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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X函式列表 
雕刻功能(MMMark.ocx)函式 
初始化与关闭 
Initial 雕刻程序开始 
Finish 雕刻程序结束 
资料库 
GetActiveDB 取得目前资料库代码 
SetActiveDB 设定目前资料库代码 

雕刻流程 
MarkStandBy 进入雕刻状态 
MarkShutdown 离开雕刻状态 
StartMarking 开始雕刻 
StopMarking 结束雕刻 
IsMarking 是否在雕刻中 

雕刻资讯 
GetMarkTime 取得本次雕刻所耗时间 
GetMarkCounts 取得已雕刻次数 
SetMarkCounts 重设已雕刻次数为新值 
GetMaxMarkCounts 取得最大雕刻次数 
SetMaxMarkCounts 重设最大雕刻次数为新值 
GetWorkAreaWidth 取得目前的工作范围(宽) 
GetWorkAreaHeight 取得目前的工作范围(高) 

即时指令 
MarkRect 直接雕刻矩形 
MarkArc 直接雕刻圆弧 
MarkCircle 直接雕刻圆 
MarkDot 直接雕刻点 
MarkLine 直接雕刻线 
MarkText 直接雕刻文字 
JumpTo 位移到指定位置 
LaserOn 开启雷射 
LaserOff 关闭雷射 
SetHomePos 设定 Home 位置 
GetHeadStatus 取得 ScanHead 状态 (只适

用于 RTCx) 
Auto_Cal 开启或关闭自动计算镜头位

置的功能 (只适用于 RTCx) 
XYTableConfig 开启 XY 滑台控制面板 
RotaryConfig 开启旋转轴控制面板 
ZAxisConfig 开启 Z 轴控制面板 
ReadRS232 接收传自 RS232 的字串 
SendRS232 送出字串到 RS232 
ReadRS232Ext 接收传自 RS232 的资料 
SendRS232Ext 送出资料到 RS232 

档案相关 
LoadFile 读取 ezm 档案 
SaveFile 储存 ezm 档案 
ResetFile 将目前资料库清成空白 

AddLogo 读取 ezm 以外的档案 
ExportDXF 输出 DXF 档案 

雕刻参数 
SetPower 设定雷射功率 
SetSpeed 设定雷射速度 
SetFrequency 设定雷射频率 
SetMarkRepeat 设定雕刻次数 
SetPulseWidth 设定脉冲宽度 
SetWobbleSwitch 设定是否开启螺旋功能 
SetWobble 设定螺旋宽度/频率 
SetCWMode 设定连续波模式 (V2.5 C 以

上) 
SetWaveFormNumber 设定波形编号(V2.5 C-30 以

上) 

延迟参数 
SetLaserOnDelay 设定开雷射延迟时间 
SetPolyDelay 设定转角延迟时间 
SetLaserOffDelay 设定关雷射延迟时间 
SetSpotDelay 设定点延迟时间 
SetSpotShot 设定点雕刻发数 
SetJumpSpeed 设定跳跃速度 
SetJumpDelay 设定跳跃延迟时间 

视窗功能 
OnLButtonDown 滑鼠圈选范围进行放缩 
OnRButtonDown 滑鼠点下后恢复成全图 
IdentObject (事件) 取得滑鼠位置的物件名 
Redraw 重绘目前资料库 
Zoom 缩放指定区域 
EnableZoomingOnClick 设定是否使用滑鼠进行放缩 

物件编辑 
SetMatrix 全图平移旋转量 
SetReferencePoint 设定指定物件的参考点 
MoveObject 移动指定物件 
RotateObject 旋转指定物件 
ScaleObject 放缩指定物件 
MirrorObject 镜射指定物件 
AddText 新增文字 
AddBarcode 新增条码 
SetTextContent 设定文字内容 
SetBarcodeContent 设定条码内容 
Sort 对指定物件作排序 
RunMarkingMate 进入 MarkingMate 进行编

辑 

双头系统 
SetCurrentHead 设定目前 GalvoHead 代码

(V2.6 以上) 
SetMatrix2 全图平移旋转量 (V2.6以上)

编辑功能(MMEdit.ocx)函式 
初始化与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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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初始化程序 
Finish 关闭程序 

物件编辑 
AddRect 新增矩形 
AddArc 新增圆弧 
AddCircle 新增圆形 
AddDot 新增点 
AddLine 新增直线 
AddMatrix 新增矩阵 
AddGroup 新增群组 
AddArrayCopy 新增阵列复制 
AddPolyLineStart 新增曲线(开始点) 
AddPolyLineLine 新增曲线(直线段) 
AddPolyLineArc 新增曲线(弧线段) 
AddPolyLineEnd 新增曲线(结束) 
DeleteObject 删除指定物件 
RenameObject 更名指定物件 
CombineObjects 组合指定的所有物件 
ReverseObject 反转指定的物件 
IsExist 指定物件是否存在 
GetCount 取得物件总数 
GetChildObjectCount 取得指定群组物件底下子物

件的数量 
GetChildObjectName 取得指定群组物件底下某一

个子物件的名称 

一般参数 
GetName 取得指定物件索引值的名称 
SetFrameColor 设定外框颜色 
SetFillColor 设定填满颜色 
SetCloseFlag 设定是否曲线封闭 
SetCenter 设定指定物件的中心座标 
SetDimension 设定指定物件的宽高 
雕刻参数 
SetMarkPass 设定加工次数(V2.5 C-57 以

上) 
SetPowerExt 设定某次加工的雷射功率

(V2.5 C-57 以上) 
SetSpeedExt 设定某次加工的雷射速度

(V2.5 C-57 以上) 
SetFrequencyExt 设定某次加工的雷射频率

(V2.5 C-57 以上) 
SetMarkRepeatExt 设定某次加工的雕刻次数

(V2.5 C-57 以上) 
SetPulseWidthExt 设定某次加工的脉冲宽度

(V2.5 C-57 以上) 
SetWobbleSwitchExt 设定在某次加工中是否开启

螺旋功能(V2.5 C-57 以上) 
SetWobbleExt 设定某次加工的螺旋宽度／

频率(V2.5 C-57 以上) 
SetCWModeExt 设定某次加工的连续波模式

(V2.5 C-57 以上) 
SetWaveFormNumberEx 设定某次加工的波形编号

t (V2.5 C-57 以上) 
延迟参数 
SetSpotDelayExt 设定某次加工的点延迟时间

(V2.5 C-57 以上) 
SetSpotShotExt 设定某次加工的雕刻发数

(V2.5 C-57 以上) 

填满参数 
SetFillSwitch 设定填满是否开启 
SetFillBorder 设定填满的边距 
SetFillPitch 设定填满的间距 
SetFillTimes 设定填满的次数 
SetFillStartAngle 设定填满的起始角度 
SetFillStepAngle 设定填满的间隔角度 
SetFillTwoway 设定填满是否双向 
SetFillStyle 设定填满方式 
SetFillLoop 设定填满的内圈数 
SetFrameSwitch 设定外框是否开启 
SetFillSwitchExt 设定在某次加工中填满是否

开启(V2.5 C-57 以上) 
SetFrameSwitchExt 设定在某次加工中外框是否

开启(V2.5 C-57 以上) 

文字参数 
SetTextArrange 设定文字排列方向 
SetTextAlign 设定文字对齐方式 
SetTextWelding 设定文字是否中空 
SetTextInvert 设定文字是否阴阳刻 
SetTextInvertBox 设定文字阴阳刻的范围 

圆弧文字参数 
SetArcTextCenter 设定圆弧文字的中心 
SetArcTextRadius 设定圆弧文字的圆半径 
SetArcTextShowArc 设定圆弧文字是否显示圆弧 
SetArcTextSameRadius 设定圆弧文字是否等半径 
SetArcTextPos 设定圆弧文字的文字位置 
SetArcTextHorzOffset 设定圆弧文字的线上位移 
SetArcTextBaselineOffset 设定圆弧文字基线距离 
SetArcTextCloseToBaseli
ne 

设定圆弧文字接近基线方式 

SetArcTextReverse 设定圆弧文字是否反向排列 

字型参数 
SetFontName 设定字型名称 
SetFontStyle 设定字型字体 
SetFontSize 设定字型大小 
SetFontOblique 设定字型的倾斜角度 
SetFontCharPitch 设定字型的字距 
SetFontLinePitch 设定字型的行距 

条码参数 
SetBarcodeType 设定条码形式 
SetBarcodeInvert 设定条码是否反相 
SetBarcodeShowText 设定条码是否显示文字(1D) 
SetBarcodeCheckDigit 设定条码是否有检查码(1D) 
SetBarcodeWidthRatio 设定条码宽窄比(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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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BarcodeQuietZone 设定条码边距(1D) 
SetBarcodeHorzMark 设定条码反相水平雕刻(1D) 
SetBarcodeMarkParam 设定条码雕刻参数(1D) 
SetBarcodeMarkStyle 设定条码雕刻形式(2D) 
SetBarcodeSpotSize 设定条码点大小(2D) 
SetBarcodeSpotDelay 设定条码点延迟时间(2D) 
SetBarcodePolyDelay 设定条码转角延迟时间(2D) 

矩阵参数 
SetMatrixRow 设定矩阵总列数 
SetMatrixRowPitch 设定矩阵列间距 
SetMatrixCol 设定矩阵总行数 
SetMatrixColPitch 设定矩阵行间距 
SetMatrixGroupRow 设定矩阵列分群数 
SetMatrixGroupRowPitc
h 

设定矩阵列分群间距 

SetMatrixGroupCol 设定矩阵行分群数 
SetMatrixGroupColPitch 设定矩阵行分群间距 
SetMatrixMaxBin 设定矩阵最大图层量 
SetMatrixMatch 设定矩阵的开启雕刻序列字

串 
SetMatrixDir 设定矩阵复制方向 
SetMatrixFrameBorder 设定矩阵边距 
SetMatrixCellSize 设定矩阵单元大小 
SetMatrixInterleave 设定矩阵行列内位移 
SetMatrixCellActiveBin 设定矩阵单元目前图层 
SetMatrixCellMatch 设定矩阵单元是否开启雕刻 
SetMatrixCellOffset 设定矩阵单元的位移值 
SetMatrixCellAngle 设定矩阵单元旋转角 
SetMatrixRepeat 设定矩阵整体雕刻次数 

阵列复制参数 
SetArrayCopyMode 设定阵列复制模式 
SetArrayCopyMatrixRow 设定矩阵总列数 
SetArrayCopyMatrixRow
Pitch 

设定矩阵列间距 

SetArrayCopyMatrixCol 设定矩阵总行数 
SetArrayCopyMatrixColP
itch 

设定矩阵行间距 

SetArrayCopyMatrixMat
ch 

设定矩阵开启雕刻序列字串 

SetArrayCopyMatrixDir 设定矩阵复制方向 
SetArrayCopyMatrixCell
Match 

设定矩阵单元是否开启雕刻 

SetArrayCopyMatrixCell
Offset 

设定矩阵单元的位移值 

SetArrayCopyMatrixCell
Angle 

设定矩阵单元的旋转角度 

SetArrayCopyCircleCent
er 

设定圆形的中心 

SetArrayCopyCircleRadi
us 

设定圆形的半径 

SetArrayCopyCircleTotal 设定圆形的复制总数 
SetArrayCopyCircleStart 设定圆形的起始角度 

Angle 
SetArrayCopyCircleStep
Angle 

设定圆形的间隔角度 

SetArrayCopyCircleEqual
lyDivide 

设定圆形是否平均分配 

SetArrayCopyCircleRotat
eItem 

设定圆形是否旋转物件 

SetArrayCopyCircleCCW
Copy 

设定圆形是否逆时针方向 

图层编辑 
AddLayer 新增图层 
DeleteLayer 删除指定图层 
RenameLayer 更名图层 
GetLayerCount 取得图层数 
SetLayerOutput 设定图层是否可输出 
SetLayerView 设定图层是否可看见 
SetLayeEdit 设定图层是否可编辑 
GetLayerName 取得图层的名称 

多文件机制 
CreateDB 产生资料库(传回新代码) 
FreeDB 释放资料库 

视窗功能 
ZoomAll 全图模式 
ZoomExtend 所有物件模式 
ZoomBox 区域模式 
ZoomObject 单一物件模式 
材质表 
MarkParameterConfig 开启雕刻参数列表对话盒 
AddMarkParam 新增材质 
RenameMarkParam 更名材质 
DeleteMarkParam 删除材质 
GetMarkParamCount 取得材质总数 
GetMarkParamName 取得指定材质的名称 
SetMarkParamPass 设定指定材质的加工次数 
SetMarkParamSpeed 设定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速

