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iMCSOFT 软件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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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 iMCSOFT，iMCSOFT 是广州市研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为 iMC

系列运动控制器（卡）开发的编程和配置软件平台。该软件界面友好，操作简单，

使用之，用户可以非常方便地配置和使用 iMC 系列运动控制卡，大大加快调试

和应用的进程。在使用该软件平台之前，请先详细阅读本操作指南，需要时可以

借助 iMC 运动控制卡使用手册，以充分理解该软件以及 iMC 运动控制卡的操作

原理。  

本部分内容主要介绍 iMCSOFT 软件的界面、菜单和工具栏等内容，以及

iMCSOFT 的基本操作方法。  

iMCSOFT 软件的界面有菜单栏、工具栏、指令执行区、编程区、信息显示

区、状态栏。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iMCSOFT V2.4 主界面  

1.1 菜单栏 

菜单栏在软件的最上方，有“文件”、“编辑”、“查看”、“设置”、“工程”、“工

具”和“帮助”菜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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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件(F)：新建、打开、保存、另存为、最近打开文档及退出软件。 

2、编辑(E)：对控制指令程序的编辑，包含撤销、重做、复制、粘贴、剪切、查找

替换等。 

3、查看(V)：对各工具栏及状态栏的显示与隐藏等。 

4、设置(S)：对编辑区的字体颜色设置、搜寻机械原点、控制卡类型选择等。如果

上位机未与 iMC 控制器建立连接，则其中有些功能是禁止的（灰色）。 

    注：语法加亮、设置字体、及字体颜色选项都是针对编程区设置的，用户可

根据喜好设置自己熟悉的界面。  

5、工程(P)：此菜单包含对指令编程区的用户程序进行编译、运行、停止、暂停、

继续和单步操作，如下图所示：   

   

（1）编译：检查用户在编程区编写的控制指令的语法是否有误； 

（2）运行：运行用户在编程区编写的控制指令序列； 

（3）暂停：暂时停止运行编程区的控制指令；注意：此处暂停只是上位机暂停

向 iMC 的指令 FIFO 发送编程区的指令序列，若暂停时 iMC 的指令 FIFO 非空，

则 iMC 仍继续解释和执行 FIFO 里的剩余指令。 

（4）继续：继续向 FIFO 发送编程区的控制指令序列； 

（5）停止：停止向 iMC 发送编程区的指令序列； 

（6）单步：逐条执行编程区的控制指令，执行完毕后暂停在下一条控制指令，

选择继续选项时，则会退出单步执行状态。 

6、工具(T)：此菜单包含使用配置文件、示教、点动、固件更新等功能。 

（1）使用配置文件：可以使用此功能将保存在文本文件中的控制卡配置指令语

句发送到控制卡来完成控制卡的初始化。 

（2）点动：使用此功能控制电机的点动功能。 

（3）示教：暂时不开放此功能 

（4）固件更新：在这里设置控制卡的连接密码以及更新固件。 

7、帮助(H)：查看 iMCSOFT 软件的帮助文档、查看控制卡参数、检查更新软件等。 

 

  



1.2 工具栏 

工具栏有 5 个子工具栏分区，分别为标准工具栏、设备搜索工具栏、指令工

具栏、工程工具栏、急停工具栏。 

1、标准工具栏：除了包括文件打开、保存、复制、粘贴等常用编辑按钮，还

有一些其它功能的工具按钮： 

   点击此图标可打开 iMCSOFT 的帮助文档，对应于帮助菜单的“使用说明”

选项；  

   点击此图标可打开“iMC 的参数”对话框，对应于帮助菜单的“查看参数”

选项；用户可以方便地点击此图标查看 iMC 的参数，“iMC 的参数”对话框如下

图所示： 

 



   点击此图标开启或关闭源码语法加亮功能，对应于设置菜单的“语法加亮”

选项； 

   点击此图标打开“选择颜色”对话框，可设置编程区中的关键字等颜色，

对应于设置菜单的“字体颜色”选项；  

   点击此图标打开“寄存器配置”对话框，对应于设置菜单的“寄存器配置”

选项；  

   点击此图标打开“点动”对话框，对应于设置菜单的“点动”选项；  

   点击此图标打开“搜寻机械原点”对话框，对应于设置菜单的“搜寻机械

原点”选项；  

  

2、设备搜索工具栏：  

当 IMCSoft 启动时会自动搜索 PC 机上的网卡设备，如果没有找到网卡，则

设备处显示空白。如下图所示： 

 

将控制卡连接到网络后，点击“搜索设备”按钮，会搜索已连接网络的控制

卡，若搜索到 iMC 设备，则在右边依次显示各个设备的名称，并显示“连接设备”

按钮，如下图所示，点击“连接设备”按钮则可以使控制卡与上位机建立连接。  

 

若网络上的 iMC 控制卡不止一块，则显示多个类似上图所示的工具栏。  

 

 在设备名称后面的中括号里的 id:0 或 id:1 表示的是控制卡的 id，此 id 由

控制卡的拨码开关设置。注意，连接网络上的控制卡不能有相同 id 的控制卡。 

  

3、指令工具栏：  

此指令工具栏是针对指令执行区的，即点击该按钮则会执行指令执行区的指

令。只能控制一块控制卡，由目标设备列表框指定对那块控制卡进行控制。 

指令执行区与编程区的区别： 



iMCSOFT 主界面的左边编辑框是指令执行区，在该区域，只能执行单个或多

个 IMC 指令，而不能使用“if-else”之类的条件控制流程语句、循环语句、子

程序，以及定义变量等，一般仅用于临时执行若干指令。右边编辑区则是运行指

令序列的编程区，用户可以在此区域编写实现运动控制功能的指令程序序列，且

可以使用条件控制语句、循环语句，以及定义变量和子程序等。  

4、急停工具栏：  

急停工具栏包含“电机暂停”和“电机急停”按钮，分别用于暂时停止运动

和紧急退出运行。注意：电机暂停和急停都是对所有轴有效的，即一旦按下这些

按钮，相应地所有轴都暂停运动或所有轴都退出运行。需指出的时，这里的暂停

是指暂时停止所有轴的运动，同时 iMC 内部暂时停止解释指令序列 FIFO 里的指

令，但 iMCSOFT 并不暂停往 iMC 发送指令，直到指令序列 FIFO 满，显然这与编

程区的“暂停”按钮是有区别的。 

电机暂停和急停只能控制一块控制卡，由指令工具栏中的目标设备列表框决

定控制哪块控制卡。 

点击“电机暂停”实际上 iMCSOFT 是向 iMC 控制器的暂停寄存器 hpause 写

入非零值，点击“电机急停”实际上 iMCSOFT是向 iMC控制器的急停寄存器 emstop

写入非零值，因此，若需要从暂停状态或急停状态恢复运行，应通过指令执行区

向暂停寄存器 hpause 或急停寄存器 emstop 写入零。  

若是从“电机暂停”恢复，若之前的运动是速度模式，则须在清零 hpause

后，重新设置目标速度参数 tgvel 才能重新运动；若之前的运动是搜寻机械原点

的运动，则须在清零 hpause 后，重新执行搜寻原点的操作（注意重新选择起始

方向）；若之前的运动是点到点的运动模式，则清零 hpause 后，将继续走完未完

成的点到点运动。  

对于从“电机急停”恢复的详细情况，请参考 iMC 的使用手册。  

5、工程工具栏： 

 

工程工具栏的作用域仅局限于 iMCSOFT 主界面右边的编程区，对左边的指令

执行区无效。 

  “编译”按钮用于语法分析，检查编程区里源程序的语法错误，对应于“工程”

菜单里的“编译”选项； 

  “运行”按钮用于执行编程区中的程序，对应于工程菜单的“运行”选项。若

设备仍未与上位机建立连接，该按钮处于不可用状态；  

  “停止”按钮用于停止执行编程区中的程序，对应于工程菜单的“停止”选项； 

  “暂停”按钮用于暂停执行编程区中的程序，对应于工程菜单的“暂停”选项； 

  “继续”按钮用于继续执行编程区中的程序，对应于工程菜单的“继续”选项； 



  “单步”按钮用于逐条执行编程区中的程序，对应于工程菜单的“单步”选项。

注意：“单步”仅适用于逐条执行 iMC 指令，对于普通的程序语句，如赋值、表

达式语句等，单步执行时不能暂停在这些语句上。 

   特别注意： 

工程工具栏中的“暂停”和“停止”按钮的功能与急停工具栏中的“电机暂

停”和“电机急停”不同。工程工具栏的“暂停”和“停止”只是使上位机暂停

或停止执行编程区中用户编写的程序，即停止向 iMC 发送指令，但这并不意味着

电机立刻停止运动，若此时 iMC 中的指令序列缓冲区非空，iMC 将继续执行剩余

的指令。  

急停工具栏中的“电机暂停”和“电机急停”则是暂停或紧急停止电动机的

当前运动，但并不阻止 iMCSOFT 继续往 iMC 的指令缓冲区发送指令，直到指令缓

冲区满为止。 

 

1.3 指令执行区 

指令执行区位于工具栏下方，主界面左边的编辑框。此区域供用户输入和执

行单条或若干条 iMC指令，一般用于临时执行运动或设置或查看某些参数的值。

iMC 指令格式基本与编程区的 iMC 指令格式一致，但同一次只可以针对同一个

iMC 设备（iMC 控制卡）发送指令。 

指令执行区支持编程区中所有对 IMC操作的指令。如以下格式的 iMC指令： 

   写参数指令： wr param data [axis, fifoSel]    

    功能：向 iMC 的参数写入值 

   读参数指令： rd param [axis] [h]     

功能：获取 iMC 的参数值 

事件指令：事件指令的用法请参考解释器使用说明中的 iMC 指令 

说明： 

上述指令格式中，param 是必选项，代表 iMC 中的参数名；Axis 代表该参数

所属的轴号，若 param 是全局参数，则轴号可缺少； 

data 表示将要载入 iMC 中的数据，如果其最后的一个字符是'h'或'H'，如 123h,

则表示十六进制数据，否则表示十进制； 

axis 为可选项，表示轴号，当 axis 缺省时，轴号默认为 0； 

fifoSel 表示将此写参数指令发送到哪个 FIFO 执行 

读参数指令中的 h 为可选项，当有 h 选项时，在信息显示区显示的数据将为

十六进制，否则为十进制。 

在该编辑框输入需执行的指令后，点击指令工具栏中的“执行指令”按钮，

或在指令执行区单击右键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执行指令”，即依次执行该编辑框



中的指令序列，且仅执行一遍。 

此编辑框中的指令在一次执行时只能发往同一个 iMC 设备（iMC 控制器），可

以在指令工具栏的“目标设备”下拉列表框选择目标控制卡，如下图所示： 

   

1.4 信息显示区 

此处可显示各种操作的提示信息,如不想显示其信息,可在显示区点击右键，

在弹出的菜单中取消“显示信息提示”前面的勾选状态即可。 

  

1.5 编程区 

iMCSOFT 主界面右边的编辑框为编程区，可在此编写实现运动控制功能的用

户程序，具体的编程方法请查看“iMCSoft 编程指南” 。 

  

1.6 状态栏  

状态栏在程序的最下方，它显示的是一些操作的状态信息。 

  
 

