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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1.1 产品简介

为方便用户全方位控制激光，KINGYU 激光控制器实现了最多元化的出光控制方式，使得工程人

员在实验室与工业等领域应用起来更轻松、更便捷、更自主化。该控制器提供了以下多种出光控

制方式：

1) 直接控制方式

通过设定激光功率、频率、出光时间/脉冲个数这些参数值，直接控制出光。这种方式简单、

直观，通用性强，属于最基本的控制方式，连上激光器，设置好参数值即可控制出光。

2) 脚本控制

通过系统按钮或者通过脚踏直接控制，并可编辑成脚本依序出光。这是一种新型的直接控制

方式，用户可自定义脚本，即自定义流程控制模式，如循环、暂停等等，出光则根据该流程

模式依序执行。该控制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用户去自定义出光的控制流程。

3) I/O 控制

通过I/O 脚位的外部输入的电平触发控制。方便用户通过外部电压讯号去控制激光器出光。

4) RS-232 控制

通过串口通信间接控制激光器，这是间接控制方式的一种，通过RS-232 串口通信协议实现

外部PC 等间接控制激光器出光。

5) TCP/IP 控制

通过网络通信间接控制激光器，也属于间接控制，运用TCP/IP 协议实现外部PC 机等间接控

制激光器出光。

1.2 操作方法

用户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操作激光控制器，分别如下：

1）直接操作

直接操作是指用户使用激光控制器触摸屏直接操控激光控制器。

2）远程操作

通过PC 机与激光控制器的网络连接，利用远程桌面工具VNC viewer，抓回激光控制器的工

作画面，从而对激光控制器进行远程控制。具体介绍参见NM C-S 远程操控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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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界面功能简介

2.1 主界面简介

KINGYU 激光控制器软件界面分两个选项界面：基本控制和进阶控制。开启KINGYUKG 激光控制器

后，“直接控制”页面为本控制器的默认页面（如下图所示）。

注：本操作手册以CO2 激光控制器为例进行说明，YAG 激光控制器和IPG 激光控制器的操作与其

基本相同。

若点击【进阶控制】，则进入进阶控制页面（如下图），该页面有四种进阶方式可选：脚本控制、

I/O 控制、RS-232、TCP/IP。具体介绍见3.2-3.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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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首页面还有显示当前系统状态、进行系统设置以及关闭系统操作的功能。

2.2 系统功能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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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式介绍

3.1 直接控制

直接控制方式是通过设定功率、频率、出光时间/脉冲个数这些参数值，直接控制出光。

“直接控制”的具体设置步骤如下：

1）开启KINGYU 激光控制器后进入的就是“直接控制”页面。

2）点击功率编辑框，在弹出的键盘中进行功率值设定，数据范围为0~100。

3）点击频率编辑框，在弹出的键盘中进行频率值设定。

4）勾选“出光时间”或“脉冲个数”，点击相应勾选项的编辑框，在弹出的键盘中进行该项数值

设定。

如图所示，设定了功率为20，频率为20，脉冲个数为10：

5）点击【执行】按钮执行出光，当出光时间达到时或者脉冲个数达到时则会自动停止出光，或

者点击【取消】按钮则中止出光。也可通过外部信号开启或中止执行出光，对应激光控制器

的控制脚位分别为P3 的pin5、pin6（配合接地脚位P3 pin7 一起），详情见激光控制器接线图。

3.2 脚本控制

脚本控制方式是根据用户自定义的脚本，通过按钮或者外部信号（如脚踏）控制出光。编辑的脚

本可以是单一的参数模式、循环模式、暂停模式、电压模式、延迟模式或回圈模式的控制方式，

也可以是这几种模式的混合控制模式，其中，“参数模式”为基本模式，其余控制模式是以它为

基础的流程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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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脚本控制”页面的步骤如下：

1） 点击主界面的【进阶控制】，进入“进阶控制”页面。

2） 然后点击【脚本控制】按钮，即可进入“脚本控制”设定页面（如下图）。

脚本控制设定页包括新增、修改、删除、上移、下移、清空、保存、另存为、载入、执行、返

回的操作。具体见3.2.1-3.2.8 节。

3.2.1 新增

在“脚踏/外控”设定页点击【新增】按钮，进入模式参数设定页面（如下图）。

控制模式有参数模式、循环模式、暂停模式、电压模式、延迟模式、回圈模式，进入该页面系

统默认为参数模式。具体如下：

1）参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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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通过设定激光功率、频率、出光时间/脉冲个数这些参数值，直接控制出光，即直接

控制方式。具体操作如下：

点选【参数模式】，分别点击参数名称、功率、频率、出光时间/脉冲个数的编辑框，在

弹出的键盘中进行参数值设定。如下设定，功率40，频率20khz，出光时间为10s。

若点选“脉冲个数”，功率40，频率20khz，脉冲个数为10，则如下：

然后点击【保存】，则新增了一个参数模式数据项脚本，此项就成功的显示在脚本控制

页面的列表中。

2）电压模式

电压模式是输出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给指定的脚位。具体操作如下：

点选【电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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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后面的“设置”按钮，进入如下“电压模式设定页”（如下图），进行脚位选择、