度 
SetMarkParamFreq 设定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频

率 
SetMarkParamPower 设定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功

率 
SetMarkParamRepeat 设定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雕

刻次数 
SetMarkParamSpotDela
y 

设定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点

雕刻时间 
SetMarkParamPulseWidt
h 

设定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脉

波宽度 
SetMarkParamLaserOnD
elay 

设定材质的起点延迟时间 

SetMarkParamPolyDelay 设定材质的转角延迟时间 
SetMarkParamLaserOffD
elay 

设定材质的终点延迟时间 

SetMarkParamJumpSpe 设定材质的跳跃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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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SetMarkParamJumpDela
y 

设定材质的跳跃延迟 

雕刻状态(MMStatus.ocx)函式 
Initial 初始化程序 
Finish 关闭程序 
Alarm(事件) 警告讯息 
MarkEnd(事件) 雕刻结束讯息 
GetObjectInfo(事件) 物件资讯 

分图功能(MMSplit.ocx)函式 

(注意: 保护锁必须支援此功能) 

Initial 初始化程序 
Finish 关闭程序 
Enable 开启分图功能 
Disable 关闭分图功能 
IsEnabled 取得分图是否开启 
SetSplitSize 设定分割尺寸 
SetSplitSortMethod 设定分割区排序方式 
SetSplitOverlapSize 设定分割区重迭部分 
SetSplitOptions 设定分图额外选项 
SetSplitBoundary 设定分图最大范围 (V2.5 C

以上) 
StartMarkBlock (事件) 雕刻分割区域前置事件 
MoveRoot 移动全图 
RotateRoot 旋转全图 
ScaleRoot 放缩全图 

镜头校正(MMLensCal.ocx)函式 

(注意: 保护锁必须支援此功能) 

Initial 初始化程序 
Finish 关闭程序 
SetCorrectDim 设定格点总数 
GetCorrectDim 取得格点总数 
GetCorrectPointX 取得指定格点 X 座标 
GetCorrectPointY 取得指定格点 Y 座标 

LoadCorrectFile 下载格点座标修正档 
GridMarking 打出所有格点 
ResetCorrectTable 重设校正表为 0 
SetGridDiameter 设定格点直径 

影像功能(MMImage.ocx)函式 
Initial 初始化程序 
Finish 关闭程序 
SetMarkResolution 设定影像雕刻 DPI 
SetMarkType 设定影像雕刻模式 
GetMarkSpotCount 取得影像雕刻点总数 

IO控制(MMIO.ocx)函式 
Initial 初始化程序 
Finish 关闭程序 
GetInput 取得输入点状态 
SetOutput 设定输出点状态 
SetProgramReady 设定 ProgramReady 讯号 
SetMarkEnd 设定 MarkEnd 讯号 
SetMarkReady 设定 MarkReady 讯号 
SetLamp 设定 Lamp 讯号 
SetShutter 设定 Shutter 讯号 
SetAlign 设定 Align 讯号 
GetStart 取得 Start 讯号 
GetStop 取得 Stop 讯号 

运动控制(MMMotion.ocx)函式 

(注意: 保护锁必须支援此功能) 

Initial 初始化程序 
Finish 关闭程序 
XYTableConfig 开启 XY 滑台控制面板 
RotaryConfig 开启旋转轴控制面板 
ZAxisConfig 开启 Z 轴控制面板 
Home 原点复归 
MoveTo 移动到指定座标 
IsMotion 取得是否运动中的状态 
GetCurPosition 取得目前座标 
MotionEnd(事件) 运动结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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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Mark.ocx 
函式说明 
初始化与关闭 
函式名称 Initial 
函式型态 long Initial() 
功能 雕刻程序开始 (模拟 MarkingMate 开机，以及讯号初始化)。 

使用程式库时，首先要呼叫本函式，将程式库做初始化动作。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Finish 
函式型态 long Finish() 
功能 雕刻程序结束 (模拟 MarkingMate 关机，以及讯号结束动作)。 

当结束整个程式库之运作时，必须呼叫此函式释放记忆体。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资料库 
函式名称 GetActiveDB 
函式型态 long GetActiveDB() 
功能 取得目前资料库代码。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目前资料库代码。 

注意: 代码必须大于 1，其他值是错误的。 

 

函式名称 SetActiveDB 
函式型态 long SetActiveDB(long lDB) 
功能 设定目前资料库代码。 

注意: 呼叫此函式后, 利用其他 ocx 处理编辑或其他动作时, 以目前资料库为准。 

输入参数 long lDB: 资料库代码。 
注意 1: 代码必须大于 1，其他值是错误的。 
注意 2: 代码若为 0, 将目前显示中的资料库代码视为目前资料库代码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雕刻流程 
函式名称 MarkStandBy 
函式型态 long MarkStandBy() 
功能 进入雕刻状态 (模拟雕刻对话盒开启，以及功率爬升)。 

在开始标记之前，会执行提升电流或是 I/O 讯号设定等相关动作。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MarkShutdown 
函式型态 long MarkShutdown() 
功能 离开雕刻状态 (模拟雕刻对话盒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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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记结束之后，会执行降低电流或是 I/O 讯号设定等相关动作。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tartMarking 
函式型态 long StartMarking(long lMode) 
功能 执行雕刻功能。 
输入参数 long lMode: 设定雕刻模式，定义如下: 

   1: 阻断式雕刻 (无雕刻对话盒) 。 
   2: 阻断式雕刻 (有雕刻对话盒) 。 
   3: 预览雕刻。 
   4: 非阻断式雕刻 (无雕刻对话盒) 。 
说明: 

A. 阻断式: 当函式执行结束时代表雕刻结束。 
B. 非阻断式: 当函式执行结束时不代表雕刻结束。(另称背景雕刻) 

注意事项: 
 lMode = 3 或 4 时，呼叫 StopMarking()中断雕刻或预览状态。 
 只有在 lMode = 4 时，才会发送 MarkEnd 事件。 
 预览雕刻不支援分图。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topMarking 
函式型态 long StopMarking() 
功能 中断雕刻或预览状态。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IsMarking 
函式型态 long IsMarking() 
功能 雷射是否仍在雕刻或预览状态中。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1 :目前正在雕刻或预览；0:目前没有雕刻或预览。 

雕刻资讯 
函式名称 GetMarkTime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Time() 
功能 取得本次雕刻所花费的时间。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本次雕刻所花费的时间 [毫秒]。 

 

函式名称 GetMarkCounts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Counts() 
功能 取得已雕刻次数。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已雕刻次数。 

 

函式名称 SetMarkCounts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Counts(long lNew) 
功能 重新设定目前的已雕刻次数，将之设定为指定值。 
输入参数 long lNew: 雕刻次数。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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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MaxMarkCounts 
函式型态 long GetMaxMarkCounts() 
功能 取得最大雕刻次数。(0 代表没有限制)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最大雕刻次数。 

 

函式名称 SetMaxMarkCounts 
函式型态 long SetMaxMarkCounts(long lNew) 
功能 重新设定目前的最大雕刻次数，将之设定为指定值。 
输入参数 long lNew: 最大雕刻次数。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WorkAreaWidth 
函式型态 double GetWorkAreaWidth() 
功能 取得目前的工作范围的宽度。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目前的工作范围的宽度 [公厘]。 

 

函式名称 GetWorkAreaHeight 
函式型态 double GetWorkAreaHeight() 
功能 取得目前的工作范围的高度。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目前的工作范围的高度 [公厘]。 

即时指令 
函式名称 MarkRect 
函式型态 long MarkRect(double dL, double dT, double dR, double dB, double dRound) 
功能 以现有雷射及振镜设定，直接雕刻矩形。 

注意：dL 的值小于 dR 的值；dT 的值大于 dB 的值。 

输入参数 double dL: 矩形的左边界 [公厘]。 
double dT: 矩形的上边界 [公厘]。 
double dR: 矩形的右边界 [公厘]。 
double dB: 矩形的下边界 [公厘]。 
double dRound: 矩形圆角的半径 [公厘]。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MarkArc 
函式型态 long MarkArc(double dSX, double dSY, double dEX, double dEY, double dRadius, long lCCW) 
功能 以现有雷射及振镜设定，直接雕刻圆弧。 
输入参数 double dSX: 圆弧起点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SY: 圆弧起点的 Y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EX: 圆弧终点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EY: 圆弧终点的 Y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Radius: 圆弧的半径 [公厘]。 
long lCCW: 设定圆弧的方向，定义如下: 
   1: 逆时针方向。 
   0: 顺时针方向。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Mark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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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型态 long MarkCircle(double dCX, double dCY, double dRadius) 
功能 以现有雷射及振镜设定，直接雕刻圆。 
输入参数 double dCX: 圆心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Y: 圆心的 Y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Radius: 圆的半径 [公厘]。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MarkDot 
函式型态 long MarkDot(double dX, double dY) 
功能 以现有雷射及振镜设定，直接雕刻点。 
输入参数 double dX: 点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Y: 点的 Y 轴座标 [公厘]。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MarkLine 
函式型态 long MarkLine(double dX1, double dY1, double dX2, double dY2) 
功能 以现有雷射及振镜设定，直接雕刻直线。 
输入参数 double dX1: 直线起点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Y1: 直线起点的 Y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X2: 直线终点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Y2: 直线终点的 Y 轴座标 [公厘]。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MarkText 
函式型态 long MarkText(LPCTSTR szText, double dCX, double dCY) 
功能 以现有雷射及振镜设定，直接雕刻文字。 
输入参数 LPCTSTR szText: 文字的内容。 

double dCX: 文字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Y: 文字的 Y 轴座标 [公厘]。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JumpTo 
函式型态 long JumpTo(double dX, double dY) 
功能 依据空跑位移的速度，空跑位移到位置 (dX, dY)。 

由 SetJumpSpeed()指定空跑位移的速度与 SetJumpDelay()指定空跑位移的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double dX:  目标位置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Y:  目标位置的 Y 轴座标 [公厘]。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LaserOn 
函式型态 long LaserOn() 
功能 以现有的雷射条件开启雷射。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LaserOff 
函式型态 long LaserOff() 
功能 以现有的雷射条件关闭雷射。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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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SetHomePos 
函式型态 long SetHomePos(double dX, double dY) 
功能 设定 Home 位置。 

(注意: 此功能可能与所使用的控制器有关，有些并不支援此项功能)。 

输入参数 double dX: Home 位置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Y: Home 位置的 Y 轴座标 [公厘]。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HeadStatus 
函式型态 long GetHeadStatus(long lHead) 
功能 取得 ScanHead 的状态。 

(注意: 此功能只适用于 RTCx 系列的 Driver, 其他并不支援)。 

输入参数 long lHead: ScanHead 的代码: 
 1: 第一个 ScanHead, 
 2: 第二个 ScanHead。 

传回值 以 bitwise 方式表示, 详列于下: 
 Bit #15: 电源 (1 = OK), 
 Bit #14: 温度 (1 = OK), 
 Bit #13: (保留), 
 Bit #12: Y 到位 (1 = OK), 
 Bit #11: X 到位 (1 = OK), 
 Bit #10: (保留), 
 Bit #9: 0, 
 Bit #8: 1, 
 Bit #0~7: 与 Bits #15~#8 相同。 

 

函式名称 AutoCal 
函式型态 long AutoCal(long lHead, long lCmd) 
功能 开始或停止自动计算镜头位置功能。自动计算镜头位置功能用于防止镜头飘移现象。 

(注意: 此功能只适用于 RTCx 系列的 Driver, 其他并不支援)。 

输入参数 long lHead: ScanHead 的代码: 
 1: 第一个 ScanHead。 
 2: 第二个 ScanHead。 
long lCmd:  
 0: 取得参考值。 
 1: 开始执行计算镜头位置程序。 
 2: 停止计算镜头位置程序。 

传回值 错误码以 16-bit 方式表示, 详列于下: 
 0: 成功。 
 1: 找不到自动计算镜头位置所需的感应器。 
 2: 误差过大。 
 3: 由于目前某个序列正在执行，所以此命令无法执行。 
 4: 找不到参考值。 
 5: 计算错误。(可能是因为参考值错误) 
 6: 参数错误。 
 7: 状态错误。 
 1000: 目前使用的 Driver 不支援此功能。 

 