关于 iMC 的配置和基本运行操作请查看  iMC 的配置和运行 

  

  

  

  



二、 iMC 工具 

 

本部分内容介绍利用 iMCSOFT 搜寻机械原点和点动运行等相关内容。  

iMC 的配置和基本运行操作均包含在“设置”主菜单下，分别有 “搜寻机械

原点(H)”和“点动(J)”等子菜单项目，如图所示：  

 

 

 

   

  

 

  iMCSOFT 的编程操作请查看  iMCSOFT 编程指南   



2.1. 搜寻机械原点  

该菜单选项的功能是以对话框的形式实现机械原点的搜寻过程。点击此选项

后弹出 “搜寻机械原点”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正确执行自动搜寻原点过程的关键是如何定义和设置 homeseq参数来排列组

合若干个运动阶段。在此，我们将从起动电机轴直到控制器检测到原点开关（ORG）

信号有效边沿的过程定义为一个阶段（Phase），每个阶段都可以设置移动速度（快

速或低速）、停止模式，以及是否在此段设置原点等。关于 homeseq 参数的解释

以及搜寻机械原点的原理，可参考 iMC 使用手册。本设置对话框界面的主要作用

是帮助用户更易于理解搜寻机械原点的原理，并快速地配置 homeseq 参数。 



“选择控制卡”下拉列表框用于选择操作的控制卡，这是对于连接了多块控

制卡的系统而言的，若上位机只连接了单块控制卡，无需选择此项。 

“起始方向”是指开始执行搜寻过程的起始方向，必须由操作者根据执行搜

寻原点指令前电机所处的位置与原点开关所在的位置关系来指定，例如，开始搜

寻原点时原点开关位于电机轴的正前方，则该位应置 0，即在开始时往正方向移

动，才有可能检测到原点开关的信号；若置 1，电机轴在开始时往负方向移动，

显然将无法检测原点开关的信号。 

“检测索引信号的个数(0-7)”是指若需要通过检测编码器的索引信号

(index)来确定机械原点时，在此可以指定在最后阶段检测索引信号有效边沿的

个数，最大值为 7。 

整个搜寻过程最多可以设置三个阶段，“整个搜寻过程阶段的个数”用于指

定搜寻原点的过程经历阶段的个数，可以仅有一个阶段（Phase1）即完成整个搜

寻过程，也可以有两个阶段，即 Phase1 和 Phase2；还可以三个阶段都有，即分

别有 Phase1、Phase2 和 Phase3 三个阶段。 

“设置每个阶段的速度和停止模式”栏目用于分别对每个阶段的移动速度

（高速或低速），高速对应的速度值（maxvel），以及低速对应的速度值（lowvel），

以及选择每个阶段的停止模式（减速停止或立刻停止）。注：高速对应的速度值

与点对点运动模式的最高速度共用一个参数——maxvel。 

“选择最后阶段的动作方式”栏目用于选择整个搜寻过程的最后一个段的动

作方式，即设置原点的方式，分别有三种情况： 

  （1）检测到原点开关 ORG 信号的有效边沿时执行原点设置操作，并停止

移动； 

  （2）检测到原点开关 ORG 信号的有效边沿后，开始对编码器的索引(index)

信号计数，在计数值等于预设值之时执行原点设置操作，并停止移动； 

  （3）进入此阶段即开始对编码器的索引(index)信号计数，在计数值等于预设

值之时执行原点设置操作，并停止移动。 

根据设定的“整个搜寻过程阶段的个数”以及最后阶段的动作方式，该对话

框的右上角会显示整个搜寻过程的示意图。 

“设置原点的偏移位置(hmposp)”栏目用于指定机械原点的位置偏移坐标零

点的值，该值保存在 hmposp 参数中，设置机械原点时，该值将被拷贝到当前指

令位置寄存器 pos 和实际位置寄存器 encp。 

所有配置内容完成后，必须先点击“配置到 iMC”按钮，将配置的内容写入

到 iMC 芯片内相应的寄存器,配置才生效，然后点击“启动搜寻”按钮，开始起

动电机轴执行由 homeseq 参数指定的动作序列，对机械原点进行搜寻。 

  



2.2. 点动  

“点动”选项用于打开点动操作的对话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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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动运动可以通过硬件的点动按钮控制，

也可以通过主机发送点动指令控制。此处打开的点动对话框界面是通过主机发送

点动指令来实现的点动控制。点动操作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具体操作步骤是： 

  （1） 选择需执行点动操作的轴号；  

  （2） 按下“正向点动”或“负向点动”按钮实现正方向的点动或负方向

的点动。 

  



2.3. 设置密码及固件更新 

此菜单，使用此功能可以设置控制卡连接函数的密码，以及从厂家获取新固

件更新。其对话框如下： 

 

 

1.1.1 设置密码 

新版本控制卡支持用户加密以及固件更新。用户密码可以用于加密应用程序

免于拷贝使用，保护用户的知识产权。注：用户程序是指用户基于 iMC 系列控制

卡开发的应用程序。 

若需要对应用程序进行加密时，应先使用 iMCSOFT 对其设置密码（菜单“工

具—>更新固件”），该密码将存储在控制卡的 flash 内部。控制卡的驱动函数库

（*.dll）提供了基于密码的连接函数，连接密码作为连接函数的参数之一，只

有密码参数正确才能正常连接控制卡，从而起到加密的作用。密码为任意 ASCII

字符，字符数可以在 4~100 个之间。 

更新密码时，一块新的控制卡没有设置密码，旧密码框中可以输入任意字符。

如果已经设置过密码，必须在旧密码框中输入正确的密码。在新密码框中输入需

要设置的密码，密码长度大于等于 4 个字符、小于 100 个字符，点击更新密码按

钮，即可更新控制卡的连接密码。 

注意：若控制卡已设置密码，必须输入旧密码才可以更新固件。 

2.4.1. 固件更新 

 点击文件按钮选择固件文件，在旧密码框中中输入已设的密码，在新密码框



中输入新密码，如果新密码框为空，则更新固件时会清除以前设置的密码。如果

希望保留原密码，必须在新密码框输入与原密码一致的字符。点击更新按钮即开

始更新固件。  

在更新固件过程中请务必注意不能断电，否则会导致控制卡无法正常

工作，若出现此情况，请联系本公司技术支持或售后服务代表。 

  



三、 iMCSOFT 编程指南 

 

iMCSOFT 的主要功能是为用户提供运动控制程序的编辑、编译、运行控制等，

本编程指南详细介绍基于该平台下编写运动控制指令程序的语法和操作方法。  

注意：除了特别指出外，本指南所述的编辑、编译、运行控制等语法或操作方法

仅适用于在 iMCSOFT 编程区编写的程序，iMCSOFT 的编程区所指的区域如下图所

示。  

关于编程区与指令执行区的区别 

编程区的左边区域是指令执行区，此区域只可以输入和执行单条或若干条简单

iMC 指令，即写参数指令、读参数指令、事件段指令和功能函数指令。而不能使

用上述的变量定义、操作符运算、赋值、条件控制、循环控制和函数等语法。一

般只用于临时执行运动、设置和查询某些参数的值。 

  

运动控制程序的编写 

在 iMCSOFT 中，一段运动控制程序通常由基本的 iMC 指令语句、变量赋值、表达

式、条件控制、循环和跳转等语句元素构成，此外，还可以插入事件段编程。请

选择以下连接查看各语句元素的详细内容，包括语法格式和用法等。 

  



3.1. 变量 

3.1.1. 变量 

和其它编程语言类似,变量名只能由字母、数字、下划线三种字符组成，且

第一个字符必须为字母，变量名的长度必须小于 64 个字符。注意，iMCSOFT 对

大小写敏感，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字符。  

定义变量的形式为：  

  var 标识符 1 标识符 2 标识符 3……  

  其中 var 是用于声明变量的关键字,标识符 1、标识符 2、标识符 3……为变

量名  

  用关键字 var 声明的变量是由上位机分配内存的，数据内容存储在上位机内

存中，使用时上位机并不需要以通信的形式与 iMC 的存储空间进行交互，而直接

在上位机的内存中存储或读取。var 定义的变量一般用于上位机的运算、循环判

断、条件判断、赋值等。 

例：  

   var a b 

   a=10 

  b=a+1 

上例中首先声明了 a、b 两个变量。在第二句，将值常量 10 赋给变量 a。第

三句执行算术运算，并将喝赋给变量 b，其运算过程和结果都是在上位机中进行

的，上位机无须与 iMC 进行数据交互。  

 

  



3.2. 常数和注释 

3.2.1. 常数 

常数常用于给变量赋值或写入 iMC 的参数，可以用十进制表示或十六进制表

示。十进制直接用数字表示，例如，12345，100 等形式都是十进制整数。十六

进制整数的书写格式是在数字或十六进制字符后面加字符 h或 H，例如，12345h，

127BH，FFFFFFFFh 等形式都是十六进制整数。  

3.2.2. 注释 

为了使程序具有更好的可读性，便于理解和维护，在编程区编写的程序可以

加入注释语句，添加注释可以用行注释和块注释两种形式： 

（1） 行注释语句的标识符为半角状态的英文分号“;”,如： 

      wr error 0 0  ;清零错误寄存器 error 

      分号及分号后面的内容不会被 iMCSOFT 的解释器编译和执行。 

（2）块注释语句的标识符为一对大括号“{}”，如： 

      {wr tgpos 15600 0 

  wr mov -1 0 

  wr waitfilt ffffh 

  wr waitequ ffffh 

  wt proffin 0 

  wr tgpos -12800 0 

  wr mov -1 0 } 

当遇到有此大括号时，则大括号及里面的内容不会被 iMCSOFT 的解释器编译

和执行。 

 

  



3.3. 操作符 

   iMCSOFT 支持的运算表达式由操作符和操作数组成，其中 iMCSOFT 支持的操

作符有：算术操作符、逻辑操作符和关系操作符。操作数可以是常数，也可以是

已定义的变量，或由变量和常数构成的表达式，但不可以是 iMC 的参数或自定义

参数，因为 iMC 的参数或自定义参数都是存储在 iMC 内部存储空间的，不可以直

接使用其值进行运算，若要使用这些参数参与运算，可先用 iMC 的读参数指令将

参数的值读出，并赋给一个临时变量，再用该变量参与运算，如： 

   var temp b 

   temp = rd pos 0  ;读出轴 0 的当前指令位置，赋给临时变量 temp 

   b = temp + 1000  

（1）算术操作符：加(+)、减(-)、乘(*)、除(/)，如： 

     var a b  

     a = 100 

     b = a + 1 

     b = a / 10 

  （2）逻辑操作符：按位与(&)、按位或(|)、按位异或(^) 

  （3）比较操作符：恒等(==)、不等(!=)、大于(>)、大于等于(>=)、小于(<)、

小于等于(<=)  

  （4）操作符的优先级： 

     *、/                (最高优先级)  

     &、^  

     | 

     +、- 

     ==、!=、>、>=、<、<=   (最低优先级)  

 

  