输出电平、清除时间的设置，仅设置脚位和输出状态则该脚位将一直输出高/低电平，但

不占用系统时间；而清除模式占用系统时间（所设定的时间值）。

例如，下图设置表示第2 脚位输出高电平10S，若勾选“清除时间”，则表示第2 脚位输

出高电平一次。若不勾选“清除时间”，则表示第2 脚位将一直输出高电平。即：

对应激光控制器的脚位：

Out1: P2 的第 1 脚

Out2: P2 的第 2 脚

Out3: P2 的第 3 脚

Out4: P2 的第 4 脚

点击“保存”按钮，回到参数设定页面后再点击“保存”按钮，则新增了一个电压模式

数据项，此项会成功的显示在脚本控制页面的列表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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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延迟模式

延迟模式是指脚本的执行从参数列表首项开始，当执行到此项时会暂停一个延迟时间，之

后继续执行后面的参数项。具体操作如下：

点选【延迟模式】，然后点击延迟时间编辑框进行延迟时间设置。如图设置延迟时间为8s。

然后点击【保存】则新增了一个延迟模式，此项会成功的显示在脚本控制页面的列表中，

该模式表示执行到此项时暂停8s，之后继续执行后面的参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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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暂停模式

该模式是指脚本的执行从参数列表首项开始，当执行到此项时会暂停执行，等待干结点信

号输入，一旦有干结点信号输入则会继续执行后面的参数项。具体操作如下：

点选【暂停模式】，然后点击【保存】即可。

则新增了一个暂停模式，此项会成功的显示在脚本控制页面的列表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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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回圈模式

回圈模式为指定循环次数的有限循环执行模式，具体设定如下：

点选【回圈模式】，然后点击回圈总数编辑框设置回圈总数，即循环次数。如设置循环3

次，如下图：

点击“保存”，则新增了一个回圈模式，此项会成功的显示在脚本控制页面的列表中，

但循环内容为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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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添加待回圈的内容，在“脚踏/外控”设定页中的“参数设定”列表中选中需要回

圈的参数项，通过【上移】/【下移】将其移至回圈中。

例如：将上面新增的四种模式全部移入该回圈中：

在列表中分别点选上面新增的四种模式，点击“下移”按钮，移至回圈中，如下图所示，

则表示ID 等于2、3、4、5 的参数项将循环执行3 次，之后才会执行ID 为6 以后的参数项。

（注：执行到ID 为5 的参数项时会等待干接点信号输入，只有输入干接点信号，才会继续执

行下去，否则会一直停止在等待干接点输入。）

6）循环模式

“循环模式”不同于“回圈模式”，“回圈模式”是有限循环，则“循环模式”则是无限循

环，即截至此项前的参数项会无限循环。

注：一个参数档中“循环模式”只能在排挡最后被增加一个，否则影响档案脚本的执行，

因为增加“循环模式”之后，当执行到这一模式后，其后面的脚本不被执行。

具体新增步骤如下：

点选【循环模式】，然后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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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新增了一个循环模式，此项会成功的显示在脚本控制页面的列表中，如下图，则表示

ID 等于2、3、4、5 的参数项将循环执行3 次，之后ID 等于2、3、4、5 的参数项又循环

执行3 次，……，若不点击【停止】按钮将一直执行下去，即无限循环执行下去。

3.2.2 脚本修改

修改可以修改当前模式下的参数值，也可以修改当前模式为其它模式。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在参数项列表中选中需要修改的数据项。例如，要修改ID 为2 的参数项，则在列表中选中

该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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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后点击【修改】按钮，将弹出修改窗口，如下图所示，选中的参数项是参数模式，则弹出

的修改窗口光标定位在功率值输入框。同样，如果选中的参数项是其他模式，则会定位在其

他模式上。

3） 进行相应修改：

若要修改其参数值，例如将脉冲个数修改为20 个，则点选“脉冲个数”，点击脉冲个数编辑

框，在弹出的键盘中修改输入为20，然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则在参数列表中会显示相

应的修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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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修改成其它模式，如暂停模式，则点选“暂停模式”，然后按“保存”即可，在参数列表

中会显示相应的修改，如下图：

3.2.3 删除

在参数项列表中选中一参数项，点击【删除】按钮，出现确认删除信息框，如要删除，点击

【Yes】按钮，反之点击【No】。

3.2.4 上移/下移

该功能是调整参数列表中参数项的执行顺序，在参数项列表中选中一项，点击【上移】/【下

移】按钮，即该参数项往前/往后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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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回圈模式”是不可以上移/下移的，只能将要回环的参数项移至回环模式中，若点选“回