函式名称 XYTableConfig 
函式型态 long XYTableConfig() 
功能 开启 XY 滑台控制面板以设定 XY 滑台相关参数。 
输入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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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RotaryConfig 
函式型态 long RotaryConfig() 
功能 开启旋转轴控制面板以设定旋转轴相关参数。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ZAxisConfig 
函式型态 long ZAxisConfig() 
功能 开启 Z 轴控制面板以设定 Z 轴相关参数。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ReadRS232 
函式型态 long ReadRS232(BSTR* lpBuf, long cEndChar) 
功能 接收传自 RS232 的字串。 
输入参数 BSTR* lpBuf: 传回的内容 (字串长度建议在 1~4096 位元组)。 

long cEndChar: 结束字元。 
 注意 1: Coherent AVIA Laser Controller 的结束字元是 0x0A。 
 注意 2: 传回的内容不包含结束字元。 
 注意 3: cEndChar = 0，代表只接收一 Byte。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ndRS232 
函式型态 long SendRS232(LPCTSTR lpBuf) 
功能 送出字串到 RS232。 
输入参数 LPCTSTR lpBuf: 送出的内容 (字串长度建议大于 1 位元组)。 

 注意: Coherent AVIA Laser Controller 在 lpBuf 最后要补上结束字元(0x0D)。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ReadRS232Ext 
函式型态 long ReadRS232Ext(long lpBuf, long lBufSize) 
功能 指定一个 Buffer 接收传自 RS232 的资料。 
输入参数 long lpBuf: 接收传自 RS232 资料的 Buffer 位址。 

long lBufSize: Buffer 的大小。 
 注意: 须大于 0。 

传回值 0 : 失败，非零值代表自 RS232 读回的 Byte 数。 
 

函式名称 SendRS232Ext 
函式型态 long SendRS232Ext(long lpBuf, long lSendSize) 
功能 送出一块 Buffer 的资料到 RS232。 
输入参数 long lpBuf: 欲送出内容的 Buffer 位址。 

long lSendSize: 指定要传送至 RS232 的 Byte 数。 
 注意: 须大于 0。 

传回值 0 : 失败，非零值代表送出到 RS232 的 Byte 数。 

档案相关 
函式名称 LoadFile 
函式型态 long LoadFile(LPCTSTR strFilename) 
功能 读取 ezm 档案到目前的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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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Filename: ezm 档案的全路径。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aveFile 
函式型态 long SaveFile(LPCTSTR strFilename) 
功能 将目前的资料库储存成 ezm 档案。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Filename: ezm 档案的全路径。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ResetFile 
函式型态 long ResetFile() 
功能 清除目前的资料库中，所有的图形资料。 

注意：当必须清除此工作资料库中的所有图元时，呼叫此函式清除工作资料库内的图元。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Logo 
函式型态 long AddLogo(LPCTSTR strFilename, double dCX, double dCY, 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ew, long lMode) 
功能 读取 ezm 以外的档案，但不会清除原有的内容。 

支援的档案类型有常用的 bmp、jpg、dxf、plt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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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Filename: 读取档案的全路径。 
double dCX: 图形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Y: 图形的 Y 轴座标 [公厘]。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加到目前图层下)。 
LPCTSTR strNew: 指定物件的新名称。 
long lMode: 处理图形的方式，定义如下: 
 
   lMode 的计算方式（X, Y 皆为整数，详述于后文） 

应用类型 计算方式 
图形汇入后维持原图座标。 lMode = 256+Y 
图形汇入后，中心点位置为(dCX, dCY)。 lMode = 4352+Y 
图形汇入后，将图形对齐在工作范围的

指定角落。 
(2.5C-30 以后才支援此应用) 

lMode = X*256 + Y 

图形汇入后，将插入点座标设为(dCX, 
dCY)，并且能指定图形的哪个角落为插

入点。 
(2.5C-49 以后才支援此应用) 

lMode =8192+ X*256 + Y 

 
   X 代表方位 

X 数值 意义 
2 左下角 
3 左上角 
4 右下角 
5 右上角 
6 中心 
7 左边 
8 下边 
9 右边 
10 上边 

    
   Y 代表处理图层的方式 

Y 数值 意义 
1 保留图层。strParent 和 strNew 无作用。 
2 保留文字 (尚未开放)。strParent 和 strNew 无作用。 
4 组合成单一图元。 
5 保留图层，且每个图层下的物件都组合成单一图元。strParent

和 strNew 无作用。 
 
举例说明： 
1. 若图形汇入后必须保留图层，且对齐工作范围左下方，则 

lMode=2*256+1=513 
2. 若图形汇入后必须组合成单一图元，且左上角的座标为(dCX, dCY)，则 

lMode=8192+3*256+4=8964 
3. 若图形汇入后必须组合成单一图元，并维持原图座标，则 

lMode=256+4=260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ExportDXF 
函式型态 long ExportDXF(LPCTSTR strFile) 
功能 输出 Dxf 档案。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File: 输出 dxf 档案的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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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回值 0 : 成功，其他表失败。 
 

雕刻参数 
函式名称 SetPower 
函式型态 long SetPower(LPCTSTR strName, double dPerc) 
功能 设定目标物件的雷射功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Perc: 雷射功率[%], 范围是 0~100。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Power 
函式型态 double GetPower(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目标物件的雷射功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雷射功率 [%]。 

 

函式名称 SetSpeed 
函式型态 long SetSpeed(LPCTSTR strName, double dSpeed) 
功能 设定目标物件的雕刻速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Speed: 雕刻速度 [公厘/秒]，范围 0.1 以上。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Speed 
函式型态 double GetSpeed(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目标物件的雕刻速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雕刻速度 [公厘/秒]。 

 

函式名称 SetFrequency 
函式型态 long SetFrequency(LPCTSTR strName, double dKHz) 
功能 设定目标物件的雷射频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KHz: 雷射频率 [kHz]，范围是 0 以上。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requency 
函式型态 double GetFrequency(LPCTSTR st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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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取得目标物件的雷射频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雷射频率 [kHz]。 

 

函式名称 SetMarkRepeat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Repeat(LPCTSTR strName, long lCount) 
功能 设定雕刻加工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Count: 雕刻加工次数。 

小于 1: 不雕刻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Repeat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Repea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雕刻加工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雕刻加工次数。 

 

函式名称 SetPulseWidth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Repeat(LPCTSTR strName, double dPulseWidth) 
功能 设定 Yag 雷射的脉宽。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PulseWidth: Yag 雷射的脉宽 [微秒]。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PulseWidth 
函式型态 double GetPulseWidt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 Yag 雷射的脉宽。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Yag 雷射的脉宽 [微秒]。 

 

函式名称 SetWobbleSwi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WobbleSwitch(LPCTSTR strName, long iOn) 
功能 设定目标物件的螺旋功能是否开启。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物件是否开启螺旋功能，定义如下: 
  1: 开启。 
  0: 关闭。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15 
 

函式名称 SetWobble 
函式型态 long SetWobble(LPCTSTR strName, double dThick, long lFreq) 
功能 设定目标物件，其螺旋功能的宽度以及频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Thick: 螺旋宽度 [公厘]。 
long lFreq: 螺旋频率 [Hz]。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WobbleSwitch 
函式型态 long GetWobbleSwitc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目标物件的螺旋功能是否开启。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1 为开启，0 为关闭。 

 

函式名称 GetWobbleThick 
函式型态 double GetWobbleThick(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目标物件的螺旋宽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螺旋宽度 [公厘]。 

 

函式名称 GetWobbleFreq 
函式型态 long GetWobbleFreq(LPCTSTR strName) 
功能 设定目标物件的螺旋频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螺旋频率 [Hz]。 

 

函式名称 SetCWMode 
函式型态 long SetCWMode(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连续波模式。 

注意: 此函式需驱动程式支援且 V2.5C 以上。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连续波模式。 

1: 启动连续波模式， 
0: 关闭连续波模式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CWMode 
函式型态 long GetCWMod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连续波模式。 

注意: 此函式需驱动程式支援且 V2.5C 以上。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连续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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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SetWaveFormNumber 
函式型态 long SetWaveFormNumber(LPCTSTR strName, long lWaveForm) 
功能 设定波形编号。 

注意: 此函式需驱动程式支援且 V2.5C-30 以上。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WaveForm: 波形编号。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WaveFormNumber 
函式型态 long GetWaveFormNumber(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波形编号。 

注意: 此函式需驱动程式支援且 V2.5C-30 以上。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波形编号。 

延迟参数 
函式名称 SetLaserOnDelay 
函式型态 long SetLaserOn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Delay) 
功能 设定开雷射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Delay: 开雷射延迟时间 [微秒]。(负值代表提前开雷射)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LaserOnDelay 
函式型态 long GetLaserOnDelay(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开雷射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开雷射延迟时间 [微秒]。 

 

函式名称 SetPolyDelay 
函式型态 long SetPoly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Delay) 
功能 设定转角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Delay: 转角延迟时间 [微秒]。(必须大于等于 0)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PolyDelay 
函式型态 long GetPolyDelay(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转角延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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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转角延迟时间 [微秒]。 

 

函式名称 SetLaserOffDelay 
函式型态 long SetLaserOff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Delay) 
功能 设定关雷射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Delay: 关雷射延迟时间 [微秒]。(必须大于等于 0)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LaserOffDelay 
函式型态 long GetLaserOffDelay(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关雷射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关雷射延迟时间 [微秒]。 

 

函式名称 SetSpotDelay 
函式型态 long SetSpot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Delay) 
功能 设定点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Delay: 点延迟时间 [微秒]。(必须大于等于 0) 
注意事项: 设定点延迟时间会影响点雕刻发数的数值，所以请不要同时使用 SetSpotDelay 和

SetSpotShot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SpotDelay 
函式型态 long GetSpotDelay(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点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点延迟时间 [微秒]。 

 

函式名称 SetSpotShot 
函式型态 long SetSpotShot(LPCTSTR strName, long lShot) 
功能 设定点雕刻发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Shot: 点雕刻发数 [发]。(必须大于 0) 
注意事项: 设定点雕刻发数会影响点延迟时间的数值，所以请不要同时使用 SetSpotDelay 和

SetSpotShot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18 
 

函式名称 GetSpotShot 
函式型态 long GetSpotSho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点雕刻发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点雕刻发数 [发]。 

 

函式名称 SetJumpSpeed 
函式型态 long SetJumpSpeed(LPCTSTR strName, double dSpeed) 
功能 设定空跑位移的速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Speed: 空跑位移的速度 [公厘/秒]。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JumpSpeed 
函式型态 double GetJumpSpeed(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空跑位移的速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空跑位移的速度 [公厘/秒]。 

 

函式名称 SetJumpDelay 
函式型态 long SetJump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Delay) 
功能 设定空跑位移的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Delay: 空跑位移的延迟时间 [微秒]。(必须大于等于 0)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JumpDelay 
函式型态 long GetJumpDelay(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空跑位移的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传回值 空跑位移的延迟时间 [微秒]。 

视窗功能 
函式名称 Redraw 
函式型态 long Redraw() 
功能 重绘目前资料库。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Zoom 
函式型态 long Zoom(double dLeft, double dTop, double dRight, double dBottom) 
功能 缩放指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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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double dLeft: 指定区域的左边界(实际座标)。 
double dTop: 指定区域的上边界(实际座标)。 
double dRight: 指定区域的右边界(实际座标)。 
double dBottom: 指定区域的下边界(实际座标)。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EnableZoomingOnClick 
函式型态 long EnableZoomingOnClick(long bEnable) 
功能 设定是否使用滑鼠进行放缩。 
输入参数 long bEnable: 1 表示可使用滑鼠进行放缩，0 表示关闭此功能。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物件编辑 
函式名称 SetMatrix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double dXOffset, double dYOffset, double dAngle) 
功能 当执行雕刻时，整体图面会依据所设之角度值旋转及位移，但不会修改到所有物件资料。 

在没有重新设定之前，资料库的位移及旋转角度值不变。 
输入参数 double dXOffset: X 轴的平移量 [公厘]。 

double dYOffset: Y 轴的平移量 [公厘]。 
double dAngle: 旋转角度 [度]。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tReferencePoint 
函式型态 long SetReferencePoint(LPCTSTR strName, long lType, double dX, double dY) 
功能 设定指定物件的参考点与位置代码。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long lType: 指定参考点位置代码, 定义如下: 
   1: 中心。 
   2: 左。 
   3: 左上。 
   4: 上。 
   5: 右上。 
   6: 右。 
   7: 右下。 
   8: 下。 
   9: 左下。 
   10: 自订 (必须设定参考点座标)。 
double dX: 参考点 X 轴座标 [公厘]，在 lType=10 的时候才有意义。 
double dY: 参考点 Y 轴座标 [公厘]，在 lType=10 的时候才有意义。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ReferencePointX 
函式型态 double GetReferencePointX(LPCTSTR strName, long lType, double dX, double dY) 
功能 取得指定物件的参考点的 X 轴座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 
传回值 参考点 X 轴座标 [公厘]。 