3.4. 赋值语句 

赋值语句由赋值运算符“=”实现，格式为：变量 = 表达式。 

其中变量为用 var 定义的变量，不可以是 iMC 参数或自定义的 iMC 参数。  

表达式可以是一个常数，一个变量，或仅包含变量和常数构成的运算式，不

可以是一个 iMC 参数或自定义 iMC 参数，但可以是一条 iMC 的读参数指令。 

假设程序中定义了 temp1 和 temp2 两个变量(var temp1 temp2 语句定义)，则： 

   以下赋值语句是合法的：  

   temp1 = temp2 

   temp1 = 1000 

   temp2 = temp1 + 1 

   temp1 = rd curpos 0   ;读轴 0 的参数 pos（当前指令位置），返回值赋给

temp1 变量 

   以下赋值语句不合法： 

   temp2 = curpos 

 

  



3.5. 条件控制  

3.5.1. 条件控制——if语句 

   条件控制语句用于指定当满足某条件时，执行相应的语句。iMCSOFT 中的条

件控制语句由关键字：if、then、else、else if、endif，布尔表达式以及待执

行语句构成，当布尔表达式的结果为“真”时，执行关键字“then”后面的语句。

条件控制语句的语法格式有三种形式： 

 （1） if 布尔表达式 then  

      语句   

     endif 

  例： 

        if a>0 then  

           b = 0  

        endif 

 （2）if 布尔表达式 then  

        语句 

     else  

        语句 

      endif 

   例： 

    if a>0 then 

         b = 0 

    else  

         b = 1  

    endif 

 （3）if 布尔表达式 1 then  

        语句 

     elseif 布尔表达式 2 then 

        语句 

      else 

        语句 

     endif  

说明: 上述三种形式的条件控制语句中，布尔表达式可以是一个比较运算式，

也可以是一个常数，若是非零常数，布尔表达式的结果为“真”，若是零，布尔

表达式的结果为“假”。 

比较运算式是由变量、常数以及比较运算符组成的表达式，运算结果为“真”

（TRUE）或“假”（FALSE）    

   （1）比较运算符  

   iMCSOFT 支持以下 6 种关系运算符: 

     <  ：小于 

     <= ：小于或等于 



     >  ：大于 

     >= ：大于或等于 

     == ：等于 

     != ：不等于 

     if 语句的三种形式中,布尔表达式中支持多个比较运算式的组合。 

   例如 

    if  a>0 and  b>0 or c==0 then   

        语句体 

    endif 

3.5.2. if语句的嵌套  

嵌套的 if 语句 

在 if 语句中又包含一个或多个 if 语句称为 if 语句的嵌套。iMCSOFT 支持

if 语句的嵌套，一般形式如下：  

if  布尔表达式 1  then 

语句 

if  布尔表达式 2  then  

    语句 

endif 

语句 

endif  

应当注意 if语句与 endif的配对关系。每一个语句体都是以 endif结束的。

endif 总是从最内层开始，与它上面最近的（未曾配对的）if 配对，也就是说有

多少个 if 就要有多少个 endif 与之配对。 

 

  



3.6. 跳转和循环 

3.6.1. 跳转语句 goto 

  跳转语句用于指向解释器跳到某个标号所指定的位置，并从该标号下的语句

开始执行。在 iMCSOFT 中，可以用“goto”关键字和标号实现无条件跳转，它的

语法为：  

    goto 语句标号  

其中语句标号由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且第一个字符必须为字母，例如：  

    goto label_1  ——语句标号合法  

    goto 123      ——语句标号不合法  

iMCSOFT 解释器在遇到 goto 语句时，无条件跳转到语句标号的位置，并从语

句标号下面的语句开始执行。一般与 if 语句结合使用，当满足某条件时，跳转

到标号指定的位置执行，如： 

  …… 

  if a > 0 then 

      goto label 

  endif 

  label: 

       语句 1 

       语句 2 

       …… 

3.6.2. 循环语句 

循环控制语句用于循环执行某些语句，以重复某些动作。在 iMCSOFT 中，有

三种语法形式可以实现循环控制： 

由 goto 语句和 if 语句构成循环 

由 while 语句构成循环 

由 for 语句构成循环 

 （1）由 goto 语句和 if 语句构成循环  

   例：  

     main 

       var a 

       a=0 

       loop: 

       a=a+1 

       if a<5 then goto loop endif 

     end 

   运行结果显示在下边的显示框,如下: 



     a=0 

     a=1 

     a=2 

     a=3 

     a=4 

     a=5 

     运行结束  

 

 （2）由 while 语句构成循环  

  while 语句的语法格式为：  

     while 布尔表达式 do  

       语句体  

     wend 

只要布尔表达式的结果为真，则执行关键字“do … wend”之间的语句，直

到布尔表达式的结果为假。其中布尔表达式可以是一个变量，一个比较运算式，

或是一个常数。如果比较运算式的结果为假或常数值为零，则跳过该循环语句，

执行“wend”后面的语句；如果比较运算式的结果为真或常数值非零，则执行

“do … wend”之间的语句。 

   例： 

     main 

       var a 

       a=0 

       while a<6 do 

         a=a+1 

       wend 

     end 

 

 （3）由 for 语句构成循环  

   for 语句的语法格式为：  

     for 循环变量 to 终值 do  

       语句  

     next 

其中“循环变量”和“终值”用于控制循环的次数。使用该语句时，循环变

量必须先赋初值，并根据需要循环的次数，指定终值，注意终值必须是一个常数。

iMCSOFT初次执行该循环语句时，解释器首先将循环变量的初值与终值进行比较，

若循环变量的初值比终值小，则每次循环结束时，循环变量自动加 1，循环终止

的条件是循环变量大于终值；若循环变量的初值比终值大，则每次循环结束时，

循环变量自动减 1，循环终止的条件是循环变量小于终值。 

   例： 

     main 

       var a b 

       a=0 

       for b=0 to 4 do 



         a=a+1 

       next 

     end 

3.6.3. 循环的嵌套 

   一个循环体内又包含另一个完整的循环结构，称为循环的嵌套。内嵌的循环

中还可以嵌套循环，这就是多层循环。  

   以上三种循环结构(if - goto 循环、while 循环、for 循环)均可以互相嵌

套。例如下面的几种都是合法的：  

  (1) loop1: 

         …… 

         loop2: 

           …… 

         if …… then goto loop2 endif 

           …… 

         if …… then goto loop1 endif 

 (2) while …… do 

         …… 

         while …… do 

             …… 

         wend 

         …… 

     wend 

 (3) for …… to …… do 

        …… 

        for …… to …… do 

           …… 

        next 

        …… 

     next 

 (4) loop1: 

        …… 

        for …… to …… do 

           …… 

        next 

        …… 

        if …… then goto loop1 endif 

 (5) for …… to …… do 

        …… 

        while …… do 

           …… 

        wend 

       …… 



    next 

 

3.6.4. break和 continue语句 

break 和 continue 语句仅用于由 for 语句或 while 语句构成的循环体中。 

  （1）break 语句的作用主要是用来从循环体内跳出循环体，即提前结束循环，

接着执行循环体外的语句。如：  

           for a=0 to 10 do 

             b=b+2 

             if b>10 then break endif 

           next 

以上语句计算 b 的值直到 b 大于 10 为止。从上面的 for 循环可以看到，当

b>10 时，执行 break 语句，提前终止循环，执行 next 语句之后的语句。 

（2）、continue 语句的作用为结束本次循环，即跳过循环体中 continue 语

句下面的语句，直接跳到该循环体的 for 语句或 while 语句处执行。  

continue 语句与 break 语句的区别是：continue 语句只结束本次循环，而

不是终止整个循环。而 break 语句则是结束循环，直接跳出循环体并执行循环体

下面的语句。  

 

  



3.7. 函数 

   在 iMCSOFT 中，所有的语句，包括循环语句、条件控制语句、表达式、函数、

iMC 指令等都必须包含在函数中。 

3.7.1. 主函数 

在 iMCSOFT 编程区中，除了变量定义和用户自定义参数外，整个用户程序的

其它语句都必须包含在一个主函数中，且主函数只允许存在一个。主函数以“main”

标识符开始，以“end”标识符结束，如： 

         var a 

         main 

            var b 

            …… 

         end   

上例中，“var a”语句是变量定义语句，变量可以在 main 函数前面定义，

也可以在 main 函数内部定义，如“var b”。注意：变量的存储空间是在上位机

中分配的。 

3.7.2. 子函数 

若需要多次执行同一段代码，可写成子函数的形式。iMCSOFT 中的函数没有

参数及返回值，若需要传递参数或返回值，可以通过变量来传递或返回。  

  子函数的语法格式为：  

     fun 函数名  

       函数体 

     end 

其中，“fun”和“end”都为关键字，分别标识子函数的开始和结束。“函数

体”是由赋值语句、条件控制语句、循环语句或 iMC 指令语句组成的程序语句结

构。  

3.7.3. 函数的调用 

函数调用的语法为：  

     call 函数名  

   调用函数时，被调用函数必须在此函数调用前已经定义。若需要传递参数或

返回值，可以通过变量来传递或返回。  

3.7.4. 函数的嵌套调用 

  iMCSOFT 支持函数的嵌套调用，即在一个函数过程中又调用另一个函数。 如： 

     var a b 

     fun funa 



        a=b+a 

     end 

     fun funb 

        a=b+1 

        call funa 

     end 

     main 

        b=1 

        call funb 

     end 

3.7.5.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在一个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是内部变量，它的作用域在本函数范围内，在函

数外是不可见的。换言之，只有在该函数内才能使用它们，在此函数以外是不能

使用这些变量的。这称为局部变量。 

   主函数 main 中定义的变量也只是在主函数中有效，不同函数中可以定义相

同名字的变量，它们各自有独立的存储空间。  

在函数（包括主函数和子函数）之外定义的变量就是全局变量，全局变量是

对所有的函数都是可见的，在所有的函数中都可以使用，它的有效范围是从定义

变量的位置开始到源代码结束。  

如果在函数中声明了一个与全局变量名相同的变量，则在此函数中改变此变

量的值不会影响到全局变量的值，也就是说，在此函数中此变量代表的是与全局

变量不同的对象，并且在此函数中已经不能使用此相同变量名的全局变量。如：  

     var a b 

     fun funa 

       var a 

       a=1 

     end 

     main 

       a=2 

       call funa 

       b=a 

     end 

此例中，主函数中首先给全局变量赋初值 2，然后调用自定义函数 funa，在

函数 funa 中声明了一个与 a 相同变量名的局部变量 a，需要注意的是，此函数

的变量 a 与全局变量 a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变量，函数 funa 结束后全局变量 a 的

值还是 2，其值并没有被改变为 1，最后 b 的值为 2。在此函数 funa 中对 a 的操

作都是针对局部变量的，此自定义函数已经不能操作全局变量 a。因此，要想操

作全局变量，就不能在函数中声明和全局变量名相同的变量。 

  

 

  