环模式”然后点击【上移】/【下移】按钮，则会弹出“此操作无效”提示窗口，如下图

所示，点击【Yes】按钮则取消操作。

而且，当“回圈模式”在整个脚本档的最后一项时，若要把脚本档的第一项（非回圈模式

的其它有效模式）移至排挡最后一项，点击【上移】按钮是无效的，也会弹出如下图的提

示窗口。反之，当“回圈模式”为第一项，非回圈模式在最后一项，通过“下移”将非回

圈模式移至第一项的操作也是无效的。

3.2.5 清空

若当前的“脚本控制”设定页中存在参数档列表，点击【清空】按钮，会出现确定清空提示

框，若确定清空，点击【Yes】按钮，列表中所有参数项将被清空，反之点击【No】。

若当前的“脚本控制”设定页中参数档列表为空，单击【清空】按钮，则会出现“当前项目无

数据”提示框。

3.2.6 脚本档的保存

保存：即保存当前参数档。

当新建一个参数档或者对已有参数档做了修改、删除、上移、下移等操作时，点击【保存】则

会提示“保存成功”，即可保存当前参数档。

若当前的“脚本控制”设定页中参数档列表为空，则会提示“当前无数据项可保存”。

另存为：当新建一个参数档或者对已有参数档做了修改、删除、上移、下移等操作时，点击【另

存为】，会弹出如下窗口，点击“档案名”编辑框，可在弹出的键盘中进行“档案名”输入，

输入完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另存为一个新参数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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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即打开已存在的参数档。在“脚本控制”设定页中点击【载入】按钮，进入参数档载入

页，如下图，选中要载入的档案，点击【打开】即可。也可以在此页面选中一参数档进行删除，

即选中要删除的档案，点击【删除】即可。点击【退出】则退回到“脚本控制”设定页。

3.2.7 执行/停止

在“脚本控制”设定页中，若参数列表不为空，点击【执行】按钮，即可根据用户自定义的脚

本，依次按照列表中参数项执行出光，若想要停止出光，则点击【停止】按钮。若参数列表为

空，则会提示“当前无数据项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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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返回

在“脚本控制”设定页中，若参数列表为空，点击【返回】按钮，即直接返回到系统“进阶控

制”页面；若参数列表不为空，点击【返回】按钮，则会弹出“是否保存当前档”的确认框，

如下图，点击“Yes”则当前档被保存且页面返回到“进阶控制”页面，点击“No” 页面直接

返回到系统“进阶控制”页面。

3.3 I/O 控制

该控制是通过I/O 脚位的由外部输入的电平触发控制。该控制器提供了四个脚位供外部输入电平，

因此通过组合一共有16 中触发状态：0000,0001,0010,0011,0100,0101,0110,0111,

1000,1001,1010,1011,1100,1101,1110,1111。0 为低电平，1 为高电平。注：0000 项为无效动作。

进入“I/O 控制”页面的具体步骤如下：

1）点击主界面的【进阶控制】选项，进入“进阶控制”页

2）然后点击【I/O 控制】图标按钮，即可进入“I/O 控制”设定页面（如下图）。

“I/O 控制”设定页同样包括新增、修改、删除、上移、下移、清空、保存、另存为、载入、执

行、返回操作。这里的【删除】、【上移】、【下移】、【清空】、【保存】、【另存为】、【载入】、【返

回】按钮功能同3.2 节中的一样，因此这里不再详述。下面详细说明【新增】、【修改】以及【执

行/停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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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新增模式

在IO 控制设定页点击【新增】按钮，进入“新增”页面（如下图）。

对应激光控制器的脚位：

In1 : P2 的第9 脚

In2 : P2 的第10 脚

In3 : P2 的第11 脚

In4 : P2 的第12 脚

如图所示，IO 控制是通过四个脚位的电位，组合成的16 中触发状态，从而控制出光。

例如设定一参数项：功率10、频率10、出光时间10，触发方式1101，具体步骤如下：

1） 分别点击参数名称、功率、频率编辑框，在弹出的键盘中进行参数名称、功率、频率设置，

勾选“出光时间/脉冲个数”，点击“出光时间/脉冲个数”编辑框，可在弹出的键盘中进行

“出光时间/脉冲个数”设定。

2） 设定触发状态，在ln1,ln2,ln4 前面的复选框中勾选，ln3 不做勾选。因此当脚位1、脚位2、

脚位4 都是高电平，脚位3 为低电平时，即触发方式为1101，可执行当前参数项。

所设定如下图所示：

3） 然后点击“保存”按钮，则此项设定将成功显示在“I/O”控制页面的参数设定列表中。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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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I/O”控制页面的参数设定列表中已经存在的触发方式，在新增时不可再新增为此