 

函式名称 GetReferencePo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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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型态 double GetReferencePointY(LPCTSTR strName, long lType, double dX, double dY) 
功能 取得指定物件的参考点的 Y 轴座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 
传回值 参考点 Y 轴座标 [公厘]。 

 

函式名称 GetReferencePointType 
函式型态 long GetReferencePoin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指定物件的参考点代码。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 
传回值 参考点位置代码。 

(注意: 数值，请参考 SetReferencePoint()的说明)。 

 

函式名称 MoveObject 
函式型态 long MoveObject(LPCTSTR strName, double dX, double dY, long lRel) 
功能 移动目标物件。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X: (绝对模式) 目标位置 X 座标 [公厘]。 

(相对模式) X 偏移量 [公厘]。 
double dX: (绝对模式) 目标位置 Y 座标 [公厘]。 

(相对模式) Y 偏移量 [公厘]。 
long lRel: 设定移动模式，定义如下: 
  0: 绝对模式。 
  1: 相对模式。 
注意事项: 如果 lRel = 0，请先使用 SetReferencePoint()设定适当的参考点再移动该物件。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RotateObject 
函式型态 long RotateObject(LPCTSTR strName, double dAngle, long lRel) 
功能 旋转目标物件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Angle: (绝对模式) 旋转角度 [度]。 

(相对模式) 旋转角度差量 [度]。 
long lRel: 设定旋转模式，定义如下: 
  0: 绝对模式。 
  1: 相对模式。 
注意事项: 请先使用 SetReferencePoint()设定适当的参考点再旋转该物件。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caleObject 
函式型态 long ScaleObject(LPCTSTR strName, double dSX, double dSY, long lRel) 
功能 放缩目标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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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SX: (绝对模式) 目标的宽度 [公厘]。 

(相对模式) X 轴比例值。 
double dSY: (绝对模式) 目标的高度 [公厘]。 

(相对模式)Y 轴比例值。 
long lRel: 设定放缩模式，定义如下: 
  0: 绝对模式。 
  1: 相对模式。 
注意事项: 请先使用 SetReferencePoint()设定适当的参考点再放缩该物件。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MirrorObject 
函式型态 long MirrorObject (LPCTSTR szName, long lHorz, long lVert) 
功能 镜射目标物件。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Horz: 设定水平方向是否镜射，定义如下: 
  0: 不镜射。 
  1: 镜射。 
long lVert: 设定垂直方向是否镜射，定义如下: 
  0: 不镜射。 
  1: 镜射。 
注意事项: 请先使用 SetReferencePoint()设定适当的参考点再镜射该物件。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Text 
函式型态 long AddText(LPCTSTR szText, double dCX, double dCY, 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ew) 
功能 新增一个文字。 
输入参数 LPCTSTR szText: 文字内容。 

double dCX: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Y: Y 轴座标 [公厘]。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加到目前图层下)。 
                  目前支援矩阵物件的图层名, 格式为 M#B 
              M:代表矩阵物件的名称 
              B: 图层代码(由 1 开始)  
              #: 分隔字元 
LPCTSTR strNew: 指定物件的新名称。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Barcode 
函式型态 long AddBarcode(long lType, LPCTSTR szContent, double dX, double dY, double dWidth, 

double dHeight, 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ew) 
功能 新增一个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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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ong lType: 设定条码类型，定义如下: 
    2: Code 39 (1 维条码)。 
   3: Code 128 (1 维条码)。 
   4: Code 93 (1 维条码)。 
   5: Codabar (1 维条码)。 
   6: ITF (1 维条码)。 
   7: MSI (1 维条码)。 
   8: Postnet (1 维条码)。 
   9: UPCA (1 维条码)。 
   10: UPCE (1 维条码)。 
   11: EAN-8 (1 维条码)。 
   12: EAN-13 (1 维条码)。 
   13: UCC-128 (1 维条码)。 
   14: EAN-128 (1 维条码)。 
   15: FIM (1 维条码)。 
   16: Code 25 (1 维条码)。 
   17: ITF 25 (1 维条码)。 
   30: Code 128A (1 维条码)。 
   31: Code 128B (1 维条码)。 
   32: Code 128C (1 维条码)。 
   20: ECC 140 (2 维条码)。 
   21: ECC 200 (2 维条码)。 
   22: PDF 417 (2 维条码)。 
   23: QR Code (2 维条码)。 
   24: Maxi Code (2 维条码)。 
   33: PDF 417 Truncated (2 维条码)。 
   34: Micro PDF 417 (2 维条码)。 
   35: Micro QR Code (2 维条码)。 
 
LPCTSTR szContent: 条码内容。 
double dX: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Y:  Y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Width: 条码宽度 [公厘]。 
double dHeight: 条码高度 [公厘]。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加到目前图层下)。 
                  目前支援矩阵物件的图层名, 格式为 M#B 
              M:代表矩阵物件的名称 
              B: 图层代码(由 1 开始)  
              #: 分隔字元 
LPCTSTR strNew: 指定物件的新名称。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tTextContent 
函式型态 long SetTextContent(LPCTSTR strName, LPCTSTR strContent) 
功能 设定文字内容。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PCTSTR szContent: 文字内容。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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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TextContent 
函式型态 long GetTextContent(LPCTSTR strName, BSTR* pstrText) 
功能 取得文字内容。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 

BSTR* pstrText: 传回文字内容 (字串长度建议大于 256 位元组)。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tBarcodeContent 
函式型态 long SetBarcodeContent(LPCTSTR strName, LPCTSTR strContent) 
功能 设定条码内容。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PCTSTR szContent: 条码内容。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BarcodeContent 
函式型态 long GetBarcodeContent(LPCTSTR strName, BSTR* pstrBarcode) 
功能 取得条码内容。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 

BSTR* pstrBarcode: 传回条码内容 (字串长度建议大于 256 位元组)。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ort 
函式型态 long Sort(LPCTSTR strRoot, long iLevel, double dSeedX, double dSeedY, long nOption) 
功能 将指定物件中的图形作排序。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Root: 指定物件的名称。 

long iLevel: 排序深度, 定义如下: 
   0: 仅对物件本身的图形作排序。 
   -1: 对物件内的子物件一并作排序。 
double dSeedX: 排序起点的 X 座标。 
double dSeedY: 排序起点的 Y 座标。 
long nOption: 特殊选项, 定义如下: 
   0: 最短距离。 
   1: 水平优先, 需要加上分区数目(乘 256), 是否反向排列(乘 65536)。 
   2: 垂直优先, 需要加上分区数目(乘 256), 是否反向排列(乘 65536)。 
   3: 顺序反置。 
注意: 分区数目范围为 4~256, 反向排列为(1: 开启, 0: 关闭)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RunMarkingMate 
函式型态 long RunMarkingMate(LPCTSTR lpFile, long bEditMode) 
功能 直接进入 MarkingMate。 
输入参数 LPCTSTR lpFile: 指定档案的完整路径。 

long bEditMode: 定义如下: 
   1: 进入编辑模式(无法打标)。 
   0: 进入正常模式(可以打标)。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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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头系统 
函式名称 SetCurrentHead 
函式型态 long SetCurrentHead(long lHeadID) 
功能 设定目前的 GalvoHead 代码。 

注意: 此函式在 V2.6 以上才可正常使用。 

输入参数 long lHeadID: 指定 GalvoHead 代码, 定义如下: 
   1: 第一个 GalvoHead。 
   2: 第二个 GalvoHead。 
   3: 两个 GalvoHead 并用。 
   其他: 无定义。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tMatrix2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2(double dXOffset, double dYOffset, double dAngle) 
功能 当执行雕刻时，整体图面会依据所设之角度值旋转及位移，但不会修改到所有物件资料。 

在没有重新设定之前，资料库的位移及旋转角度值不变。 
注意: 此函式在 V2.6 以上才可正常使用。 

输入参数 double dXOffset: X 轴的平移量 [公厘]。 
double dYOffset: Y 轴的平移量 [公厘]。 
double dAngle: 旋转角度 [度]。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事件说明 
事件名称 IdentObject 
事件型态 IdentObject(BSTR* pstrName) 
事件时机 滑鼠点击在视窗范围内，传回该点所在的物件名称。 
事件参数 BSTR* pstrName: 传回该点所在的物件名称 (字串长度建议大于 64 位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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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Edit.ocx 
函式说明 
初始化与关闭 
函式名称 Initial 
函式型态 long Initial() 
功能 初始化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在呼叫 MMMark.ocx 的 Initial()后,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初始化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Finish 
函式型态 long Finish() 
功能 关闭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在呼叫 MMMark.ocx 的 Finish()前,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关闭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物件编辑 
函式名称 AddRect 
函式型态 long AddRect(double dL, double dT, double dR, double dB, double dRound, 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ew) 
功能 新增一个矩形。 
输入参数 double dL: 矩形的左边界 [公厘]。 

double dT: 矩形的上边界 [公厘]。 
double dR: 矩形的右边界 [公厘]。 
double dB: 矩形的下边界 [公厘]。 
double dRound: 矩形圆角的半径 [公厘]。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加到目前图层下)。 
                  目前支援矩阵物件的图层名, 格式为 M#B 
              M:代表矩阵物件的名称 
              B: 图层代码(由 1 开始)  
              #: 分隔字元 
LPCTSTR strNew: 指定物件的新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Arc 
函式型态 long AddArc(double dSX, double dSY, double dEX, double dEY, double dRadius, long lCCW, 

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ew) 
功能 新增一个圆弧。 

注意: 半径为正值，则代表小于等于 180 度的圆弧; 而半径为负值，则代表大于 180 度的圆弧; 其他没有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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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double dSX: 圆弧起点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SY: 圆弧起点的 Y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EX: 圆弧终点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EY: 圆弧终点的 Y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Radius: 圆弧半径 [公厘]。 
long lCCW: 设定圆弧的方向，定义如下: 
    1: 逆时针方向。 
   0: 顺时针方向。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加到目前图层下)。 
                  目前支援矩阵物件的图层名, 格式为 M#B 
              M:代表矩阵物件的名称 
              B: 图层代码(由 1 开始)  
              #: 分隔字元 
LPCTSTR strNew: 指定物件的新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Circle 
函式型态 long AddCircle(double dCX, double dCY, double dRadius, 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ew) 
功能 新增一个圆。 

注意: 半径必须大于 0。 

输入参数 double dCX: 圆心的 X 轴座标[公厘]。 
double dCY: 圆心的 Y 轴座标[公厘]。 
double dRadius: 圆半径 [公厘]。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加到目前图层下)。 
                  目前支援矩阵物件的图层名, 格式为 M#B 
              M:代表矩阵物件的名称 
              B: 图层代码(由 1 开始)  
              #: 分隔字元 
LPCTSTR strNew: 指定物件的新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Dot 
函式型态 long AddDot(double dX, double dY, 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ew) 
功能 新增一个点。 
输入参数 double dX: 点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Y: 点的 Y 轴座标 [公厘]。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加到目前图层下)。 
                  目前支援矩阵物件的图层名, 格式为 M#B 
              M:代表矩阵物件的名称 
              B: 图层代码(由 1 开始)  
              #: 分隔字元 
LPCTSTR strNew: 指定物件的新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Line 
函式型态 long AddLine(double dX1, double dY1, double dX2, double dY2, 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ew) 
功能 新增一个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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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double dX1: 直线起点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Y1: 直线起点的 Y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X2: 直线终点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Y2: 直线终点的 Y 轴座标 [公厘]。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加到目前图层下)。 
                  目前支援矩阵物件的图层名, 格式为 M#B 
              M:代表矩阵物件的名称 
              B: 图层代码(由 1 开始)  
              #: 分隔字元 
LPCTSTR strNew: 指定物件的新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Matrix 
函式型态 long AddMatrix(double dCX, double dCY, long lRow, long lCol, double dRowPitch, double 

dColPitch, 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ew) 
功能 新增一个矩阵。 
输入参数 double dCX: 矩阵中心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Y: 矩阵中心的 Y 轴座标 [公厘]。 
long lRow: 矩阵列数 (必须大于 0)。 
long lCol: 矩阵行数 (必须大于 0)。 
double dRowPitch: 矩阵列间距 [公厘]。 
double dColPitch: 矩阵行间距 [公厘]。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加到目前图层下)。 
LPCTSTR strNew: 指定物件的新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Group 
函式型态 long AddGroup(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ew) 
功能 新增一个群组。 