3.8. 延时、暂停和退出语句 

在 iMCSOFT 编程区中编写的运动控制程序，可以插入暂停（“pause”）和

退出（“exit”）语句，实现暂停或退出程序执行，其功能等同于工程工具栏中

的“暂停”和“停止”按钮。须注意的是，暂停和退出语句只是使上位机暂停或

停止执行编程区中用户编写的程序，即停止向 iMC 发送指令，但这并不意味着电

机立刻停止运动，若此时 iMC 中的指令序列缓冲区非空，iMC 将继续执行剩余的

指令。  

暂停和退出语句一般在调试运动控制程序时使用。 

3.8.1. 延时语句 

延时语句格式：  

sleep 表达式  

其中表达式可以是常数，也可以是运算表达式，但不可以是布尔表达式，表

达式的值是延时时间，单位为毫秒，例：  

     main 

           var a b 

           a=100 

           b=500 

           sleep 1000        ;延时 1000 毫秒 

           sleep a+b         ;延时时间是 a+b 的值 600 毫秒 

     end  

3.8.2. 暂停语句 

在 iMCSOFT 编程区中编写的运动控制程序，可以插入暂停语句——pause，

即相当于设置断点，例如： 

       main 

           var a b 

           a=1 

           b=a+1 

           pause        ;暂停语句 

           a=a+b 

       end 

当 iMCSOFT 的解释器执行到暂停语句，即上例中的 pause 语句时，解释器将

暂停解释和执行 pause 以下的语句。点击工程工具栏上的“继续”按钮或同时按

下 Alt+C 键，可继续往下执行。暂停后，也可以点击“单步”按钮，逐条执行

iMC 指令。（注：“单步”仅适用于逐条执行 iMC 指令，对于普通的程序语句，

如赋值、表达式语句等，单步执行时不能暂停在这些语句上）。 



3.8.3. 退出语句 

在 iMCSOFT 编程区中编写的运动控制程序，可以插入退出语句——exit，

iMCSOFT 的解释器执行到 exit 语句时，停止继续往下执行，相当于点击工程工

具栏上的停止按钮，以下例子中添加了退出语句： 

       main 

           var a 

           a = 1 

           while 1 do 

                a = a + 1 

                if  a  > 10 then  

                    exit   ;当变量 a 大于 10 时，解释器停止（退出）运行 

                endif 

           wend 

           a = a + 2 

       end 

当 a 的值大于 10 时，则退出整个执行过程，while 循环后面的 a=a+2 将不会

被执行。 

3.8.4. 输出信息语句 

输出信息语句格式：  

   mg [字符串 1] [&变量 1] [字符串 2] [&变量 2] ... 

其中 mg 是语句标识，字符串可以是任意字符，&变量 1 表示取此变量的值输出，

例：  

     main 

           var a b 

           a=100 

           b=500 

           mg a = &a         

           mg this's test    

           mg                

     end  

第一个 mg 语句输出 a = 100，第二个语句输出 this's test，第三个语句

输出一个空行 

注意：如果在 mg 语句同一行中，有注释语句出现，则此注释语句是无效的，

解释器会原样输出此注释语句。 

如： 

     mg   ;这里输出一个空行 

这条语句本来是要求输出一个空行，但是其后面出现了注释语句，解释器运



行到这里时将不会过滤其注释，会将其当作要输出的消息，因此此语句实际输出

的是：;这里输出一个空行 

 

3.8.5. 选择控制卡语句 

当有多块控制卡连接上位机时，对不同的控制卡进行操作则必须指定，其指

令格式为： 

Board sel 

其中 Board 为指令关键字；sel 为控制卡的编号，用户可以在设备工具栏处

查看和选择，如下图所示： 

 

在设备工具栏下拉列表中（如上图所示），“Board:0 ~ Board7”分别代表 iMC

控制卡 0 ~ iMC 控制卡 7，右边的编辑框显示的是该控制板的设备名（图中是

“IMC_Net_Card[id:0]”）。若上图所示的下拉列表选择“Board:1”，并点击右端

的“连接设备”按钮，设备名为“IMC_Net_Card[id:0]”的 iMC 控制卡将被连接

为 iMC 控制卡 1，这意味着在程序中，要对此卡操作必须先使用“Board 1”指

令，告诉软件，其以下的指令都是对设备名为“IMC_Net_Card[id:0]”的 iMC 控

制卡操作，直到遇到下一个 Board 指令为止。当然，若选择“Board:2”，则应在

程序中使用“Board 2”指令。由此可见，下拉列表中“Board:0 ~ Board7”的

数字 0~7，对应着 Board 指令的 num。 

系统开始执行指令时，默认是执行 Board 0 指令的，因此当用户选择的是

Board:0 时，可以省略此指令。 

子函数会继承主函数的 Board 指令，如果子函数中重新设置了 Board 指令，

则子函数中的 Board 指令不会影响主函数的 Board 指令。即子函数中的 Board指

令，在子函数返回主函数后，不会改变调用此子函数的主函数的 Board 指令设置。

如果我们称一个函数中调用的 Board 指令为显式调用，称这个函数的子函数中调

用的 Board 指令为隐式调用，则在一个函数中，只有遇到显式调用 Board 指令才

会改变此函数对某块控制卡的操作。 

 

  



 

3.9. iMC 基础指令语句 

iMC 指令语句是实现运动控制的最基本语句。与其它普通程序语句（如变量

声明、变量赋值、条件控制、跳转、循环、表达式等）不同，iMCSOFT 的解释器

对于合法的 iMC指令语句，将会向 iMC卡发送 iMC指令，使 iMC执行相应的动作。

iMC 基础指令共有 5 种：写参数指令、读参数指令、等待指令、位操作指令和圆

弧/直线段指令。 

IMC 通过 5 个先进先出缓存区（FIFO）来存储指令。IMC 指令语句都是将指

令发送到这 5 个 FIFO 中，最后 IMC 才会从这些 FIFO 中取指令执行。这 5个 FIFO

分别为 IFIFO、QFIFO、PFIFO1、PFIFO2 和 CFIFO。 

3.9.1. 写参数指令 

  1、写单个参数 

iMC 控制卡的运行是由参数驱动的，即根据参数值执行相应的动作，因此，

写参数指令是 iMC 实现其功能的基本指令。写参数指令的语法格式为： 

     wr  Param Value Axis , fifoSel  

该指令共有五个域，其中 wr 是写参数指令类型标识符。该指令的另外四个

域均是指令的参数，其中：  

Param 是需要写入值的参数名。详细的参数名列表可通过点击标准工具栏上

的  图标，或选择帮助菜单的“查看参数”选项打开“iMC 的参数”对话框，

以便于查看。  

Value 是要写入的参数值，可以为十进制格式或十六进制格式，若全是数字，

则是十进制；若在值的后面附加字符“H”或“h”，则是十六进制。iMCSOFT 可

以自动识别参数的长度。 

以上三个域是必须存在的，至于第四个域 Axis，若 param 属于全局参数，

iMCSOFT 忽略该域；若是轴参数，该域不可缺少，表示的是该参数所属的轴号。

注意轴号是从 0 开始算的，若系统支持 4 个轴，则轴号的取值范围是 0~3。 

fifoSel表示将此写参数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若不省略此域，则 Axis

域也不能省略。 

示例 1： 

wr mcstgpos 10000 1, 1 或 wr mcstgpos 2710h 1, 1  

通过 QFIFO 设置轴号为 1 的电机轴的目标位置为 10000 个位置单位（十六进

制是 2710h）。 



示例 2： 

wr gio 1 

通过 IFIFO 置全局输入输出 I/O 的最低位为 1，即输出高电平。 

2、写多个参数 

我们同时还提供有一次写入多个参数值的指令，其个数为： 

 wrs Param1 Value1 Axis1, ... , ParamN ValueN AxisN, fifoSel 

其中 wrs 是写多参数指令类型标识符。 

Param1 Value1 Axis1, ... , ParamN ValueN AxisN 等域与单参数指令时意

义相同，只是 Param、Value 和 Axis 必须成对出现，不能省略。此指令一次最多

能同时写入 32 个参数值。 

fifoSel表示将此写参数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3.9.2. 读参数指令 

1、读单个参数指令 

读单个参数指令用于读取 iMC 的参数，读参数指令的语法格式为  

     rd  Param Axis [h] 

类似于写参数指令，其中 rd 是读参数指令类型标识符。 

Param 是需要读取的参数名。详细的参数名列表可通过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 

 图标，或选择帮助菜单的“查看参数”选项打开“iMC 的参数”对话框，以

便于查看。 

以上两个域是必须存在的，至于第三个域 Axis，若 param 属于全局参数，

iMCSOFT 忽略该域；若是轴参数，该域不可缺少，表示的是该参数所属的轴号。

注意轴号是从 0 开始算的，若系统支持 4 个轴，则轴号的取值范围是 0~3。 

最后一个域 h 表示读回的参数值用十六进制数显示，如果省略此域，则默认

为十进制数显示。 

注：若 Param 的长度大于或等于 32 位，可以读出整个参数，也可以仅读出

其中的 16 位（用地址偏移的方式）。如读出 32 位的 mcstgpos 参数，若指令写成

“rd mcstgpos 1”，则是读出整个 32 位的 mcstgpos 参数；若写成“rd mcstgpos+1 

1”，则是读出 mcstgpos 参数的高 16 位。 

另外，可将读参数指令返回的值赋给变量（由 var 定义的变量）。 

2、同时读多个参数指令 

除了读取单个参数指令外，我们还可以同时读取多个参数，其指令格式为： 



rds Param1 Axis1, ... , ParamN AxisN, h 

rd 是读多个参数指令类型标识符。 

其他域与读单个参数指令意义相同，只是 Param、Axis 必须成对出现 

注意：读多个参数指令返回的值不能赋值给变量 

3.9.3. 等待指令 

自动化设备的动作常常有先后时序的要求，如需要某个动作在指定条件满足

后才执行，或等待其它指定轴的运动已完成，或等待指定的时间间隔，或等待指

定 I/O 信号有效，或等待控制器进入某个状态，或等待该轴或其它轴到达某个位

置…等等，都可以通过在指令序列中植入等待指令实现。 

等待指令的格式为：  

1、等待某个参数的值为指定值 

WaitParam  param data, timeout, axis, fifosel 

2、等待一定时间 

WaitTime  time, fifosel 

3、等待某个参数的某些位为指定的值 

WaitParamMask param mask, data, timeout, axis, fifosel 

4、等待某个参数的某一位为1或者0 

WaitParamBit param bit, data, timeout, axis, fifosel 

类似于写或读参数指令，  WaitParam、 WaitTime、 WaitParamMask、

WaitParamBit 是等待指令类型标识符。   

Param 是被监测的参数或寄存器；Axis 是被监测参数所属的轴号；time 是等

待时间；mask 是监测的参数值的位，需监测的位置 1，不需监测的位置 0；bit

是指定监测的是第几位；data 是希望监测参数的位的值；timeout 是此等待指令

的超时时间，如果为 0 或者-1，都是表示没有超时时间，会一直等待；fifosel

是将此指令发送到哪个 FIFO，其值为 1（QFIFO）、2（PFIFO1）、3（PFIFO2）中

的一个。 

当执行到等待指令时，iMC 会在每个运行周期都会对等待指令进行判断，如

果没有符合等待指令的要求，则不作任何动作，下个周期继续判断；若符合，则

从指令序列中移除该等待指令，使得后面的指令序列得以继续执行。 

                                                                                                                                                                                                                                             