触发方式。例如，上面已经新增了1101 触发方式，这时在点击“新增”按钮，将触发

方式仍设置为1101，这时点击保存，则会弹出“请重新设置”的提示窗口，如下图：

3.3.2 修改模式

在参数项列表中选中一项，点击【修改】按钮，弹出修改窗口（如下图），进行相应参数修改

即可。

注意：触发状态的修改，只能修改成当前列表中不存在的触发状态。点击【修改】按钮时，“出

光参数页”中会提示“未使用的触发状态”，如下图。



20

若当前数据档中16 中状态都已经存在，则会提示“当前无触发状态可用”。

3.3.3 执行/停止

在“I/O 控制”设定页中，若参数列表不为空，点击【执行】按钮后则等待客户的电压讯号，

一旦有相应的讯号输入，即可执行相应项出光。

例如，当脚位1、脚位2、脚位4 有高电平，脚位3 有低电平输入时，若参数列表中有触发方式

为1101 的参数项，则可执行当前参数项进行出光。

若想要停止出光，则点击【停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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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参数列表为空，则会提示“当前无数据项可执行！”。

注意: 同一个排档中的同一参数不能连续触发两次，否则视为无效。

3.4 RS-232 控制

RS-232 控制是外部PC 通过串口通信间接控制激光器，即PC 机上与激光控制器上的串行通信接口

进行通信，相互发送指令和接收指令，从而实现PC 机间接控制激光器。

进入串口通信设定页的具体操作如下：

点击主界面的【进阶控制】->【RS-232】按钮，即可进入“串口通信设置”页面，如下图：

3.4.1 串口参数设定

串口通信最重要的参数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通过匹配这些参数，使外

部PC 的串口与激光控制器的串口这两个端口之间进行通信。串口参数设定就是设定这些参数

值。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设置控制器的串口通信基本参数。如串口号为串口1，波特率为9600，数据位为8，校验位

为NONE，停止位为1。

 点选“串口1”选项。

 依次点击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后面的【设置】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选

中“9600”、“8”、“NONE”、“1”选项，点击【离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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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基本参数设定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执行】按钮，如果“串口1”被成功打开，则进入如下图页面，即完成控制器串

口通信的基本参数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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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PC 机的串口通信参数。设定参数值与激光控制器上的设置值一致。（注：串口测试工

具上这一设置的主要源代码见附录一1）

 打开串口测试工具，进入如下页面，右边“参数设置”栏位不可用状态。

 查看PC 机可用串口：右击电脑桌面的“我的电脑”，点选“设备管理器”选项，进入“设

备管理器”查看可用串口，如图：这里是CO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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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次点击串口测试工具中的“串口”、“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在下拉

列表中选中“COM3”、“9600”、“8”、“NONE”、“1”选项。注意“串口”根据用户所使用的

点击“打开串口”按钮。如果打开成功，则会出现“打开成功”提示框，点击“OK”即完

成串口通信的基本参数的设置，且右边“参数设置”栏将会变成可用状态。如果失败，会

出现失败提示框，点击“OK”则回到“串口设置”。



通过步骤1）和2）就完成了PC 机和激光控制器串口通信的基本参数的设置，之后就可以相

互发送指令和接收指令，从而实现PC 机间接控制激光器。

3.4.2 进阶设定

进阶设定即本控制器串口的通讯规格，具体如下：

“资料开始指令”：资料开始的提示符，决定接收数据从哪一

指令值开始，即当系统接收到主控端（客户端应用程序）送出此指令时，表示紧接着后

面的资料为有效资料。

“资料结束指令”：资料结束的提示符，即当系统收到此指令值时表示资料已传送结束。

注意：结束指令是必须设定的，用来判断接收数据截止到哪一指令值。

“ACK 指令”：正确接收到数据后返回给数据发送端的指令值，即：若勾选此项，当系统

接收完整串资料时，将对主控端回复ACK 栏设定的指令值。

“NG 指令”：接收到的数据错误时或者接收失败时，返回给数据发送端的指令值。即：若

勾选此项，当系统接收到错误信息时，将对主控端回复NG 栏设定的指令值。

“使用校验码”： 可选择是否通过传送校验码来进一步验证当前传输资料的正确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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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码的运算方式为：频率值，功率值，脉冲个数值及出光时间值的取整异或操作。

例如：当前传递的串列数据为：1.9，1.5，0，1.6,则异或步骤如下：

1 1 0 1

0

XOR

XOR

0

XOR

1

“启用确认接收信息”：接收信息必须按“确认”键才开始接收。这一项可选可不选，若

勾选，则接收信息必须按“确认”键才开始接收，若不勾选，则发送端一发送接收端就

开始接收。

注意：资料开始指令、结束指令、ACK 指令、NG 指令为0-255 的ASCII 码值。通讯输入格式如下：

STX ，Data1 ，Data2 ，Data3，Data4， CKS ，ETX;

STX：起始字符（通常可以不设定）

Data1：功率值

Data2：频率值

Data3：脉冲个数

Data4：出光时间（注：Data3 与Data4 之间必须有一位设定为0)

CKS：校验码（可以不设定）

ETX：结束符（必要设定）

完成了PC 机和激光控制器串口通信的基本参数的设置后，从而进行“进阶设定”， 完成

指令的发送与接收，实现PC 机间接控制激光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激光控制器上，根据用户自身需要，开启相应的进阶设定项，即在相应项前面的复选框