注意: 新增群组后，才能在此群组中新增图形。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加到目前图层下)。 
                  目前支援矩阵物件的图层名, 格式为 M#B 
              M:代表矩阵物件的名称 
              B: 图层代码(由 1 开始)  
              #: 分隔字元 
LPCTSTR strNew: 指定群组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范例 目的: 产生一个群组, 并加入两个圆形。 

程式码:  
  char strGroup[] = “G1”;  //设定群组名称 
  AddGroup(“”, strGroup); //产生一个群组 
  AddCircle(-10., -10., 5., strGroup, “C1”); //加入第一个圆形 
  AddCircle(10., 10., 5., strGroup, “C2”); //加入第二个圆形 

 

函式名称 AddArrayCopy 
函式型态 long AddArrayCopy(LPCTSTR szCell, double dCX, double dCY, long lRow, long lCol, double 

dRowPitch, double dColPitch, long lMode, long lGroupRow, long lGroupCol, double 
dGroupRowPitch, double dGroupColPitch, 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ew) 

功能 依照所设定的图元，行数，列数，行间距以及列间距，在资料库中进行阵列复制，得到一个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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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zCell: 欲作复阵列制的图元名称。 
double dCX: 阵列中心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Y: 阵列中心的 Y 轴座标 [公厘]。 
long lRow: 阵列列数 (必须大于 0)。 
long lCol: 阵列行数 (必须大于 0)。 
double dRowPitch: 阵列列间距 [公厘]。 
double dColPitch: 阵列行间距 [公厘]。 
long lMode: 复制模式，定义如下: 
   0: X 双向。 
   1: Y 双向。 
   2: X 单向。 
   3: Y 单向。 
long lGroupRow: 群组列总数 (若小于 1，则没有作用)。 
long lGroupCol: 群组行总数 (若小于 1，则没有作用)。 
double dGroupRowPitch: 群组列间距 [公厘]。 
double dGroupColPitch: 群组行间距 [公厘]。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加到目前图层下)。 
                  目前支援矩阵物件的图层名, 格式为 M#B 
              M:代表矩阵物件的名称 
              B: 图层代码(由 1 开始)  
              #: 分隔字元 
LPCTSTR strNew: 指定物件的新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PolyLineStart 
函式型态 long AddPolyLineStart(double dStartX, double dStartY, 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ew) 
功能 新增一个曲线(开始点)。 

注意: 必须要使用 AddPolyLineEnd 来结束曲线, 否则之后新增的物件可能会有不可预期的错误。 

输入参数 double dStartX: 起点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StartY: 起点的 Y 轴座标 [公厘]。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加到目前图层下)。 
                  目前支援矩阵物件的图层名, 格式为 M#B 
              M:代表矩阵物件的名称 
              B: 图层代码(由 1 开始)  
              #: 分隔字元 
LPCTSTR strNew: 指定物件的新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PolyLineEnd 
函式型态 long AddPolyLineEnd(long lClose) 
功能 新增一个曲线(结束)。 

注意: 使用 AddPolyLineStart 新增曲线后, 用此函式结束曲线。 

输入参数 long lClose: 曲线是否自动封闭: 
1: 自动封闭, 
0: 不自动封闭。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PolyLineLine 
函式型态 long AddPolyLineLine(double dCurX, double dCurY) 
功能 新增一个曲线(直线段)。 

注意: 使用 AddPolyLineStart 新增曲线后, 用此函式定义直线。 

输入参数 double dCurX: 目前点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urY: 目前点的 Y 轴座标 [公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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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PolyLineArc 
函式型态 long AddPolyLineArc(double dCurX, double dCurY, double dCenterX, double dCenterY, long 

lCCW) 
功能 新增一个曲线(弧线段)。 

注意: 使用 AddPolyLineStart 新增曲线后, 用此函式定义弧。 

输入参数 double dCurX: 目前点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urY: 目前点的 Y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enterX: 弧心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enterY: 弧心的 Y 轴座标 [公厘]。 
long lCCW: 设定弧的方向，定义如下: 
    1: 逆时针方向。 
   0: 顺时针方向。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DeleteObject 
函式型态 long DeleteObject(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ame) 
功能 删除目标物件。 

群组名称如果是非空字串(“”)，则会到指定的群组中删除指定的物件; 反之则是到整个资料库搜寻

后，删除指定的物件。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到目前图层下)。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RenameObject 
函式型态 long RenameObject(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OrgName, LPCTSTR strNewName) 
功能 更名目标物件。 

群组名称如果是非空字串(“”)，则会到指定的群组中更名指定的物件; 反之则是到整个资料库搜寻

后，更名指定的物件。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到目前图层下)。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CombineObjects 
函式型态 long CombineObjects(LPCTSTR strObjList, LPCTSTR strParent, LPCTSTR strNew) 
功能 依所设定的图元名称串列，组合成一个新的图元。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ObjList: 组合的图元名称串列 (以分号[;]分隔)。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 0 或空字串(““)，即加到目前图层下)。 
LPCTSTR strNew: 指定物件的新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ReverseObject 
函式型态 long ReverseObject(LPCTSTR strName, long lOption) 
功能 将指定的图元作反转。(即将起点与终点对调)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图元名称。 

long lOption: 选项 (保留用)。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IsExist 
函式型态 long IsExist(LPCTSTR szName) 
功能 物件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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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物件存在; 0: 物件不存在。 
 

函式名称 GetCount 
函式型态 long GetCount () 
功能 取得物件总数。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物件总数。 

 

函式名称 GetChildObjectCount 
函式型态 long GetChildObjectCount (LPCTSTR strParent) 
功能 取得指定群组物件下一层的子物件数量。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空字串(““)或”root”，即返回图层总数)。
传回值 指定群组物件下一层的子物件数量。 

 

函式名称 GetChildObjectName 
函式型态 long GetChildObjectName (LPCTSTR strParent, long lIndex, BSTR* pszName) 
功能 取得指定群组物件底下某一个子物件的名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Parent: 指定群组或图层的名称 (可设定为空字串(““)或”root”，即返回符合搜寻条

件的图层)。 
lIndex: 图元的索引值(由 1 开始) 
pszName: 图元名称(传回用)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一般参数 
函式名称 GetName 
函式型态 long GetName(long lIndex, BSTR* pstrName) 
功能 取得指定物件索引值的名称。 
输入参数 long lIndex: 物件的索引值 (由 1 开始)。 

BSTR* pstrName: 传回物件名称 (字串长度建议大于 64 位元组)。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tFrameColor 
函式型态 long SetFrameColor(LPCTSTR strName, long lColor) 
功能 设定外框颜色。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Color: 外框的颜色。 

颜色的规格: 由 RGB 值构成，即为(R=0~255，G=0~255，B=0~255)。 
若要输入一颜色的值为(R=150，G=100，B=50)，则

lColor=150+100*256+50*256*256= 3302550。 
以下是常用的颜色: 
红色(R=255，G=0，B=0)，lColor=255。 
绿色(R=0，G=255，B=0)，lColor=65280。 
蓝色(R=0，G=0，B=255)，lColor=16711680。 
黑色(R=0，G=0，B=0)，lColor=0。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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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FrameColor 
函式型态 long GetFrameColor(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外框颜色。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外框的颜色。 

(注意: 颜色的规格，请参考 SetFrameColor()的说明)。 

 

函式名称 SetFillColor 
函式型态 long SetFillColor(LPCTSTR strName, long lColor) 
功能 设定填满颜色。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Color: 填满的颜色。 

颜色的规格: 由 RGB 值构成，即为(R=0~255，G=0~255，B=0~255)。 
若要输入一颜色的值为(R=150，G=100，B=50)，则

lColor=150+100*256+50*256*256= 3302550。 
以下是常用的颜色: 
红色(R=255，G=0，B=0)，lColor=255。 
绿色(R=0，G=255，B=0)，lColor=65280。 
蓝色(R=0，G=0，B=255)，lColor=16711680。 
黑色(R=0，G=0，B=0)，lColor=0。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illColor 
函式型态 long GetFillColor(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填满颜色。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填满颜色。 

(注意: 颜色的规格，请参考 SetFillColor()的说明)。 

 

函式名称 SetCloseFlag 
函式型态 long SetCloseFlag(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是否曲线封闭。 

注意: 仅用在曲线物件。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曲线是否封闭，定义如下: 
  1: 封闭。 
  0: 不封闭。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CloseFlag 
函式型态 long  GetCloseFlag(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指定物件是否曲线封闭。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为封闭，0 为不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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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SetCenter 
函式型态 long SetCenter(LPCTSTR strName, double dCX, double dCY) 
功能 设定指定物件的中心座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CX: 物件中心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Y: 物件中心的 Y 轴座标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CenterX 
函式型态 double GetCenterX(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指定物件中心的 X 轴座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物件中心的 X 轴座标 [公厘]。 

 

函式名称 GetCenterY 
函式型态 double GetCenterY(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指定物件中心的 Y 轴座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物件中心的 Y 轴座标 [公厘]。 

 

函式名称 SetDimension 
函式型态 long SetDimension(LPCTSTR strName, double dWidth, double dHeight) 
功能 设定指定物件的宽高。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Width: 物件的宽度 [公厘]。 
double dHeight: 物件的高度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Width 
函式型态 double GetWidt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指定物件的宽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物件的宽度 [公厘]。 

 

函式名称 GetHeight 
函式型态 double GetHeigh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指定物件的高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物件的高度 [公厘]。 

雕刻参数 
函式名称 SetMark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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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Pass(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 
功能 设定目标物件的加工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 加工次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Pass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rkPass (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目标物件的加工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加工次数。 

 
函式名称 SetPower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Power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double dPerc) 
功能 设定目标物件的雷射功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调整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double dPerc: 雷射功率[%], 范围是 0~100。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PowerExt 
函式型态 double GetPower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目标物件的雷射功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雷射功率 [%]。 

 

函式名称 SetSpeed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Speed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double dSpeed) 
功能 设定目标物件的雕刻速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调整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double dSpeed: 雕刻速度 [公厘/秒]，范围 0.1 以上。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SpeedExt 
函式型态 double GetSpeed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目标物件的雕刻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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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雕刻速度 [公厘/秒]。 
 

函式名称 SetFrequency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Frequency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double dKHz) 
功能 设定目标物件的雷射频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调整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double dKHz: 雷射频率 [kHz]，范围是 0 以上。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requencyExt 
函式型态 double GetFrequency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目标物件的雷射频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雷射频率 [kHz]。 

 

函式名称 SetMarkRepeat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Repeat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Count) 
功能 设定该次加工的雕刻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调整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long lCount: 雕刻次数。 

小于 1: 不雕刻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RepeatExt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Repeat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该次加工的雕刻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雕刻次数。 

 

函式名称 SetPulseWidth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PulseWidth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double dPulseWidth) 
功能 设定 Yag 雷射的脉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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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调整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double dPulseWidth: Yag 雷射的脉宽 [微秒]。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PulseWidthExt 
函式型态 double GetPulseWidth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 Yag 雷射的脉宽。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Yag 雷射的脉宽 [微秒]。 

 

函式名称 SetWobbleSwitch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WobbleSwitch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On) 
功能 设定目标物件的螺旋功能是否开启。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调整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long lOn: 设定物件是否开启螺旋功能，定义如下: 
  1: 开启。 
  0: 关闭。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tWobble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Wobble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double dThick, long lFreq) 
功能 设定目标物件，其螺旋功能的宽度以及频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调整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double dThick: 螺旋宽度 [公厘]。 
long lFreq: 螺旋频率 [Hz]。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WobbleSwitchExt 
函式型态 long GetWobbleSwitch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目标物件的螺旋功能是否开启。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1 为开启，0 为关闭。 

 

函式名称 GetWobbleThickExt 
函式型态 double GetWobbleThick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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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取得目标物件的螺旋宽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螺旋宽度 [公厘]。 

 

函式名称 GetWobbleFreqExt 
函式型态 long GetWobbleFreq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设定目标物件的螺旋频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螺旋频率 [Hz]。 

 

函式名称 SetCWMode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CWMode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On) 
功能 设定连续波模式。 