例 1：当向轴 1 发出移动到 100000（unit）位置的指令后，等待运动完成后轴 0

开始移动到-50000（unit）。指令序列如下： 

wr mcstgpos 100000 1 ;写入轴 1 的移动目标位置：100000 

wr mcsgo FFFFh 1 ;置轴 1 的 mcsgo 参数非零值，启动轴 1 执行点到点移动 

Waitparam moving 0, 0, 1, 1 ;等待指令（被监测参数为轴 1 的点到点运

动完成标志） 

wr mcstgpos -50000   ;等待指令后的指令，写入轴 0 移动目标位置：-50000 



wr mcsgo -1 0       ;启动轴 0（uint 类型的“-1”等于 FFFFh） 

上例中，控制器的指令解释器执行到 Waitparam moving 0, 0, 1, 1 指令时，

将会检测 moving 寄存器的值是否等于 0，若不相等，继续等待，否则跳过该等

待指令，继续解释和执行下面的语句，即“wr mcstgpos -50000”和“wr mcsgo 

FFFFh 0”，使得轴 0 开始向目标位置-50000 移动。 

例 2：当向轴 1 发出移动到 100000（unit）位置的指令后，等待全局 I/O 中

第 3 个 I/O（对应 gio 中的 bit2）变为低电平之后，轴 0 移动到-50000（unit）。

指令序列如下： 

wr mcstgpos 100000 1    ;写入轴 1 的移动目标位置：100000 

wr mcsgo FFFFh 1   ;置轴 1 的 mov 参数非零值，启动轴 1 执行点到点移动 

waitparambit gio 2, 0, 0, 0, 1    ;等待指令（被监测参数为全局 I/O 的数

据寄存器 gio） 

wr mcstgpos -50000  ;等待指令后的指令，写入轴 0 移动目标位置：-50000 

wr mcsgo -1 0    ;启动轴 0（uint 类型的“-1”等于 FFFFh） 

3.9.4. 位操作指令 

我们提供有 3 个位操作指令。 

1、置位指令，可将寄存器的某一位置为 1 或者 0。其格式为： 

SetParamBit param bit, val, axis, fifosel 

其中 SetParamBit 为指令标识符。 

param 为需置位的寄存器。 

bit 为指定置位寄存器的第几位，其值为 0-15. 

val 为置位的值，其值为 0或 1 。 

axis 为寄存器所在的轴，其值为 0  -  AXISNUM-1。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2、位翻转指令，可将寄存器的某一位的值翻转，即原来的值为 0，翻转为 1；原

来的值为 1，翻转为 0。其格式为： 

TurnParamBit param bit, axis, fifosel  

其中 TurnParamBit 为指令标识符。 

param 为需翻转的寄存器。 

bit 为指定翻转寄存器的第几位，其值为 0-15.  

axis 为寄存器所在的轴，其值为 0  -  AXISNUM-1。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3、操作寄存器多位指令，上面 2 种单个位的操作，其实是此多位操作指令的一

种特例。其格式为： 



ORXORParam param ORdata, XORdata, axis, fifosel 

其中 ORXORParam 为指令标识符。 

param 为需为操作的寄存器。 

ORdata 寄存器的值将和此数值进行与操作。  

XORdata 进行与操作之后的数值将和此数值进行异或操作。 

axis 为寄存器所在的轴，其值为 0  -  AXISNUM-1。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此指令在使用方面有些复杂。其指令的操作原理是，IMC 内部将指定的寄存

器的值和 ORdata 进行或运算，得到的值再和 XORdata 进行异或运算，将最终的

值设为寄存器的值。 

3.9.5. 圆弧/直线段指令 

我们提供的圆弧/直线段指令有 4 种类型，每种类型有 2 个模式，分别为速

度模式和普通模式。速度模式时，可以指定轴在运行过程中的速度和段结束时的

速度；普通模式只增加圆弧/直线段的数据，其速度继承于上一段。 

1、增加 N 个轴的直线段指令 

速度模式格式： 

AddLineNWithVel tgvel, endvel, N, End1, .. , EndN, pfifosel 

普通模式格式： 

AddLineN N, End1, .. , EndN, pfifosel 

其中 AddLineNWithVel 和 AddLineN 表示指令标识符。 

tgvel 表示运行时的速度。 

endvel 表示段结束时的速度。 

N 表示增加的直线段数量，其值范围是 1~16 

End1，..，EndN 表示 N 个直线段的终点坐标数据，由每个轴的 pathabs 寄存

器决定坐标数据是绝对位置还是相对位移。 

fifoSel 表示将此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 执行，其中，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默认选择 PFIFO1。 

 

2、增加一个圆弧和 N 个轴的直线段指令 

速度模式格式： 

AddArcLineWithVel tgvel, endvel, N, arcEndx1, arcEndy2,lineEnd3,.. , 

lineEndN, centerX, centerY, dir, pfifosel  

普通模式格式： 

AddArcLine N, arcEndx1, arcEndy2, lineEnd3, .. , lineEndN, centerX, 

centerY, dir, pfifosel  

其中 AddArcLineWithVel 和 AddArcLine 表示指令标识符。 

tgvel 表示运行时的速度。 

endvel 表示段结束时的速度。 

N 表示参与运动的轴数量，其值范围是 2~16； 

arcEndx1，arcEndy2 表示圆弧的终点数据； 

lineEnd3, .. , lineEndN 表示直线段的终点数据； 



centerX, centerY 表示圆弧的圆心数据； 

dir 表示圆弧的方向（dir=0：顺时针，dir=1：逆时针） 

End1，..，EndN 表示 N 个直线段的终点坐标数据，由每个轴的 pathabs 寄存

器决定坐标数据是绝对位置还是相对位移。 

fifoSel 表示将此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 执行，其中，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默认选择 PFIFO1。 

 

3、增加圆弧指令 

速度模式格式： 

AddArcWithVel tgvel, endvel, arcEndx, arcEndy, centerX, centerY, dir, 

pfifosel  

普通模式格式： 

AddArc arcEndx, arcEndy, centerX, centerY, dir, pfifosel  

其中 AddArcWithVel 和 AddArc 表示指令标识符。 

tgvel 表示运行时的速度。 

endvel 表示段结束时的速度。 

arcEndx，arcEndy 表示圆弧的终点数据；由每个轴的 pathabs 寄存器决定坐

标数据是绝对位置还是相对位移。 

centerX, centerY 表示圆弧的圆心数据； 

dir 表示圆弧的方向（dir=0：顺时针，dir=1：逆时针）  

fifoSel 表示将此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 执行，其中，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默认选择 PFIFO1。 

 

4、增加螺旋段指令 

速度模式格式： 

AddSpiralWithVel tgvel, endvel, arcEndx, arcEndy, lineEnd, centerX, 

centerY, dir, pfifosel  

普通模式格式： 

AddSpiral arcEndx, arcEndy, lineEnd, centerX, centerY, dir, pfifosel  

其中 AddSpiralWithVel 和 AddSpiral 表示指令标识符。 

tgvel 表示运行时的速度。 

endvel 表示段结束时的速度。 

arcEndx，arcEndy 表示圆弧的终点数据；由每个轴的 pathabs 寄存器决定坐

标数据是绝对位置还是相对位移。 

lineEnd 表示直线段的终点数据； 

centerX, centerY 表示圆弧的圆心数据； 

dir 表示圆弧的方向（dir=0：顺时针，dir=1：逆时针）  

fifoSel 表示将此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 执行，其中，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默认选择 PFIFO1。 

 

3.9.6. 轮廓运动轨迹指令 

iMC 的轮廓运动包括直线和圆弧插补运动，待执行的直线和圆弧放入缓存队



列，可以连续执行插补运动，每段直线或圆弧可以指定目标速度和段终点速度。 

 

 
  



3.10. 功能函数 

这些系统函数都是由 IMC 基础指令语句实现的。 

所有函数中，若涉及到轴号的，轴号的取值范围均为[0, AXISNUM-1]，其中

AXISNUM 为控制卡支持的最大轴数，如最多支持 4 轴的运动控制卡，AXISNUM=4。 

iMC 支持主、辅两个坐标系下的点到点运动。函数中含有“MCS”的为主坐标

系下的函数，含有“PCS”的为辅坐标系下的函数。简单的运动通常只需用到主

坐标系下的函数，仅在需要对主运动进行叠加、追加等合成运动的情况下，才需

要用到辅坐标系下的函数。 

通常情况下，如没有特别说明，系统函数在编程区中执行的话，其指令是发

送到 QFIFO 中的，在单指令编辑区中执行则是发送到 IFIFO。 

 

3.10.1. 常用点到点运动函数 

MoveAbsolute MoveRelative MoveSuperimposed Phasing 

 

移动到绝对位置 

MoveAbsolute pos, axis，fifosel 

【功能】移动到指定的绝对目标位置 

【参数】 

int pos：目标位置；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该函数一般用于在点到点的普通模式下移动到指定的目标位置。 

 

移动相对距离 

MoveRelative  dist, axis，fifosel 

【功能】从当前指令位置移动指定长度的距离。 

【参数】 

int dist：需移动的相对于当前指令位置的距离；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该函数一般用于在点到点的普通模式下移动指定的相对距离。 

 

叠加运动 

MoveSuperimposed  dist, axis，fifosel 

【功能】以叠加的方式运动一段距离，该轴当前可能正在执行主坐标系下的点到

点运动，连续运动，或跟随其它轴作电子齿轮运动等。该函数实际上是执行辅坐

标系下相对距离的移动。 

【参数】 

int dist：需叠加移动的距离；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该函数一般用于从动轴跟随主动轴作电子齿轮运动时，改变从动轴相对

于主动轴的相位。 

 

移相运动  

Phasing  dist, axis，fifosel 

【功能】在齿轮同步运动中，对主动轴执行移相运动可使主动轴相对于从动轴的

相位移动一段距离，该函数执行的实际上是在主动轴的辅坐标系中执行相对运动。 

【参数】 

int dist：需相对于从动轴移动的距离；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从动轴的跟随源必须指向主动轴的 MCSvel。 

 
 

3.10.2. 连续运动函数 

连续运动模式是指给定运行的目标速度，电机加速或减速到达目标速度后，

以目标速度持续运行。连续运动模式可以长期连续运行，若位置溢出 iMC 的位置

范围[−231, 231-1] ，自动重新由原点位置开始继续运行，不影响正在运行的状

态。 

 

MoveVelocity  vel, axis，fifosel 



【功能】轴以设定的目标速度值 vel 连续运动。 

【参数】 

int vel：目标移动速度；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若位置（MCSpos）溢出 iMC 的位置范围[−231, 231-1] ，自动重新由原

点位置开始继续运行，不影响正在运行的状态。 

 

  



 

3.10.3. 搜寻原点函数 

iMC 提供七种搜寻机械原点的方案，可归为三类，分别是：（1）仅使用原点开关

作为原点信号；（2）使用原点开关及编码器索引信号（Z 相脉冲）；（3）仅使用

编码器的索引信号。搜寻原点过程中使用两个速度参数：highvel 和 lowvel，因

此，在调用搜寻原点的函数前，应先设置这两个速度参数值。 

 

HomeSwitch1 HomeSwitch2 HomeSwitch3  

HomeSwitchIndex1 HomeSwitchIndex2 HomeSwitchIndex3 HomeIndex 

 

仅使用原点开关 

(1)HomeSwitch1  direction,edge,stop, axis，fifosel 

【功能】向指定方向搜寻机械原点，仅搜寻原点开关（下面的 ORG 即代表该开关

信号）。采用这种方式搜寻原点时，检测到基准边沿时执行设置原点的操作，并

停止移动，完成整个过程，完成整个过程。 

【参数】 

short direction：指定启动的方向，0 为正方向，1 为负方向； 

int edge：指定检测原点开关的边沿。 非零：上升沿有效；  零：下降沿有效 

int stop：非零： 搜寻到原点后移动指定位置 ； 零： 搜寻到原点后减速停止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该过程使用高速度值（预设的 highvel 参数值）。 