勾选，然后在编辑输入框输入相应的指令值。

例如，进阶设定项如下设定：资料开始指令为65(对应字符A)；资料结束指令66（B）；

ACK 指令89（Y）；NG 指令78（N）；END 指令56（8）；勾选“使用校验码”、“启用确认接

收信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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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执行”按钮，则进入如下窗口：

3）对应步骤1）中激光控制器上的设定，在此设定PC 机上串口通信工具中的“参数设定”，

如分别设定起始符，功率，频率，出光时间，校验码，终止符分别为A,40,20,10,54,B。

然后点击“发送数据”按钮。（注：串口测试工具上该步骤的主要源代码见附录一2）

4）这时激光控制器中将会接收到数据并执行出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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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确认”按钮，出现如下图所示，说明已经完成一次执行出光。

且PC 机上串口通信测试工具中会接收到返回值YE，即ACK 指令和END 指令（如下图），说明

已经正确接收到数据，且出光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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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TCP/IP 控制

本控制器实现了外部PC 通过网络通信间接控制激光器。即运用网线将PC 机与激光器连接，通过

设置IP 地址使得两者可以进行通信，相互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从而实现外部PC 间接控制激光

器。它提供两种服务模式：客户端模式和服务端模式，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3.5.1 客户端模式

客户端接收从服务器发送过来的数据。如KINGYU 激光控制器作为客户端，PC 机作为服务器的模

式。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点击主界面的【进阶控制】->【TCP/IP】按钮，进入“网络通信设置”页面（如下图），如选

择本控制器作为客户端，则点选“客户端”按钮。

2）根据用户自身需要，开启相应的进阶设定项，即在相应项前面的复选框勾选，然后在编辑输

入框输入相应的指令值（0~255 的ASCII 码值）。此处进阶设定为本控制器网口的通讯规格，

这与串口的通讯规格一致。

例如，进阶设定项如下图所示设定：

资料开始指令为65(对应字符A)；资料结束指令66（B）；ACK 指令89（Y）；NG 指令78（N）；END

指令56（8）；勾选“使用校验码”、“启用确认接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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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PC 机上TCP/IP 测试工具（服务器），使用TCP/IP 通信发送数据给激光控制器（客户端）。

（注：该测试工具作为服务器侦听，主要源码见附录二1）。具体操作如下：

 打开TCP/IP 测试工具，进入如下页面:

 默认的是服务器模式，服务器地址默认为本PC 机的IP 地址，因此若要设置服务器地址，则

通过PC 机的IP 地址设定。（在电脑桌面上，右击“网上邻居->点击“属性”，然后右击“本

地连接”->点击“属性”，在“此连接使用下列项目”列表中选中并双击“Internet 协议

（TCP/IP）”，从而设置IP 地址。）

 设置TCP/IP 测试工具上的端口号（大于1024）。如8010，然后点击“侦听”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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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激光控制器上设置客户端的IP 地址与端口号与服务器一致，根据服务器端的设置，我们设

置客户端如下：

5）点击“执行”按钮，若连接成功，则会进入执行页面（如下图左）；若连接失败，则会弹出连

接失败提示框（如下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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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连接成功，在服务器端也会显示客户端已连接，且“发送数据”按钮变为可操作状态。如下图：

6）连接成功之后，就可通过客户端的“进阶设定”来进行服务器端的参数设置，首先设置功率、

频率、脉冲个数/出光时间、结束指令”。例如：对应步骤“2）”中的设定，在此设定TCP/IP

通信工具上的“参数设定”，如分别设定起始符，功率，频率，出光时间，校验码，终止符分

别为A,40,20,10,54,B。

7）点击“发送数据”按钮，这时激光控制器中将会接收到数据并执行出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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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确认”按钮，出现如下图所示，说明已经完成一次执行出光。

且PC 机上TCP/IP 通信测试工具中会显示所发送的数据和接收到的返回值，即ACK 指令和END 指令

（如下图），说明已经正确接收到数据，且出光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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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服务器模式

服务器接收从客户端发送过来的数据。如激光控制器作为服务器，PC 机作为客户端的模式。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服务器端即KINGYU 激光控制器中设置如下：

 点选当前控制器作为“服务端”，会默认显示出本机IP 地址，然后设置端口号（大于1024）。

如8010。

 设置“进阶设定”项，同上客户端模式，资料开始指令为65(对应字符A)；资料结束指令66

（B）；ACK 指令89（Y）；NG 指令78（N）；END 指令56（8）；勾选“使用校验码”、“启用确

认接收信息”。

这样服务端就设置完成，如下图：

2）客户端即TCP/IP 测试工具中设置如下：

 点选模式设置为“客户端模式”，然后输入服务器地址、端口号与服务器端一致。（注：该

测试工具作为客户端去连接服务器，主要源码见附录二2）。

 对应服务器端中的设定，设定TCP/IP 通信工具上的“参数设定”，如分别设定起始符，功

率，频率，出光时间，校验码，终止符分别为A,40,20,10,54,B。

这样客户端就设置完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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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服务端（即KINGYU 激光控制器）中点击“执行”按钮。进入执行页面，如下图：