注意: 此函式需驱动程式支援且 V2.5C 以上。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调整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long lOn: 连续波模式。 

1: 启动连续波模式， 
0: 关闭连续波模式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CWModeExt 
函式型态 long GetCWMode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连续波模式。 

注意: 此函式需驱动程式支援且 V2.5C 以上。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连续波模式。 
 

函式名称 SetWaveFormNumber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WaveFormNumber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WaveForm) 
功能 设定波形编号。 

注意: 此函式需驱动程式支援且 V2.5C-30 以上。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调整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long lWaveForm: 波形编号。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WaveFormNumberExt 
函式型态 long GetWaveFormNumber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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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取得波形编号。 
注意: 此函式需驱动程式支援且 V2.5C-30 以上。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波形编号。 

 

延迟参数 
 

函式名称 SetSpotDelay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SpotDelay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Delay) 
功能 设定点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调整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long lDelay: 点延迟时间 [微秒]。(必须大于等于 0) 
注意事项: 设定点延迟时间会影响点雕刻发数的数值，所以请不要同时使用 SetSpotDelayExt 和
SetSpotShotExt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SpotDelayExt 
函式型态 long GetSpotDelay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点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点延迟时间 [微秒]。 

 

函式名称 SetSpotShot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SpotShot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Shot) 
功能 设定点雕刻发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给 0 或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调整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long lShot: 点雕刻发数 [发]。(必须大于 0) 
注意事项: 设定点雕刻发数会影响点延迟时间的数值，所以请不要同时使用 SetSpotDelayExt 和
SetSpotShotExt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SpotShotExt 
函式型态 long GetSpotShot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点雕刻发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若是给 0 或空字串(““)，则是代表系统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 范围是 1~5。 
传回值 点雕刻发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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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满参数 
函式名称 SetFillSwi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FillSwitch(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填满是否开启。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物件是否填满，定义如下: 
  1: 开启。 
  0: 关闭。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illSwitch 
函式型态 long GetFillSwitc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指定物件填满是否开启。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的名称。 
传回值 1 为开启，0 为关闭。 

 

函式名称 SetFillBorder 
函式型态 long  SetFillBorder(LPCTSTR strName, double dBorder) 
功能 设定填满的边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Border: 填满的边距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illBorder 
函式型态 double  GetFillBorder(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填满的边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填满的边距 [公厘]。 

 

函式名称 SetFillPi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FillPitch(LPCTSTR strName, double dPitch) 
功能 设定填满的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Pitch: 填满的间距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illP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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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型态 double GetFillPitc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填满的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填满的间距 [公厘]。 

 

函式名称 SetFillTimes 
函式型态 long SetFillTimes(LPCTSTR strName, long lTimes) 
功能 设定填满的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Times: 填满的次数 (若小于 1 则不填满)。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illTimes 
函式型态 long GetFillTimes(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填满的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填满的次数。 

 

函式名称 SetFillStartAngle 
函式型态 long SetFillStartAngle(LPCTSTR strName, double dAngle) 
功能 设定填满的起始角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Angle: 填满的起始角度 [度]，范围 0~360。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illStartAngle 
函式型态 double GetFillStartAngl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填满的起始角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填满的起始角度 [度]，范围 0~360。 

 

函式名称 SetFillStepAngle 
函式型态 long SetFillStepAngle(LPCTSTR strName, double dAngle) 
功能 设定填满的累进角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Angle: 填满的累进角度 [度]，范围 0~360。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illStep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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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型态 double GetFillStepAngl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填满的累进角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填满的累进角度 [度]，范围 0~360。 

 

函式名称 SetFillTwoway 
函式型态 long SetFillTwoway(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填满是否使用双向。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填满是否使用双向，定义如下: 
  1: 开启。 
  0: 关闭。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illTwoway 
函式型态 long GetFillTwoway(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填满是否使用双向。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开启，0: 关闭。 

 

函式名称 SetFillStyle 
函式型态 long SetFillStyle(LPCTSTR strName, long lStyle) 
功能 设定填满方式。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Style: 设定填满方式，定义如下: 
  0:  
  1:  
  2:  
  3:  
  4: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illStyle 
函式型态 long GetFillStyle (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填满方式。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填满方式。 

 

函式名称 SetFillLoop 
函式型态 long SetFillLoop(LPCTSTR strName, long lLoop) 
功能 设定填满的内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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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Loop: 设定填满的内圈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illLoop 
函式型态 long GetFillLoop (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填满的内圈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填满的内圈数。 

 

函式名称 SetFrameSwi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FrameSwitch(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On) 
功能 设定填满是否开启。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设定哪一次加工的参数，范围是 1~5。 
long lOn: 设定物件是否填满，定义如下: 
  1: 开启。 
  0: 关闭。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rameSwitch 
函式型态 long GetFrameSwitch(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指定物件填满是否开启。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的名称。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范围是 1~5。 
传回值 1 为开启，0 为关闭。 

 

函式名称 SetFillSwitch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FillSwitch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On) 
功能 设定在某次加工中填满是否开启。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设定哪一次加工的参数，范围是 1~5。 
long lOn: 设定物件是否填满，定义如下: 
  1: 开启。 
  0: 关闭。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illSwitchExt 
函式型态 long GetFillSwitch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指定物件在某次加工中填满是否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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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的名称。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范围是 1~5。 

传回值 1 为开启，0 为关闭。 
 

函式名称 SetFrameSwitch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FrameSwitch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On) 
功能 设定外框是否开启。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设定哪一次加工的参数，范围是 1~5。 
long lOn: 设定物件是否外框，定义如下: 
  1: 开启。 
  0: 关闭。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rameSwitchExt 
函式型态 long GetFrameSwitch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指定物件外框是否开启。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的名称。 

long lPassIndex: 指定要取得哪一次加工的参数，范围是 1~5。 
传回值 1 为开启，0 为关闭。 

 

文字参数 
函式名称 SetTextArrange 
函式型态 long SetTextArrange(LPCTSTR strName, long lArrange) 
功能 设定文字排列方向。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Arrange: 文字排列方向，定义如下: 
   0: 水平排列。 
   1: 垂直排列。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TextArrange 
函式型态 long SetTextArrang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文字排列方向。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文字排列方向。 

(注意: 数值，请参考 SetTextArrange()的说明)。 

 

函式名称 SetTextAlign 
函式型态 long SetTextAlign(LPCTSTR strName, long lAlign) 
功能 设定文字对齐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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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Align: 文字对齐方向，定义如下: 
   0: 预设方式 (与 1 相同)。 
   1: 靠左 (水平)。 
   2: 靠中 (水平或垂直)。 
   3: 靠右 (水平)。 
   4: 靠上 (垂直)。 
   5: 靠下 (垂直)。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TextAlign 
函式型态 long GetTextAlign(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文字对齐方向。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文字对齐方向。 

(注意: 数值，请参考 SetTextAlign()的说明)。 

 

函式名称 SetTextWelding 
函式型态 long SetTextWelding(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文字是否为中空文字。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是否为中空文字，定义如下: 
  1: 开启。 
  0: 关闭。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TextWelding 
函式型态 long GetTextWelding(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取得文字是否为中空文字。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开启，0: 关闭。 

 

函式名称 SetTextInvert 
函式型态 long SetTextInvert(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文字是否为阴阳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是否为阴阳刻，定义如下: 
  1: 开启。 
  0: 关闭。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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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TextInvert 
函式型态 long GetTextInver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文字是否为阴阳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开启，0: 关闭。 

 

函式名称 SetTextInvertBox 
函式型态 long SetTextInvertBox(LPCTSTR strName, double dL, double dT, double dR, double dB) 
功能 设定文字阴阳刻的范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L: 范围左边界 [公厘]。 
double dT: 范围上边界 [公厘]。 
double dR: 范围右边界 [公厘]。 
double dB: 范围下边界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TextInvertLeft 
函式型态 double GetTextInvertLef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文字阴阳刻范围左边界。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范围左边界 [公厘]。 

 

函式名称 GetTextInvertTop 
函式型态 double GetTextInvertTop(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文字阴阳刻范围上边界。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范围上边界 [公厘]。 

 

函式名称 GetTextInvertRight 
函式型态 double GetTextInvertRigh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文字阴阳刻范围右边界。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范围右边界 [公厘]。 

 

函式名称 GetTextInvertBottom 
函式型态 double GetTextInvertBottom(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文字阴阳刻范围下边界。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范围下边界 [公厘]。 

圆弧文字参数 
函式名称 SetArcTextCenter 
函式型态 long SetArcTextCenter(LPCTSTR strName, double dCX, double dCY) 
功能 设定圆弧文字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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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CX: 圆弧文字中心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Y: 圆弧文字中心的 Y 轴座标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cTextCenterX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cTextCenterX(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弧文字中心的 X 轴座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圆弧文字中心的 X 轴座标 [公厘]。 

 

函式名称 GetArcTextCenterY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cTextCenterY(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弧文字中心的 Y 轴座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圆弧文字中心的 Y 轴座标 [公厘]。 

 

函式名称 SetArcTextRadius 
函式型态 long SetArcTextRadius(LPCTSTR strName, double dRadius) 
功能 设定圆弧文字的圆弧半径。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Radius: 圆弧文字的圆弧半径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cTextRadius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cTextRadius(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弧文字的圆弧半径。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圆弧文字的圆弧半径 [公厘]。 

 

函式名称 SetArcTextShowArc 
函式型态 long SetArcTextShowArc(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圆弧文字是否显示圆弧。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是否显示圆弧，定义如下: 
  1: 显示。 
  0: 不显示。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cTextShow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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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型态 long SetArcTextShowArc(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弧文字是否显示圆弧。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显示，0: 不显示。 

 

函式名称 SetArcTextSameRadius 
函式型态 long SetArcTextSameRadius(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圆弧文字是否等半径。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是否等半径，定义如下: 
  1: 等半径。 
  0: 不等半径。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cTextSameRadius 
函式型态 long GetArcTextSameRadius(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弧文字是否等半径。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等半径，0: 不等半径。 

 

函式名称 SetArcTextPos 
函式型态 long SetArcTextPos(LPCTSTR strName, long lType) 
功能 设定圆弧文字的文字位置。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Type: 设定文字位置，定义如下: 
    0: 0 度。 
   1: 90 度。 
   2: 180 度。 
   3: 270 度。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cTextPos 
函式型态 long Get ArcTextPos(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弧文字的文字位置。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文字位置。 

(注意: 数值，请参考 SetArcTextPos()的说明)。 

 

函式名称 SetArcTextHorzOffset 
函式型态 long SetArcTextHorzOffset(LPCTSTR strName, double dOffset) 
功能 设定圆弧文字的线上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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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Offset: 线上位移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tArcTextHorzOffset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cTextHorzOffse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弧文字的线上位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线上位移 [公厘]。 

 

函式名称 SetArcTextBaselineOffset 
函式型态 long SetArcTextBaselineOffset(LPCTSTR strName, double dOffset) 
功能 设定圆弧文字的基准线距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Offset: 基准线距离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cTextBaselineOffset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cTextBaselineOffse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弧文字的基准线距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基准线距离 [公厘]。 

 

函式名称 SetArcTextCloseToBaseline 
函式型态 long SetArcTextCloseToBaseline(LPCTSTR strName, long lType) 
功能 设定圆弧文字的接近基准线方式。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Type: 设定接近基准线方式，定义如下: 
    0: 预设 (与 2 相同)。 
   1: 文字上端。 
   2: 文字下端。 
   3: 文字中心。 
   4: 文字范围上端。 
   5: 文字范围下端。 
   6: 文字范围中心。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cTextCloseToBaseline 
函式型态 long GetArcTextCloseToBaselin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弧文字的接近基准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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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接近基准线方式。 

(注意: 数值，请参考 SetArcTextCloseToBaseline()的说明)。 

 

函式名称 SetArcTextReverse 
函式型态 long SetArcTextReverse(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圆弧文字是否反向排列。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是否反向排列，定义如下: 
  1: 反向排列。 
  0: 正向排列。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cTextReverse 
函式型态 long SetArcTextRevers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弧文字是否反向排列。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反向排列，0: 正向排列。 

字型参数 
函式名称 SetFontName 
函式型态 long SetFontName(LPCTSTR strName, LPCTSTR strFont) 
功能 设定字型名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PCTSTR strFont: 字型的名称。 

字型类别: 
A. Windows 已安装的字型名称，请输入 TTF 字型名称。 
B. MarkingMate 所安装的单线体字型，请输入字型档档名 (包含附档名)。 