 

图 3-10-1 

 

（2）HomeSwitch2  direction,edge,stop,  axis，fifosel 

【功能】向指定方向搜寻机械原点，仅搜寻原点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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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停止移动，

完成搜寻过程。 



【参数】 

short direction：指定开始搜寻的方向，0 为正方向，1 为负方向； 

int edge：指定检测原点开关的边沿。 非零：上升沿有效；  零：下降沿有效 

int stop：非零： 搜寻到原点后移动指定位置 ； 零： 搜寻到原点后减速停止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该封装函数规定，第一阶段（从起动到第一次停止的过程）的搜寻速度

使用预设的 highvel，第二阶段使用预设的 lowvel。所谓“同一边沿位置”是指

开关信号发生翻转的同一个位置点，如图 3-10-2 中的虚线所处的位置，第一次

触发时是上升沿，返回时是下降沿。 

 

图 3-10-2 

 

（3）HomeSwitch3  direction,edge,stop, axis，fifosel 

【功能】向指定方向搜寻机械原点，仅搜索原点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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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搜寻过程。 

【参数】 

short direction：指定开始搜寻的方向，0 为正方向，1 为负方向； 

int edge：指定检测原点开关的边沿。 非零：上升沿有效；  零：下降沿有效 

int stop：非零： 搜寻到原点后移动指定位置 ； 零： 搜寻到原点后减速停止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该封装函数规定，第一阶段的搜寻速度使用 highvel，其余阶段使用

lowvel。 



 
图 3-10-3 

 

使用原点开关及编码器索引信号 

（1）HomeSwitchIndex1  direction,edge,stop, axis，fifosel 

【功能】向指定方向搜寻机械原点，检测到原点开关的基准边沿后开始检测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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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停止移动，完成原点搜寻过程。 

【参数】 

short direction：指定开始搜寻原点的移动方向，0 为正方向，1 为负方向； 

int edge：指定检测原点开关的边沿。 非零：上升沿有效；  零：下降沿有效 

int stop：非零： 搜寻到原点后移动指定位置 ； 零： 搜寻到原点后减速停止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该封装函数规定，搜寻速度使用 highvel。 

 

图 3-10-4 

 

（2）HomeSwitchIndex2  direction,edge,stop, axis，fifosel 

【功能】向指定方向搜寻机械原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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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停止移动，完成原点搜寻过程。 

【参数】 



short direction：指定开始搜寻的方向，0 为正方向，1 为负方向； 

int edge：指定检测原点开关的边沿。 非零：上升沿有效；  零：下降沿有效 

int stop：非零： 搜寻到原点后移动指定位置 ； 零： 搜寻到原点后减速停止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该封装函数规定，第一阶段的搜寻速度使用 highvel，第二阶段使用

lowvel。 

 

图 3-10-5 

 

（3）HomeSwitchIndex3  direction,edge,stop, axis，fifosel 

【功能】向指定方向搜寻机械原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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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停止移动，完成原点

搜寻过程。 

【参数】 

short direction：指定开始搜寻的方向，0 为正方向，1 为负方向； 

int edge：指定检测原点开关的边沿。 非零：上升沿有效；  零：下降沿有效 

int stop：非零： 搜寻到原点后移动指定位置 ； 零： 搜寻到原点后减速停止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该封装函数规定，第一阶段的搜寻速度使用 highvel，其余阶段使用

lowvel。 



 

图 3-10-6 

仅使用编码器索引信号  

HomeIndex  direction, stop, axis，fifosel 

【功能】向指定方向搜寻机械原点，在检测到索引信号之时执行设置原点的操作，

并停止移动，完成原点搜寻过程。 

【参数】 

short direction：指定搜寻的方向，0 为正方向，1 为负方向； 

int stop：非零： 搜寻到原点后移动指定位置 ； 零： 搜寻到原点后减速停止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该封装函数规定，使用 highvel 作为运行速度。 

 

图 3-10-7 

  



3.10.4. 常用电子齿轮运动函数 

GearFree GearInDist GearInTime  

 

自由啮合过程的电子齿轮运动 

GearFree   ratio, master, sourcetype, axis，fifosel 

【功能】跟随主动轴以设定的倍率运动，可以在主动轴运动的过程中任何时候执

行该函数。从动轴由其当前速度加速/减速达到设定的传动比，即存在一个斜升

过程，该过程使用该轴的加速度和减速度。在跟随过程中可以随时改变传动倍率。 

【参数】 

double ratio: 传动倍率，取值范围-32768.0~32767.9999999998； 

int master: 主动轴轴号，值范围 0~AXISNUM-1； 

int sourcetype:用于指定源参数的类型；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注意：axis 参数是从动轴的轴号。sourcetype 用于指定源参数的类型，

所谓源参数是指主动轴中提供位置变量为从动轴跟随的参数，可选的有： 

0——指令位置增量，即指令速度值，该值包含了主坐标系的运动增量和辅坐标

系的运动增量，并经平滑处理后的量 curvel； 

1——编码器增量，即编码器速度（实际速度 encpvel）； 

2——主坐标系的指令位置增量 MCSvel； 

3——辅坐标系的指令位置增量 PCSvel； 

4——辅助编码器增量 encsvel。 

在一般的应用场合下，若需跟随的是主动轴的指令位置，可选择经平滑处理后的

指令位置增量，即 sourcetype=0，若需跟随的是主动轴的实际位置，可选择编

码器增量，即 sourcetype=1。 

 

啮合过程与位移同步的电子齿轮运动 

GearInDist  ratio, master, sourcetype, synaxis, synsourcetype, 
syndist, axis ，fifosel 

【功能】跟随主动轴以设定的倍率运动，可以在主动轴运动的过程中任何时候执

行该函数。开始啮合后（置 gearin 非零），从动轴经由特定的算法控制逐渐到达

设定的传动比，即完全啮合，该过程参照 synaxis 轴的某个参数的变化同步的，

该参数值变化 syndist 的长度后，达到完全啮合，该参数称为同步源参数。 

【参数】 



double ratio: 传动倍率，取值范围-32768.0~32767.9999999998 

int master: 主动轴轴号，值范围 0~AXISNUM-1 

int sourcetype:用于指定源参数的类型，可选的有： 

0——指令位置增量，即指令速度值，该值包含了主坐标系的运动增量和辅坐标

系的运动增量，并经平滑处理后的量 curvel； 

1——编码器增量，即编码器速度（实际速度 encpvel）； 

2——主坐标系的指令位置增量 MCSvel； 

3——辅坐标系的指令位置增量 PCSvel； 

4——辅助编码器增量 encsvel。 

int synaxis：同步源参数所在的轴号。注：synaxis 可以不同于 master。 

int synsourcetype：同步源参数类型，可选的有： 

0——指令位置，即指令位置值，该值包含了主坐标系的运动及辅坐标系的运动

合成，并经平滑处理后的量，即 curpos； 

1——编码器位置，即实际位置 encp； 

2——主坐标系的指令位置 MCSpos； 

3——辅坐标系的指令位置 PCSpos； 

4——辅助编码器位置 encs， 

int syndist：同步啮合过程中同步源参数历经的长度。 

int axis:从动轴的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注：该函数执行后并非立即开始啮合，而是等待 gearin 置为非零值才

开始。可以通过事件置 gearin 非零。gearin 置非零且同步源参数历经 syndist

长度的位移后，从动轴达到完全啮合。 

 

啮合过程与时间同步的电子齿轮运动 

GearInTime   ratio, master, sourcetype, syntime , axis，fifosel 

【功能】跟随主动轴以设定的倍率运动，可以在主动轴运动的过程中任何时候执

行该函数。开始啮合后（置 gearin 非零），从动轴经由特定的算法控制逐渐到达

设定的传动比，即达到完全啮合，该过程是与时间同步，历经 syntime 的时间后，

达到完全啮合。 

【参数】 

double ratio: 传动倍率，取值范围-32768.0~32767.9999999998； 

int master: 主动轴轴号，值范围 0~AXISNUM-1 



int sourcetype:用于指定源参数的类型，可选的有： 

0——指令位置增量，即指令速度值，该值包含了主坐标系的运动增量和辅坐标

系的运动增量，并经平滑处理后的量 curvel； 

1——编码器增量，即编码器速度（实际速度 encpvel）； 

2——主坐标系的指令位置增量 MCSvel； 

3——辅坐标系的指令位置增量 PCSvel； 

4——辅助编码器增量 encsvel。 

int syntime：同步啮合过程中经历时间的长度。 

int axis:从动轴的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注：该函数执行后并非立即开始啮合，而是等待 gearin 置为非零值才

开始。可以通过事件置 gearin 非零。gearin 置非零且经历 syntime 的时间后，

从动轴达到完全啮合。 

 

 

  



3.10.5. 多轴同步运动函数 

以下多轴同步运动（多轴线性插补运动）是由电子齿轮运动实现的，可实现

2~AXISNUM 个轴同时起动，并且同时到达各自的目标位置。参与多轴同步运动的

轴中，其中一轴设为主动轴，其余设为从动轴，这是由封装的函数自动设置的，

用户无需理会。 

LinearNA  vel, N, dist1, axis1, ... , distN, axisN, fifosel 

【功能】轴号为 axis1...axisN 的 N 个轴同时起动，同时停止，此过程中，轴

axis1 运动相对距离为 dist1，..., 轴 axisN 运动的相对距离为 distN。 

【参数】 

int Vel 主动轴的速度 

int N  设置多少个轴参与同步运动，必须为常量，后面的数据有此值决定，

其值为 2~AXISNUM 

int dist1：轴号为 axis1 的轴移动的距离； 

int axis1：参与同步运动的轴号之一； 

... 

int distN：轴号为 axisN 的轴移动的距离； 

int axisN：参与同步运动的轴号之一。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函数执行后，N 个轴同时起动，并各自移动相应的距离后停下。 

 

  



 

3.10.6. 电子手轮运动函数 

手轮运动也是由电子齿轮衍生而实现的，手轮编码器连接辅助编码器，所连

接的辅助编码器所在的轴作为主动轴，执行手轮运动的轴作为从动轴。 

HandWheel  ratio, encsaxis, axis，fifosel 

【功能】指定的轴跟随手轮移动，实际上是跟随连接了手轮的辅助编码器作电子

齿轮运动。 

【参数】 

double ratio:手轮倍率，即该轴跟随辅助编码器的倍率，取值范围： 

-32768.0~32767.9999999998； 

int encsaxis：所跟随的辅助编码器所在的轴号，即手轮接入的轴的轴号； 

int axis：执行手轮运动的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注意：通过该函数实现手轮运动后，若需退出，可参数engear清零。 

 

 

  



3.10.7. 同步运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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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InTime  MoveInDist TgvelInTime TgvelInDist 

 