4）在客户端（即TCP/IP 测试工具）中点击“连接”按钮。若连接失败，会弹出失败提示框，

若连接成功，则会提示“已连接”，且“发送数据”按钮变为可操作状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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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户端发送数据，即TCP/IP 测试工具中点击“发送数据”按钮, 这时激光控制器中将会接

收到数据并执行出光，如下图：

然后点击“确认”按钮，出现如下图所示，说明已经完成一次执行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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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PC 机上TCP/IP 通信测试工具中会显示所发送的数据和接收到的返回值，即ACK 指令和END 指令

（ 如下图），说明已经正确接收到数据，且出光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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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

进入系统主界面，点击“系统设置”按钮，便可进入系统设置页面（如下图）。

系统设置页面包括IP 地址动态和静态设定、系统时间日期设定、液晶屏亮度设定、I/O 警报设置、系

统更新以及系统的关闭、重启。（如下图）。如要离开系统设定界面，点击系统设置页面“退出”按钮，

系统则重新回到首页面。

4.1 系统当前日期、时间更改

1）日期设定

点击日期编辑框，在弹出的键盘中进行输入设定；或者左上方日历表上面左右箭头和月份下

拉列表进行设定。设定完后点击【应用】按钮。

2）时间设定

点击时间编辑框，在弹出的键盘中进行时间值输入设定，设定完后点击【应用】按钮。

4.2 系统IP 的设定

在IP 地址设定栏中对IP 地址进行设定，分为动态设定和静态设定两种：

1）动态设定

当前网络正常情况下，点选【动态设定】，再点击【应用】按钮，系统将保存当前动态获取

的IP 地址。

2）静态设定

点选【静态设定】，点击IP 地址编辑框，在弹出的键盘中进行输入设定IP，然后点击网关编

辑框，在弹出的键盘中进行输入设定网关，然后点击【应用】按钮即可。

4.3 液晶屏亮度的设置

通过调节滑动屏幕亮度条设定屏幕亮度，从左至右逐渐变亮。具体步骤：在“液晶屏设定”栏中，

滑动亮度滚动滑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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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警报设置

该激光控制器提供了I/O 警报设置这一功能，主要用来监测指定脚位的高低电平信号。具体的操作步

骤如下：

1）在主界面中点击“系统设置”，进入系统设置页面。

2）在“额外设定”栏目中，点击【I/O 报警设定】按钮，即可进入I/O 报警监控窗口，如下图：

5



39

5.1 新增监控信息

具体步骤如下：

1）点击【新增】按钮，将弹出新增监控信息窗口（如下图）

2）输入监控名称，即点击监控名称编辑框，在弹出的键盘中进行监控名称设置

3）点击【保存】按钮，则新增了一个监控，此条监控信息就成功的显示在左边的列表窗口中（如

下图标示），其中系统默认脚位为“无”，电位为“高电位”。依次类推用户可以添加多条监控

信息。

5.2 删除监控信息

具体步骤如下：

1）在左边窗口中，选中所需删除的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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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后点击“删除”按钮，将弹出提示对话框，选择“Yes”将成功删除，选择“No”则取消删

除动作。

5.3 清空监控信息

直接点击“清空”按钮，将弹出提示对话框，选择“Yes”将成功清空，边列表窗口则会为空，

“No”则取消清空动作。

5.4 开启I/O 监控

具体步骤如下：

1）点击页面下边的“侦测时间”编辑框，在弹出的键盘中进行侦测时间设置，如设置为10S，则

表示每隔10S 进行一次侦测。

2）之后点选左下角的“开启I/O 监控”选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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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监控信息设置

具体步骤如下：

1）首先在左边列表窗口中选中所要报警的监控项。如图，如选中监控名称为“监控0”的监控项。

2）其次在“监控名称”编辑框中会显示当前选中项的监控名称，如需修改，则点击编辑框，在

弹出的键盘中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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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选择输入脚位”一栏后的【脚位选择】按钮，将弹出脚位选择窗口（如下图）。此窗口

中提供了4 个脚位，其中灰色的脚位表示已被其他监控信息所占用，不可再用，可选择在其

他脚位，按“保存”将设置脚位成功，“退出”则取消设置。

对应激光控制器上的脚位：

In5 : P2 的第13 脚

In6 : P2 的第14 脚

In7 : P2 的第15 脚

In8 : P2 的第16 脚

4）选择提示电位。“提示电位”表示“用户需要哪种电位产生警报，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如：

外部设备在输入的电位为低电位时出现异常，这样，如果用户需要有这一异常的提示，则在

“选择提示电位”中选中“低电位”选项即可。

5）在“高电位”和“低电位”两个输入框中分别输入此两个电位的提示状态信息。如监控的是

“低电位”，则在低电位输入框内输入提示信息，表示发生报警状态时，系统将会出现该提示

信息

6）显示到报警窗口：若要将此监控信息显示到报警窗口，则勾选此项，反之不用勾选。即勾选

“显示到报警窗口”，则开启报警后，出现异常就会弹出“IO 监控异常信息”窗口，否则不会

弹出此窗口。

注意：此处弹出“IO 监控异常信息”窗口中有两个选项，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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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一、“清除首页故障提示灯”：所谓“首页故障提示灯”就是一旦系统监控到有异常信