(目前支援的单线体字型有 SHX (.fon) 与 FNT (.fnt) 两种)。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ontName 
函式型态 long GetFontName(LPCTSTR strName, BSTR* pstrFont) 
功能 取得字型名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BSTR* pstrFont: 传回字型名称 (字串长度建议大于 64 位元组)。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tFontStyle 
函式型态 long SetFontStyle(LPCTSTR strName, long lStyle) 
功能 设定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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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Style: 设定字体，定义如下: 
    0: 正常。 
   1: 粗体。 
   2: 斜体。 
   3: 粗斜体。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ontStyle 
函式型态 long SetFontStyl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字体。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字体。 

(注意: 数值，请参考 SetFontStyle()的说明)。 

 

函式名称 SetFontSize 
函式型态 long SetFontSize(LPCTSTR strName, double dSize) 
功能 设定字型大小。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Size: 字型大小 (必须大于 0)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ontSize 
函式型态 double GetFontSiz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字型大小。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字型大小 (必须大于 0) [公厘]。 

 

函式名称 SetFontOblique 
函式型态 long SetFontOblique(LPCTSTR strName, double dOblique) 
功能 设定字型的倾斜角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Oblique: 倾斜角度 [度]。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ontOblique 
函式型态 double GetFontObliqu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字型的倾斜角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倾斜角度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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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SetFontCharPi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FontCharPitch(LPCTSTR strName, double dPitch) 
功能 设定字型的字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Pitch: 字距 (字型大小的百分比) [%]。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ontCharPitch 
函式型态 double GetFontCharPitc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字型的字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字距 (字型大小的百分比) [%]。 

 

函式名称 SetFontLinePi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FontLinePitch(LPCTSTR strName, double dPitch) 
功能 设定字型的行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Pitch: 行距 (字型大小的百分比) [%]。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FontLinePitch 
函式型态 double SetFontLinePitc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字型的行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行距 (字型大小的百分比) [%]。 

条码参数 
函式名称 SetBarcodeType 
函式型态 long SetBarcodeType(LPCTSTR strName, long lType) 
功能 设定条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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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Type: 设定条码类型，定义如下: 
   2: Code 39 (1 维条码)。 
  3: Code 128 (1 维条码)。 
  4: Code 93 (1 维条码)。 
  5: Codabar (1 维条码)。 
  6: ITF (1 维条码)。 
  7: MSI (1 维条码)。 
  8: Postnet (1 维条码)。 
  9: UPCA (1 维条码)。 
  10: UPCE (1 维条码)。 
  11: EAN-8 (1 维条码)。 
  12: EAN-13 (1 维条码)。 
  13: UCC-128 (1 维条码)。 
  14: EAN-128 (1 维条码)。 
  15: FIM (1 维条码)。 
  16: Code 25 (1 维条码)。 
  17: ITF 25 (1 维条码)。 
  30: Code 128A (1 维条码)。 
  31: Code 128B (1 维条码)。 
  32: Code 128C (1 维条码)。 
  20: ECC 140 (2 维条码)。 
  21: ECC 200 (2 维条码)。 
  22: PDF 417 (2 维条码)。 
  23: QR Code (2 维条码)。 
  24: Maxi Code (2 维条码)。 
  33: PDF 417 Truncated (2 维条码)。 
  34: Micro PDF 417 (2 维条码)。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BarcodeType 
函式型态 long GetBarcodeTyp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条码形式。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条码形式。 

(注意: 数值，请参考 SetBarcodeType()的说明)。 

 

函式名称 SetBarcodeInvert 
函式型态 long SetBarcodeInvert(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条码是否反相雕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是否反相雕刻，定义如下: 
  1: 反相雕刻。 
  0: 正常雕刻。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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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BarcodeInvert 
函式型态 long GetBarcodeInver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条码是否反相雕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反相雕刻，0: 正常雕刻。 

 

函式名称 SetBarcodeShowText 
函式型态 long SetBarcodeShowText(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条码是否显示文字。 

注意: 一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是否显示文字，定义如下: 
  1: 显示。 
  0: 不显示。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BarcodeShowText 
函式型态 long GetBarcodeShowTex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条码是否显示文字。 

注意: 一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显示，0: 不显示。 

 

函式名称 SetBarcodeCheckDigit 
函式型态 long SetBarcodeCheckDigit(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条码是否有检查码。 

注意: 一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是否有检查码，定义如下: 
  1: 有检查码。 
  0: 无检查码。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BarcodeCheckDigit 
函式型态 long GetBarcodeCheckDigi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条码是否有检查码。 

注意: 一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有检查码，0: 无检查码。 

 

函式名称 SetBarcodeWidthRatio 
函式型态 long SetBarcodeWidthRatio(LPCTSTR strName, double d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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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设定条码宽窄比。 
注意: 一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Ratio: 宽窄比。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BarcodeWidthRatio 
函式型态 double GetBarcodeWidthRatio(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条码宽窄比。 

注意: 一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条码宽窄比。 

 

函式名称 SetBarcodeQuietZone 
函式型态 long SetBarcodeQuietZone(LPCTSTR strName, double dQuiet) 
功能 设定条码边距。 

注意: 一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Quiet: 条码边距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BarcodeQuietZone 
函式型态 double GetBarcodeQuietZon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条码边距。 

注意: 一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条码边距 [公厘]。 

 

函式名称 SetBarcodeHorzMark 
函式型态 long SetBarcodeHorzMark(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条码是否反相水平雕刻。 

注意: 一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是否反相水平雕刻，定义如下: 
  1: 开启。 
  0: 关闭。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BarcodeHorzMark 
函式型态 long GetBarcodeHorzMark(LPCTSTR st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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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设定条码是否反相水平雕刻。 
注意: 一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开启，0: 关闭。 

 

函式名称 SetBarcodeMarkParam 
函式型态 long SetBarcodeMarkParam(LPCTSTR strName, double dA, double dB) 
功能 设定条码雕刻参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A: 条码边距 [公厘]。 
double dB: 条码光径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BarcodeMarkParamA 
函式型态 double GetBarcodeMarkParamA(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条码边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条码边距 [公厘]。 

 

函式名称 GetBarcodeMarkParamB 
函式型态 double GetBarcodeMarkParamB(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条码光径。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条码光径 [公厘]。 

 

函式名称 SetBarcodeMarkStyle 
函式型态 long SetBarcodeMarkStyle(LPCTSTR strName, long lStyle) 
功能 设定条码雕刻模式。 

注意: 二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Style: 设定雕刻模式，定义如下: 
    1: 点。 
   2: 整数点。 
   3: 矩形。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BarcodeMarkStyle 
函式型态 long GetBarcodeMarkStyl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条码雕刻模式。 

注意: 二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条码雕刻模式。 

(注意: 数值，请参考 SetBarcodeMarkStyle()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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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SetBarcodeSpotSize 
函式型态 long SetBarcodeSpotSize(LPCTSTR strName, double dSize) 
功能 设定条码点大小。 

注意: 二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Size: 条码点大小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BarcodeSpotSize 
函式型态 double GetBarcodeSpotSiz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条码点大小。 

注意: 二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条码点大小 [公厘]。 

 

函式名称 SetBarcodeSpotDelay 
函式型态 long SetBarcodeSpot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Delay) 
功能 设定条码点延迟时间。 

注意: 二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Delay: 条码点延迟时间 [微秒]。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BarcodeSpotDelay 
函式型态 long GetBarcodeSpotDelay(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条码点延迟时间。 

注意: 二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条码点延迟时间 [微秒]。 

 

函式名称 SetBarcodePolyDelay 
函式型态 long SetBarcodePoly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Delay) 
功能 设定条码转角延迟时间。 

注意: 二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Delay: 条码转角延迟时间 [微秒]。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BarcodePolyDelay 
函式型态 long GetBarcodePolyDelay(LPCTSTR st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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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取得条码转角延迟时间。 
注意: 二维条码专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条码转角延迟时间 [微秒]。 

矩阵参数 
函式名称 SetMatrixRow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Row(LPCTSTR strName, long lRow) 
功能 设定矩阵的总列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Row: 总列数 (必须大于 0)。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Row 
函式型态 long GetMatrixRow(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总列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总列数。 

 

函式名称 SetMatrixRowPi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RowPitch(LPCTSTR strName, double dPitch) 
功能 设定矩阵的列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Pitch: 列间距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RowPitch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trixRowPitc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列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列间距 [公厘]。 

 

函式名称 SetMatrixCol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Col(LPCTSTR strName, long lCol) 
功能 设定矩阵的总行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Col: 总行数 (必须大于 0)。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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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MatrixCol 
函式型态 long GetMatrixCol(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总行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总行数。 

 

函式名称 SetMatrixColPi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ColPitch(LPCTSTR strName, double dPitch) 
功能 设定矩阵的行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Pitch: 行间距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ColPitch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trixColPitc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行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行间距 [公厘]。 

 

函式名称 SetMatrixGroupRow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GroupRow(LPCTSTR strName, long lRow) 
功能 设定矩阵的列分群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Row: 列分群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GroupRow 
函式型态 long GetMatrixGroupRow(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列分群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列分群数。 

 

函式名称 SetMatrixGroupRowPi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GroupRowPitch(LPCTSTR strName, double dPitch) 
功能 设定矩阵的列分群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Pitch: 列分群间距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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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MatrixGroupRowPitch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trixGroupRowPitc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列分群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列分群间距 [公厘]。 

 

函式名称 SetMatrixGroupCol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GroupCol(LPCTSTR strName, long lCol) 
功能 设定矩阵的行分群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Col: 行分群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GroupCol 
函式型态 long GetMatrixGroupCol(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行分群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行分群数。 

 

函式名称 SetMatrixGroupColPi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GroupColPitch(LPCTSTR strName, double dPitch) 
功能 设定矩阵的行分群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Pitch: 行分群间距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GroupColPitch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trixGroupColPitc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行分群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行分群间距 [公厘]。 

 

函式名称 SetMatrixMaxBin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MaxBin(LPCTSTR strName, long lBin) 
功能 设定矩阵的最大图层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Bin: 最大图层数 (必须大于 0)。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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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MatrixMaxBin 
函式型态 long GetMatrixMaxBin(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最大图层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最大图层数。 

 

函式名称 SetMatrixMa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Match(LPCTSTR strName, LPCTSTR szMatch) 
功能 设定矩阵的雕刻序列字串。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PCTSTR szMatch: 雕刻序列字串。 

以一个 2*2 的矩阵来说，内容的每个单元(Cell)的排列，会是 1.左下、2.右下、3.
左上、4.右上。若要让左下以及左上的单元，不进行雕刻的话，则可以输入”0101”
字串，其中第一个以及第三个字元的 0，代表左下以及左上不雕刻。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Match 
函式型态 long GetMatrixMatch(LPCTSTR strName, BSTR* pstrMatch) 
功能 取得矩阵的雕刻序列字串。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BSTR* pstrMatch: 传回雕刻序列字串 (字串长度建议与矩阵内单元数相等)。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tMatrixDir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Dir(LPCTSTR strName, long lDir) 
功能 设定矩阵的复制方向。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Dir: 设定复制方向，定义如下: 
  0: X 双向。 
  1: Y 双向。 
  2: X 单向。 
  3: Y 单向。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Dir 
函式型态 long GetMatrixDir(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复制方向。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复制方向。 

(注意: 数值，请参考 SetMatrixDir()的说明)。 

 

函式名称 SetMatrixFrameBorder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FrameBorder(LPCTSTR strName, double dX, double dY) 
功能 设定矩阵的外框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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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X: 外框水平边距 [公厘]。 
double dY: 外框垂直边距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FrameBorderX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trixFrameBorderX(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外框水平边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外框水平边距 [公厘]。 

 

函式名称 GetMatrixFrameBorderY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trixFrameBorderY(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外框垂直边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外框垂直边距 [公厘]。 

 

函式名称 SetMatrixCellSize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CellSize(LPCTSTR strName, double dX, double dY) 
功能 设定矩阵的单元(Cell)大小。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X: 单元(Cell)的宽度 [公厘]。 
double dY: 单元(Cell)的高度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CellWidth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trixCellWidt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单元(Cell)的宽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单元(Cell)的宽度 [公厘]。 

 

函式名称 GetMatrixCellHeight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trixCellHeigh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单元(Cell)的高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单元(Cell)的高度 [公厘]。 

 

函式名称 SetMatrixInterleave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Interleave(LPCTSTR strName, double dRow, double dCol) 
功能 设定矩阵的缩排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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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Row: 列缩排位移 [公厘]。 
double dCol: 行缩排位移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InterleaveRow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trixInterleaveRow(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列缩排位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列缩排位移 [公厘]。 