时间-位移（T-P）同步运动 

MoveInTime  time, movedist, axis，fifosel 

【功能】在指定的时间 time 内，指定的轴移动 movedist 的距离；注意：执行该

函数后没有立即移动，仅在 startsyn 置非零后才开始移动，并在指定时间内移

动指定的距离，并停止。 

【参数】 

int time：指定的时间； 

int movedist：在指定的时间内移动的距离； 

int axis：执行移动的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时间长度是从 startsyn 有效（非零）开始计时； 

 

位移-位移（P-P）运动  

MoveInDist  refdist, refaxis, movedist, axis，fifosel 

【功能】轴号为 axis 的轴，在参照轴(refaxis)的指定位移(refdist)内移动指

定的距离。 

【参数】 

int refdist：参照轴移动的距离； 

int refaxis：参照轴的轴号； 

int movedist：轴号为 axis 的轴移动的距离；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函数执行后，必须设置enasyn和startsyn为非零后才开始移动，并在参

照轴移动了指定的长度refdist后停止，此过程中该轴恰好移动了movedist的距

离。 

 



时间-速度运动（T-V） 

TgvelInTime  time, tgvel, axis，fifosel 

【功能】指定的时间内达到目标速度，即在指定的时间 time 内，指定轴的速度

从当前速度加速或减速到 tgvel 指定的目标速度，并以此速度连续运动。 

【参数】 

int time：时间长度； 

int tgvel：设定的目标速度； 

int axis：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时间长度是从 startsyn 有效（非零）开始计时。 

 

位移-速度运动（P-V） 

TgvelInDist  refdist, refaxis, tgvel, axis，fifosel 

【功能】参照轴 refaxis 移动指定的距离 refdist 内，axis 轴达到指定的目标

速度，并以此速度连续运动。 

【参数】 

int refdist：参照轴移动的距离； 

int refaxis：参照轴的轴号； 

int tgvel：执行轴的目标速度； 

int axis：执行轴的轴号。 

int fifosel：表示将此位操作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执行，其中，0表示选择 IFIFO，

1 表示选择 QFIFO，2 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选择 PFIFO2。若省略此域，则在

单指令执行区默认选择 IFIFO，在编程区默认选择 QFIFO。 

【说明】执行该函数后，还需置 startsyn 有效（非零）才开始该运动，可直接

向 startsyn 参数写入非零值，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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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部“事件”

结合，一旦这些“事件”发生，立刻执行相应的动作，如起动原处于静止状态的

电机轴作点对点的运动，或停止正在执行运动的电机轴，或输出 I/O 信号等等。

在这里，“事件”是指各种运动状态（表现于速度、位置等参数的值）的变化、

外部输入输出信号的状态及其变化等。要实现在“事件”发生时执行指定的动作，

通常的做法是由主机去轮询控制器的参数或寄存器，以判断事件是否发生，若所

监测的“事件”发生，则将需要执行的指令写入控制器。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

对于运行非实时操作系统的主机而言，它对“事件”的响应是不够迅速的，并且

延时难以预测。即使主机运行实时操作系统，由于存在轮询和读出写入过程，也

难以捕捉稍纵即逝（微妙级）的“事件”。iMC 内部提供了一种事件处理机制，

通过事件指令编程，可高速地捕获“事件”的发生，并在微妙内响应动作，从而

实现高速的同步控制功能。 

  使用事件指令的格式为： 

InstallEvent fifoSel 

 事件指令 1 

 事件指令 2 

 ………… 

Endevent 

其中 InstallEvent 为事件指令标识符。 

fifoSel 表示将此指令发送到那个 FIFO 执行，其中，0 表示选择 IFIFO，1

表示选择 QFIFO，２表示选择 PFIFO1，3 表示 PFIFO2。 

Endevent 为事件结束标识符。 

IMC 中的事件空间最多可存放 128 条事件，但建议一个 InstallEvent 到

Endevent 段之间的事件指令数量不要超过 32 条。 

3.11.1. 事件指令基本格式 

事件指令的基本格式是： 

EVENT,Opcode,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ata, dest,dest_axis 

并非每条指令都包含上述所有的项，各项的含义： 

Event：触发该指令执行的事件，若无此项，表明该指令是总是执行的，即

每个控制周期都执行一次；若有此项，则表明仅当事件发生时才执行； 

Opcode：指令操作码，表示该指令执行的运算处理； 

src1：操作参数 1； 

src1_axis：操作参数 1 所属的轴号，若 src1 是全局参数，src1_axis置 0； 

src2：操作参数 2,若该指令使用立即数（常数），该项不存在； 

src2_axis：操作参数 2 所属的轴号，若 src2 是全局参数，src2_axis置 0,

若该指令使用立即数（常数），该项不存在； 



data：立即数，即常数； 

dest：存储结果的参数，若结果无需存储，该项以及 dest_axis 项均可省略； 

dest_axis：存储结果的参数所在的轴号，若结果无需存储，或参数为全局

参数，该项可省略。 

例：CMP32,curpos,2,curpos,0,mcstgpos,3 

例中 CMP32 为指令操作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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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例中无 EVENT 项，表明该指令在每个控制周期都执行。 

若结果无需保存，“mcstgpos,3”可省略。 

3.11.2. 事件 

“事件”是指某个参数达到某个阀值，或处于某个范围，这代表了不同的物

理意义，如运行于某个速度，越过某个位置，I/O 处于某个状态等。在 iMC 中，

“事件”被抽象为算术或逻辑运算后的结果。 

事件基本指令格式中的“EVENT”项表示事件，用于控制该指令的执行。若

该项省略，表明该指令无条件执行，在每个控制周期都执行一次，这种事件指令

称为无条件执行事件指令（简称无条件事件指令）。相应地，包含“EVENT”项的

事件指令称为条件执行事件指令（简称条件事件指令）。无条件执行事件指令在

每个控制周期都执行一次，而条件执行事件指令则只有“事件”发生时才执行。 

条件执行事件指令有两种执行类型：电平型事件和边沿型事件。电平型事件 

是指只要条件成立，则一直执行；而边沿型事件只在当条件成立时执行，且只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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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电平型事件还是边沿型事件，事件的发生都源自于在其之前的无条件执

行事件指令。无条件执行事件指令对参数实施比较、数学或逻辑运算等，结果的

状态可作为事件发生与否的判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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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P32i,encp,1,-3000 

该比较指令无“EVENT”项，因此属于无条件事件指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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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状态抽象为一

种“事件”发生，用符号表示，如： 

@GE,SET16,1,gio 

其中“@GE”符号代表“大于等于”这种事件。该指令属于边沿型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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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件事件指令的“大于等于”事件源自于它前面的无条件事件指令

“CMP32i,encp,1,-3000”。 

在条件事件指令中，“事件”用符号表示，如上述的“等于”、“大于”、“大

于等于”、“小于”的电平型事件分别用标识符“IFZ”、“IFG”、“IFGE”、“IFL”

标识，边沿型事件用“@Z”、“@G”、“@GE”、“@L”标识。“表 三-1”和“表 三-2”

分别列出了电平型事件和边沿型事件的标识符及其事件发生的条件。 
表 三-1 电平型事件的标识符 



电平型事

件标识符 

事件发生的条件 

IFZ  若前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的结果等于 0，例如 CMP32、ADD32、AND16、

OR16 等。 

IFNZ 若前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的结果不等于 0 

IFG 若 前 一 条 无 条 件 执 行 事 件 执 行 比 较 运 算 (CMP32,CMP32i, 

CMP48,CMP48i)，且结果 > 0，即比较事件指令中的 src1 > src2 

IFGE 若 前 一 条 无 条 件 执 行 事 件 执 行 比 较 运 算 (CMP32,CMP32i, 

CMP48,CMP48i)，且结果 >= 0，即比较事件指令中的 src1 >= src2 

IFL 若 前 一 条 无 条 件 执 行 事 件 执 行 比 较 运 算 (CMP32,CMP32i, 

CMP48,CMP48i)，且结果 < 0，即比较事件指令中的 src1 < src2 

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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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32,ADD32i,ADD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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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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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P32,CMP32i,CMP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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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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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 边沿型事件的标识符 

边沿型事

件标识符 

事件发生的条件 

@Z  若前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的结果由“不等于 0”变为“等于 0” 

@NZ 若前一条无条件事件指令的结果由“等于 0”变为“不等于 0” 

@G 若 前 一 条 无 条 件 执 行 事 件 执 行 比 较 运 算 (CMP32,CMP32i, 

CMP48,CMP48i)，且结果由“≤0”变为“>0” 

@GE 若 前 一 条 无 条 件 执 行 事 件 执 行 比 较 运 算 (CMP32,CMP32i, 

CMP48,CMP48i)，且结果由“<0”变为“≥0” 

@L 若 前 一 条 无 条 件 执 行 事 件 执 行 比 较 运 算 (CMP32,CMP32i, 

CMP48,CMP48i)，且结果由“≥0”变为“<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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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32,ADD32i,ADD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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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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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P32,CMP32i,CMP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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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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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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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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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 指令操作码 

事件指令格式中的“Opcode”项代表指令操作码。指令操作码用以标识该指

令所执行的运算操作。 

3.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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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

和“表 三-2”中所列的事件，但一般只有“IFC”、“IFNC”、“@C”、“@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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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或“@C”

等事件可以判断是否发生溢出（产生进位）。 

3.11.3.1.1. 两个 32bit 参数相加 

ADD32,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1+src2->dest 



src1：第一个 32 位的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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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的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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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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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32,curpos,0,user32b0,0,mcstgp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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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1.2. 32bit 参数加 32bit 立即数 

ADD32i,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操作】src1+data(立即数)->dest，立即数是一个常量。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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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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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32i,curpos,0,1000, mcstgpos,1 

此例中实现轴 0 的 curpos 参数加上常量 1000，存入轴 1的 mcstgpos 参数。 

3.11.3.1.3. 两个 48bit 参数相加 

ADD48,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1+src2->dest 

src1：第一个 48 位的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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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的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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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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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48,gearratio,0,user48b0,0,gearrati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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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1.4. 48bit 参数加 48bit 立即数 

ADD48i,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操作】src1+data(立即数)->dest，立即数是一个常量。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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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48i, gearratio,0, 2147483648, gearrati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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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存入轴 1 的 gearratio 参数。 

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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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和“表 三-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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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2.1. 两个 32bit 参数相比较 

CMP32,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1-src2->dest 

src1：第一个 32 位的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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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的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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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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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P32,curpos,0,user32b0,0,mcstgp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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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

事件，反之则产生“IFG”事件，若两者相等，则有“IFZ”事件。 



3.11.3.2.2. 32bit 参数与 32bit 立即数相比较 

CMP32i,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操作】src1-data(立即数)->dest，立即数是一个常量。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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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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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P32i,curpos,0,1000, mcstgp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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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事

件，反之则产生“IFG”事件，若两者相等，则有“IFZ”事件。 

3.11.3.2.3. 两个 48bit 参数相比较 

CMP48,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1-src2->dest 

src1：第一个 48 位的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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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的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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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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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P48,gearratio,0,user48b0,0,gearrati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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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

事件，反之（在数轴上 gearratio 位于 user48b0 的右边）则产生“IFG”事件，

若两者相等，则有“IFZ”事件。 

3.11.3.2.4. 48bit 参数与 48bit 立即数相比较 

CMP48i,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操作】src1-data(立即数)->dest，立即数是一个常量。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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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P48i, gearratio,0, 2147483648, gearrati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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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事件，反之（在数轴上 gearratio 位于 2147483648 的右边）则