息，则在系统首页面将会出现一个“查看状态”功能选项（如下图所示）。

点击“查看状态“按钮，进入“I/O 监控状态”窗口，如下图所示：

因此在“IO 监控异常信息”窗口中若勾选“清除首页故障提示灯”，则退出“IO 监控异常信

息”窗口后，在首页面“查看状态”功能选项不被显示；若在“I/O 监控状态”窗口中勾选

“清除首页故障提示灯”， 则退出“I/O 监控状态”窗口后，在首页面“查看状态”功能选项

不被显示。

点击“异常记录”按钮可查看出现异常的日志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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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二、“不再显示此提示窗口”：勾选后，表示此窗口不再显示出来，若是不勾选，则退出

此窗口后，一旦监控到有异常信息，就会弹出此窗口。

7）启动报警输出信号：表示在出现预警信息的时候，是否会通过输出脚位输出一个高电位

或低电位信号。勾选【启动报警输出信息】，设定输出脚位和输出信号，点击【脚位选择】，

弹出如下图的选择页面，根据用户需要点选一输出脚位，然后点击【保存】即可。

对应激光控制器的脚位：

Out5 : P2 的第5 脚

Out6 : P2 的第6 脚

Out7 : P2 的第7 脚

Out8 : P2 的第8 脚

8）设定输出信号：根据用户需要，在出现预警信息的时候，是否输出一个高电位或低电位信

号给设定的报警输出脚位。直接点选【高电位】或者【低电位】即可。

9）设置完所有监控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例如，下图设置连个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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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系统操作

具体操作如下：

1）进入系统主界面，点击“系统设置”按钮，便可进入系统设置页面（如下图）。

2）点击“额外设定”栏的【系统更新】按钮，即可进入系统更新页面，如下图：

3）插入U 盘后，点击“选择”按钮，从U 盘中选择相应的更新文件，然后点击【更新】按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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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设定

特殊设定主要包括：对Shutter、Lamp、Align、MO 的设定；启用信号反向设定；频率范围设定；MO

延迟时间的设定。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进入系统主界面，点击“系统设置”按钮，便可进入系统设置页面。

2）点击“额外设定”栏的【特殊设定】按钮，即可进入特殊设定页面，如下图：

具体说明如下：

1）Shutter、Lamp、Align、MO 的设定

开启时（ON）为高电平；关闭时（OFF）为低电平；Shutter、Lamp、Align 对应激光控制器的脚

位分别为P2 的pin5、pin6、pin7 脚，若当前驱动为IPG，则Align 对应的脚位是P1 的Pin22。MO

只针对IPG，对应的脚位为P1 的pin18（手动开启MO 的设定）。

2）信号反向设定

Laser_ON:勾选时，出光时此信号为低电平；默认时为高电平。(YAG 驱动专用)。

Laser_PWM: 勾选时低电平有效，默认时为高电平有效(CO2 驱动专用)。

3）频率范围设定（YAG 专用）

用来设置Q 驱的电压范围值，输出范围为0～5V。电压与频率对应值的说明如下：假设以上参数

设置为最大为50KHz, 最小为200Hz,时，电压与频率的对应值如下：在软件内设置频率为200Hz 时，

则对应P1 的pin13 输出 0V，50KHz 时对应5V，25KHz 时对应 2.49V（其它以此类推）。

4）MO 设定（IPG 专用）

用来设定MO 的延迟的方式；如若选择手动模式，则需要手动开启MO 按钮；如若选择自动模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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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设定延迟参数

5）更换驱动

点击【更换驱动】按钮，出现如下界面，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驱动，然后点击【保存】，

选择重新启动系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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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键盘操作

在本控制器中点击任意编辑输入框，都会弹出如下键盘，提供用户输入数字、符号、大小写字母、中

文的输入。如下图所示，默认的是数字键盘。

点击“&”键，则切换到符号键盘；点击“A”键，则切换到大写字母键盘；点击“a”键切换至

小写字母键盘，点击“中”键，则可进行拼音输入中文。 表示向前退一格， 表示向后

退一格， 表示清空输入。

8



50

关机操作

在主界面中点击【关闭系统】按钮；或者点击【系统设置】按钮，然后点击【关机】按钮。进入关闭

控制器的页面，如下图：

点击【关机】按钮，则系统进入关机状态，点击【重启】按钮，系统则进入重启状态，点击【取

消】则返回到主界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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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串口测试工具

1、设置PC 机的串口通信参数
void mainWin::on_openPortPb_clicked()

{

QString portName=ui->portNameCB->currentText();//获取串口名

mySerialPort=new Win_QextSerialPort(portName,QextSerialBase::EventDriven);

