是取

同步操作数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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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synsrcvar A S32 0 

设置整个同步过程中，同步源变化的

量，若同步源是位移类参数，synsrcvar

表示同步源轴移动的距离，若同步源

是控制周期 ticks，synsrcvar 表示历经

的控制周期数。注意，该参数必须为

正整数。 

syntype A F16 0 

同步类型，0：从动轴的速度与同步源

同步，0xFFFF：从动轴的位移与同步

源同步。 

sysclk G U32 * 

系统基准时钟频率，控制频率是基于

该时钟频率经过分频得到。（依版本而

定） 

ticks G U32 0 

记录时间片，以控制周期为单位，每

个周期参数值加 1。在基于时间的同

步运动中可作为时间操作数。 

trackwin A S16 0 
跟随误差窗口大小，单位：位移单位，

参数值须大于零。 

vellim A S16.16 0 

设置该轴的速度极限值。无论何种运

动模式，只要实际速度超出此极限值，

将置位错误寄存器 error 中的 VELLIM

位域，此错误不可屏蔽，只要发生此

错误，立刻退出该轴运行。注意：必

须设置为正值。 

waitequ G R16 0 

WT 等待指令中，用于与被 waitfilt 滤

取后保留下来的被监测参数的位域进

行比较，若相等，则跳过等待指令，

继续执行等待指令后续的指令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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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

型 
格式 默认 参数描述 

waitfilt G R16 0 

WT 等待指令中用于选取被监测参数

中欲监测的位域，waitfilt 中置 1 的位

域，表示选取被监测参数中对应的位

域；waitfilt 中为 0 的位域，表示忽略

被监测参数中相应的位域。 

xgio G R16 0 

8 个通断逻辑可设置的开关量输出。

其通断逻辑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详

见“2.4 全局开关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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