产生“IFG”事件，若两者相等，则有“IFZ”事件。 

 

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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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算的源参数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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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源参数为 32 位，乘积的整数部分有 48 位，若源参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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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源参数和倍率的值都较大，保存的结果有可能不完整。 

 

3.11.3.3.1. 32bit 参数&倍率存在参数中 

SCA32,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1*src2(16.32)->dest（取乘积整数部分的低 32 位） 

src1：32 位的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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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可设为 0 或

省略。 

例： 

SCA32,curpos,0,user48b0,0,mcstgp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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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3.2. 32bit 参数&倍率为立即数 

SCA32i,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操作】src1*data(16.32 格式立即数)->dest（取乘积整数部分的低 32 位）。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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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省略。 

例： 

SCA32i,curpos,0, 2147483648, mcstgp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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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3.3. 48bit 参数&倍率存在参数中 

SCA48,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1*src2(16.32)->dest（取乘积整数部分的低 48 位） 

src1：48 位的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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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省略。 

例： 

SCA48,gearratio,0,user48b0,0,mcstgp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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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3.4. 48bit 参数&倍率为立即数 

SCA48i,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操作】src1*data(16.32 格式立即数)->dest（取乘积整数部分的低 48 位）。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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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省略。 



例： 

SCA32i,gearratio,0, 2147483648, mcstgp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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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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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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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4.1. 32bit 参数乘以 32bit 参数&取低 32bit 

MUL32L,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1*src2->dest（取乘积的低 32 位） 

src1：源参数（32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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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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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32L,curpos,0,user32b0,0,mcstgp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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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4.2. 32bit 参数乘以立即数&取低 32bit 

MUL32iL,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操作】src1*data(立即数)->dest（取乘积的低 32 位）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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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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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32iL,curpos,0,-2, mcstgp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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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4.3. 32bit 参数乘以 32bit 参数&取低 48bit 

MUL32A,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1*src2->dest（取乘积的低 48 位） 

src1：源参数（32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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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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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32A,curpos,0,user32b0,0, user48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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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4.4. 32bit 参数乘以立即数&取低 48bit 

MUL32iA,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操作】src1*data(立即数)->dest（取乘积的低 48 位）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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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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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32iA,curpos,0,2000, user48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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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5. 拷贝操作 

拷贝操作用于拷贝源参数的值到目标参数。 

3.11.3.5.1. 拷贝 16bit 参数 

COP16,src,src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dest 

src：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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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省略。 

例： 

COP16,moving,0,ou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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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5.2. 拷贝 32bit 参数 

COP32,src,src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dest 

src：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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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省略。 

例： 

COP32,curpos,0,mcstgp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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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5.3. 拷贝 48bit 参数 

COP48,src,src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dest 

src：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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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省略。 

例： 

COP48,user48b0,0,gearrati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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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6. 设置参数值 

用于设置 iMC 的参数值。 



3.11.3.6.1. 设置 16bit 参数 

SET16,data,dest,dest_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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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省略。 

例： 

SET16,-1,mcsg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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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FFh。 

3.11.3.6.2. 设置 32bit 参数 

SET32,data,dest,dest_axis 

【操作】data->d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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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32,20000,mcstgvel,0 

此例中实现把 20000 写入轴 0 的 mcstgvel 参数。 

3.11.3.6.3. 设置 48bit 参数 

SET48,data,dest,dest_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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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省略。 

例： 

SET48, 2147483648,gearrati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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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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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h 表示 FALSE，

FFFFh 表示 TRUE。 

3.11.3.7.1. 参数 OR 参数 

OR16,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1 OR src2 -> dest 

src1：源参数 1（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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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省略。 

例： 

OR16,motion,0,mo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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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Z”的事件。 

3.11.3.7.2. 参数 OR 立即数 

OR16i,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操作】src1 OR data -> dest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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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16i,gio,0,0001h,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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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7.3. 参数 OR 参数&BOOL 

OR16B,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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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h）；

若值为非零，转换后结果为 TRUE（FFFFh）。 

src1：源参数 1（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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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省略。 

例： 

OR16B,motion,0,motion,1,user16b0 

OR16, user16b0,0,motion,2,user16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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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7.4. 参数 OR 立即数&BOOL 

OR16iB,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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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h）；

若值为非零，转换后结果为 TRUE（FFFFh）。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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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16iB,aio,0,1,user16b0 

此例中实现将轴 I/O 数据寄存器 aio（轴 0）的值和 0001h 相或，结果转换

为布尔量后存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16b0。 

3.11.3.7.5. 参数 AND 参数 

AND16,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1 AND src2 -> dest 

src1：源参数 1（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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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省略。 

例： 

AND16,motion,0,mo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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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NZ”的事件。 

3.11.3.7.6. 参数 AND 立即数 

AND16i,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操作】src1 AND data -> dest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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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16i,gio,0,FFFEh,gio 

此例中实现将全局 I/O 数据寄存器 gio 的值和 FFFEh 相与，结果存入 gio，

实现清零全局 I/O 的 bit0 域。 

3.11.3.7.7. 参数 AND 参数&BOOL 

AND16B,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BOOL(src1 AND src2) -> dest，表示 src1 和 sr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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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h）；

若值为非零，转换后结果为 TRUE（FFFFh）。 

src1：源参数 1（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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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省略。 

例： 

AND16B,motion,0,motion,1,user16b0 

AND16,motion,2, user16b0,0,user16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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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7.8. 参数 AND 立即数&BOOL 

AND16iB,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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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h）；若值为非零，转换后结果为 TRUE（FFFFh）。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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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16iB,aio,0,1,user16b0 

AND16iB,aio,1,1,user16b1 

AND16,user16b0,0,user16b1 

IFNZ, SET16, -1, mcsg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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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FF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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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O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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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7.9. 参数 XOR 参数 

XOR16,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操作】src1 XOR src2 -> dest 

src1：源参数 1（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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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省略。 

例： 

XOR16,motion,0,mo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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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7.10. 参数 XOR 立即数 

XOR16i,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操作】src1 XOR data -> dest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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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OR16i,gio,0,0001h,gio 

此例中实现将全局 I/O数据寄存器 gio的值和 0001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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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7.11. 参数 XOR 参数&BOOL 

XOR16B,src1,src1_axis,src2,src2_axis,dest,dest_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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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h）；

若值为非零，转换后结果为 TRUE（FFFFh）。 

src1：源参数 1（16 位）： 

src1_axis：src1 所在的轴号，若 src1 为全局参数，该项设为 0； 

src2：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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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省略。 

例： 

XOR16B,motion,0,motion,1,user16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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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7.12. 参数 XOR 立即数&BOOL 

XOR16iB,src1,src1_axis,data,dest,dest_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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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h）；若值为非零，转换后结果为 TRUE（FFFFh）。 

src1：源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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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OR16iB,aio,0,1,user16b0 

此例中实现将轴 I/O 数据寄存器 aio（轴 0）的值和常数 1（0001h）相异或，

结果转换为布尔量后存入预定义用户参数 user16b0。 

 

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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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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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C 内部有专门的事件指令存储空间，植入事件指令时指定所植入事件的开

始位置（startId）大于 0 时，必须确保事件指令存储空间中小于 startId 的位

置已经有事件指令，否则将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 

 

3.11.5. 禁止事件指令 

事件指令植入 iMC 后，可以随时使能或禁止 iMC 执行事件指令。 

清零 events 参数即可禁止执行所有的事件指令，置为非零则使能所有事件

指令。对应的 iMCSOFT 指令为： 

wr events -1 //使能事件指令 

wr events 0 //禁止事件指令 

 

3.11.6. 事件编程示例 

例： 

installevent 0 1;事件指令开始 

CMP32i,curpos,0,10000  

@GE,SET16,FFFFh,engear,1  

AND16i,engear,1,FFFFh 

IFNZ,SET16,0,events 

endevent   ;事件指令结束。 

上例中通过 QFIFO 将 4 条事件指令植入从 Id 为 0 开始的事件空间中，实现

的功能为： 

第 1 条是无条件事件指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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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条是条件执行事件指令，“@GE”属于边沿型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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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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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FF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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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条是无条件事件指令，将轴 1的 enagear参数和 FFFFh常数进行与运算，

不保存结果；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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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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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 syntype -1 0  ;位移同步类型 

wr synsrc &ticks 0 ;同步源为控制周期（时间） 

wr synsrcvar 6000 0 ;同步源变化的值为 6000 个时钟周期 



wr slaveabs -1 0  ;slavedist 参数表示的值为绝对位置 

wr ticks 0    ;开始时先清零 ticks 

 

installevent 0 0  ;开始事件指令 

cmp32i,ticks,0,10000 ;无条件指令，ticks 与 10000 比较 

@ge,SET32,5000,slavedist,0 

@GE,SET16,-1,enasyn,0 

@GE,SET16,-1,startsyn,0 

cmp32i,ticks,0,16010  

@GE,SET32,0,slavedist,0 

@GE,SET16,-1,enasyn,0 

@GE,SET16,-1,startsyn,0 

cmp32i,ticks,0,22020 

@G,SET32,0,ticks 

endevent   ;结束事件指令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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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 syntype -1 0  ;位移同步类型 

wr synsrc &curpos 0 ;同步源为指令位置 

wr synsrcvar 20000 0 ;同步源变化的值为 20000 单位 

wr synaxis 1 0  ;同步源所在的轴为轴 1 

wr slaveabs -1 0  ;slavedist 参数表示的值为绝对位置 

 

installevent 0 0   ;开始事件指令 

cmp32i,curpos,1,100  ;比较轴 1 是否到达 100 的位置 

@GE,set32,1000,slavedist,0 ;轴 0 同步移动到 1000 的位置（绝对位置） 

@GE,SET16,-1,enasyn,0  ;使能同步 

@GE,SET16,-1,startsyn,0 ;若轴 1 到达 100 的位置,轴 0 开始移动 

cmp32i,curpos,1,20200  ;比较轴 1 是否到达 20200 的位置 

@GE,set32,0,slavedist,0 ;轴 0 同步移动到 0 的位置（绝对位置） 

@GE,SET16,-1,enasyn,0  ;使能同步 

@GE,SET16,-1,startsyn,0 ;若轴 1 到达 20200 的位置,轴 0 开始移动 

endevent    ;结束事件指令 

while 1 do    ;轴 1 循环地移动 

wr mcsdist 40400 1 

wr mcsgo -1 1   

wz moving 1  ;等待运动结束 

wr sethome -1 1 ;轴 1移动 40400单位后,重新设置原点(homepos=0) 

wend 

  



四、 附录 

功能函数目录: 

常用点到点运动函数 

MoveAbsolute MoveRelative MoveSuperimposed Phasing 

 

连续运动函数 

MoveVelocity    

 

搜寻原点 

HomeSwitch1 HomeSwitch2 HomeSwitch3  

HomeSwitchIndex1 HomeSwitchIndex2 HomeSwitchIndex3 HomeIndex 

 

常用电子齿轮运动 

GearFree GearInDist GearInTime  

多轴同步运动 

Linear2A Linear3A Linear4A Linear5A Linear6A 

 

电子手轮运动 

HandWheel    

 

同步运动 

MoveInTime  MoveInDist TgvelInTime TgvelInD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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