//定义串口对象，并传递参数，在构造函数里对其进行初始化

//以可读写方式打开串口

if(mySerialPort->open(QIODevice::ReadWrite)){

QMessageBox::information(this, tr("打开成功"), tr("已成功打开串口 ") + portName,

QMessageBox::Ok);

ui->dataGroupBox->setEnabled(true);

ui->closePortPb->setEnabled(true);

ui->startSymbolLE->setEnabled(false);

ui->checkCodeLE->setEnabled(false);

ui->sendDataPb->setEnabled(true);

ui->clearBtn->setEnabled(true);

ui->timeRadioB->setChecked(true);//设置单选按钮默认值

ui->pulseLE->setEnabled(false);

ui->openPortPb->setEnabled(false);

}

else{

QMessageBox::critical(this, tr("打开失败"), tr("未能打开串口 ") + portName + tr("\n 该串口设

备不存在或已被占用"), QMessageBox::Ok);

return;

}

//设置波特率

mySerialPort->setBaudRate((BaudRateType)ui->baudRateCB->currentIndex());

//设置数据位

mySerialPort->setDataBits((DataBitsType)ui->dataBitsCB->currentIndex());

//设置奇偶校验

mySerialPort->setParity((ParityType)ui->parityCB->currentIndex());

//设置停止位

mySerialPort->setStopBits((StopBitsType)ui->stopBitsCB->currentIndex());

mySerialPort->setFlowControl(FLOW_OFF);

mySerialPort->setTimeout(500);

connect(mySerialPort,SIGNAL(readyRead()),this,SLOT(readMySerialPort()));

//信号与槽函数关联，当串口缓冲区中有数据时，进行读串口操作

ui->baudRateCB->setEnabled(false);

ui->dataBitsCB->setEnabled(false);

ui->stopBitsCB->setEnabled(false);

ui->parityCB->setEnabled(false);

ui->portNameCB->setEnabled(false);

}

2、PC 机发送指令
void mainWin::on_sendDataPb_clicked()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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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yteArray startArr, pfArr,pulseArr,timeArr,stopArr,dataArr,checkCode;

if(ui->startSymbolCheckBox->isChecked()){

startArr=ui->startSymbolLE->text().toAscii()+",";// 根据通讯输入格式，每个数据间有个“,”

作为分隔符

}

else {

startArr="";

}

pfArr= ui->powerLE->text().toAscii()+","

+ui->frequencyLE->text().toAscii()+",";

if(ui->pulseLE->isEnabled()){

pulseArr=ui->pulseLE->text().toAscii();

timeArr=tr("0").toAscii();

}

if(ui->timeLE->isEnabled()){

pulseArr=tr("0").toAscii();

timeArr= ui->timeLE->text().toAscii();

}

if(ui->checkCodeLE->isEnabled()){

checkCode=ui->checkCodeLE->text().toAscii()+",";

}

else

checkCode="";

stopArr=ui->terminatorLE->text().toAscii();

dataArr=startArr+pfArr+pulseArr+","+timeArr+","+checkCode+stopArr;

mySerialPort->write(dataArr);

}

二、TCP/IP 测试工具

1、作为服务器侦听
void tcpIP::on_listenpushButton_clicked()//服务器侦听按钮槽函数

{

serverPort = ui->serverPortlineEdit->text();

serverIP = ui->serverIPcomboBox->currentText();

if(serverPort.isEmpty())

{ QMessageBox::warning (this, tr("Warnning"), tr("端口号不能为空"));

return; }

tcpServer = new QTcpServer(this);

if(!tcpServer->listen(QHostAddress::Any, serverPort.toInt()))

{QMessageBox::warning (this, tr("Warnning"), tcpServer->errorString());

close();}

connect(tcpServer, SIGNAL(newConnection()), this, SLOT(screateServerSocket()));

//有新的连接到来，则开始创建套接字

ui->statuslabel->setText(tr("开始监听!"));

ui->listenpushButton->setEnabled(false);

ui->stoppushButton->setEnabled(true);

}

2、作为客户端连接
void tcpIP::on_connectpushButton_clicked()//客户端连接函数

{

tcpClient = new QTcpSocket(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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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tcpClient, SIGNAL(readyRead()), this, SLOT(readMessage()));//读取信息

connect(tcpClient, SIGNAL(error(QAbstractSocket::SocketError)), this, SLOT(displayError

(QAbstractSocket::SocketError)));

connect(tcpClient, SIGNAL(connected()), this, SLOT(updateClientStatusConnect())); //更新状态

connect(tcpClient, SIGNAL(disconnected()), this, SLOT(updateClientStatusDisconnect()));

tcpClient->abort();

serverIP = ui->clientIPlineEdit->text();

clientPort = ui->clientPortlineEdit->text();

if(serverIP.isEmpty() || clientPort.isEmpty()) {

QMessageBox::warning (this, tr("Warnning"), tr("服务器IP 或端口号不能为空"));

return;

}

tcpClient->connectToHost(serverIP, clientPort.toInt()); //连接到主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