 

函式名称 GetMatrixInterleaveCol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trixInterleaveCol(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行缩排位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行缩排位移 [公厘]。 

 

函式名称 SetMatrixCellActiveBin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CellActiveBin(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LPCTSTR strBin) 
功能 设定矩阵的单元(Cell)的目前图层。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Cell: 单元(Cell)的编号。 
LPCTSTR strBin: 单元(Cell)所要启动的图层。 

当目前有两个图层，若要设定目标单元(Cell)启动第一个 Bin 而不启动第二个，则可

输入”10”字串。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CellActiveBin 
函式型态 long GetMatrixCellActiveBin(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BSTR* pstrBin) 
功能 取得矩阵的指定单元(Cell)的目前图层。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long lCell: 指定单元(Cell)的编号。 
BSTR* pstrBin: 传回单元(Cell)启动的图层 (字串长度建议与最大图层数相同)。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tMatrixCellMa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CellMatch(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long lOn) 
功能 设定矩阵的指定单元(Cell)是否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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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Cell: 指定单元(Cell)的编号。 
long lOn: 设定是否雕刻，定义如下: 
  1: 雕刻。 
  0: 不雕刻。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CellMatch 
函式型态 long GetMatrixCellMatch(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功能 取得矩阵的指定单元(Cell)是否雕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long lCell: 指定单元(Cell)的编号。 

传回值 1: 雕刻，0: 不雕刻。 
 

函式名称 SetMatrixCellOffset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CellOffset(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double dX, double dY) 
功能 设定矩阵的单元(Cell)的位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Cell: 单元(Cell)的编号。 
double dX: X 轴位移 [公厘]。 
double dY: Y 轴位移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CellOffsetX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trixCellOffsetX(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功能 取得矩阵的单元(Cell)的 X 轴位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long lCell: 单元(Cell)的编号。 

传回值 矩阵的单元(Cell)的 X 轴位移 [公厘]。 
 

函式名称 GetMatrixCellOffsetY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trixCellOffsetY(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功能 取得矩阵的单元(Cell)的 Y 轴位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long lCell: 单元(Cell)的编号。 

传回值 矩阵的单元(Cell)的 Y 轴位移 [公厘]。 
 

函式名称 SetMatrixCellAngle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CellAngle(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double dAngle) 
功能 设定矩阵的单元(Cell)的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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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Cell: 单元(Cell)的编号。 
double dAngle: 旋转角度 [度]。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CellAngle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trixCellAngle(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功能 取得矩阵的单元(Cell)的旋转角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long lCell: 单元(Cell)的编号。 

传回值 矩阵的单元(Cell)的旋转角度 [度]。 
 

函式名称 SetMatrixRepeat 
函式型态 long SetMatrixRepeat(LPCTSTR strName, long lRepeat) 
功能 设定矩阵的整体雕刻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Repeat: 整体雕刻次数。(整个 Matrix 都雕刻过才算一次)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trixRepeat 
函式型态 long GetMatrixRepea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整体雕刻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整体雕刻次数。(整个 Matrix 都雕刻过才算一次) 

阵列复制参数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Mode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Mode(LPCTSTR strName, long lMode) 
功能 设定阵列复制的模式。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Mode: 设定阵列复制的模式，定义如下: 
   0: 不复制。 
   1: 矩阵方式 (Matrix)。 
   2: 圆形方式 (Circle)。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Mode 
函式型态 long GetArrayCopyMod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阵列复制的模式。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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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回值 阵列复制的模式。 
(注意: 数值，请参考 SetArrayCopyMode()的说明)。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MatrixRow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MatrixRow(LPCTSTR strName, long lRow) 
功能 设定矩阵的总列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Row: 总列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MatrixRow 
函式型态 long GetArrayCopyMatrixRow(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总列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总列数。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MatrixRowPi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MatrixRowPitch(LPCTSTR strName, double dPitch) 
功能 设定矩阵的列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Pitch: 列间距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MatrixRowPitch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rayCopyMatrixRowPitc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列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列间距 [公厘]。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MatrixCol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MatrixCol(LPCTSTR strName, long lCol) 
功能 设定矩阵的总行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Col: 总行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MatrixCol 
函式型态 long GetArrayCopyMatrixCol(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总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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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总行数。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MatrixColPi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MatrixColPitch(LPCTSTR strName, double dPitch) 
功能 设定矩阵的行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Pitch: 行间距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MatrixColPitch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rayCopyMatrixColPitch(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行间距。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行间距 [公厘]。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MatrixMa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MatrixMatch(LPCTSTR strName, LPCTSTR szMatch) 
功能 设定矩阵的雕刻序列字串。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PCTSTR szMatch: 雕刻序列字串。 

以一个 2*2 的矩阵来说，内容的每个单元(Cell)的排列，会是 1.左下、2.右下、3.
左上、4.右上。若要让左下以及左上的单元，不进行雕刻的话，则可以输入”0101”
字串，其中第一个以及第三个字元的 0，代表左下以及左上不雕刻。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MatrixMatch 
函式型态 long GetArrayCopyMatrixMatch(LPCTSTR strName, BSTR* pstrMatch) 
功能 取得矩阵的雕刻序列字串。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BSTR* pstrMatch: 传回雕刻序列字串(字串长度建议与矩阵内单元数相等)。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MatrixDir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MatrixDir(LPCTSTR strName, long lDir) 
功能 设定矩阵的复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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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Dir: 设定复制方向，定义如下: 
  0: X 双向。 
  1: Y 双向。 
  2: X 单向。 
  3: Y 单向。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MatrixDir 
函式型态 long GetArrayCopyMatrixDir(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矩阵的复制方向。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矩阵的复制方向。 

(注意: 数值，请参考 SetArrayCopyMatrixDir()的说明)。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MatrixCellMatch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MatrixCellMatch(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long lOn) 
功能 设定矩阵的单元(Cell)是否雕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Cell: 指定单元(Cell)的编号。 
long lOn: 设定是否雕刻，定义如下: 
  1: 雕刻。 
  0: 不雕刻。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MatrixCellMatch 
函式型态 long GetArrayCopyMatrixCellMatch(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功能 取得矩阵的单元(Cell)是否雕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long lCell: 指定单元(Cell)的编号。 

传回值 1: 雕刻，0: 不雕刻。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MatrixCellOffset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MatrixCellOffset(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double dX, double dY) 
功能 设定矩阵的单元(Cell)的位移值。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Cell: 单元(Cell)的编号。 
double dX: X 轴位移 [公厘]。 
double dY: Y 轴位移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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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MatrixCellOffsetX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rayCopyMatrixCellOffsetX(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功能 取得矩阵的单元(Cell)的 X 轴位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long lCell: 单元(Cell)的编号。 

传回值 矩阵的单元(Cell)的 X 轴位移 [公厘]。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MatrixCellOffsetY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rayCopyMatrixCellOffsetY(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功能 取得矩阵的单元(Cell)的 Y 轴位移。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long lCell: 单元(Cell)的编号。 

传回值 矩阵的单元(Cell)的 Y 轴位移 [公厘]。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MatrixCellAngle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MatrixCellAngle(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double dAngle) 
功能 设定矩阵的单元(Cell)的旋转角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Cell: 单元(Cell)的编号。 
double dAngle: 旋转角度 [度]。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MatrixCellAngle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rayCopyMatrixCellAngle(LPCTSTR strName, long lCell) 
功能 取得矩阵的单元(Cell)的旋转角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long lCell: 单元(Cell)的编号。 

传回值 矩阵的单元(Cell)的旋转角度 [度]。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CircleCenter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CircleCenter(LPCTSTR strName, double dCX, double dCY) 
功能 设定圆形复制的中心。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CX: 中心的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Y: 中心的 Y 轴座标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CircleCenterX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rayCopyCircleCenterX(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形复制的中心 X 轴座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圆形复制的中心 X 轴座标 [公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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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CircleCenterY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rayCopyCircleCenterY(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形复制的中心 Y 轴座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圆形复制的中心 Y 轴座标 [公厘]。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CircleRadius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CircleRadius(LPCTSTR strName, double dRadius) 
功能 设定圆形复制的半径。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Radius: 半径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CircleRadius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rayCopyCircleRadius(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形复制的半径。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圆形复制的半径 [公厘]。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CircleTotal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CircleTotal(LPCTSTR strName, long lTotal) 
功能 设定圆形复制的总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Total: 总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CircleTotal 
函式型态 long GetArrayCopyCircleTotal(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形复制的总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圆形复制的总数。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CircleStartAngle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CircleStartAngle(LPCTSTR strName, double dAngle) 
功能 设定圆形复制的起始角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Angle: 起始角度 [度]。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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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CircleStartAngle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rayCopyCircleStartAngl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形复制的起始角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圆形复制的起始角度 [度]。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CircleStepAngle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CircleStartAngle(LPCTSTR strName, double dAngle) 
功能 设定圆形复制的累进角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double dAngle: 累进角度 [度]。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CircleStepAngle 
函式型态 double GetArrayCopyCircleStartAngl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形复制的累进角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圆形复制的累进角度 [度]。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CircleEquallyDivide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CircleEquallyDivide(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圆形复制是否平均分配。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是否平均分配，定义如下: 
  1: 开启。 
  0: 关闭。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CircleEquallyDivide 
函式型态 long GetArrayCopyCircleEquallyDivid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形复制是否平均分配。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开启，0: 关闭。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CircleRotateItem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CircleRotateItem(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圆形复制是否自动旋转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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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是否自动旋转物件，定义如下: 
  1: 开启。 
  0: 关闭。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CircleRotateItem 
函式型态 long GetArrayCopyCircleRotateItem(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形复制是否自动旋转物件。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开启，0 关闭。 

 

函式名称 SetArrayCopyCircleCCWCopy 
函式型态 long SetArrayCopyCircleCCWCopy(LPCTSTR strName, long lOn) 
功能 设定圆形复制是否使用逆时针方向。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On: 设定是否使用逆时针方向，定义如下: 
  1: 逆时针方向。 
  0: 顺时针方向。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rrayCopyCircleCCWCopy 
函式型态 long GetArrayCopyCircleCCWCopy(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圆形复制是否使用逆时针方向。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逆时针方向，0: 顺时针方向。 

图层编辑 
函式名称 AddLayer 
函式型态 long AddLayer(LPCTSTR strNew) 
功能 新增一个图层。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ew: 新图层的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DeleteLayer 
函式型态 long DeleteLayer(LPCTSTR strName) 
功能 删除指定图层。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图层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RenameLayer 
函式型态 long RanameLayer(LPCTSTR strOrgName, LPCTSTR strNewName) 
功能 更名指定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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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OrgName: 指定图层名称。 
LPCTSTR strNewName: 指定图层的新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LayerCount 
函式型态 long GetLayerCount() 
功能 取得目前资料库的图层数。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目前资料库的图层数。 

 

函式名称 SetLayerOutput 
函式型态 long SetLayerOutput(LPCTSTR strName, long lCanOutput) 
功能 设定指定图层是否可输出。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long lCanOutput: 设定是否可输出，定义如下: 
    1: 可输出。 
    0: 不可输出。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LayerOutput 
函式型态 long SetLayerOutpu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指定图层是否可输出。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可输出，0: 不可输出。 

 

函式名称 SetLayerView 
函式型态 long SetLayerView(LPCTSTR strName, long lCanView) 
功能 设定指定图层是否可看见。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long lCanView: 设定是否可看见，定义如下: 
   1: 可看见。 
   0: 不可看见。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LayerView 
函式型态 long GetLayerView(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指定图层是否可看见。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可看见，0: 不可看见。 

 

函式名称 SetLayerEdit 
函式型态 long SetLayerEdit(LPCTSTR strName, long lCanEdit) 
功能 设定指定图层是否可编辑。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long lCanEdit: 设定是否可编辑，定义如下: 
   1: 可编辑。 
   0: 不可编辑。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LayerEdit 
函式型态 long GetLayerEdit(LPCTSTR st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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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设定指定图层是否可编辑。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1: 可编辑，0: 不可编辑。 

 

函式名称 GetLayerName 
函式型态 long GetLayerName(long lIndex, BSTR* pszName) 
功能 取得指定代码的图层名称。 
输入参数 long lIndex: 图层代码。(由 1 开始。) 

BSTR* pszName: 传回图层名称。(字串长度建议大于 64 位元组。)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多文件机制 
函式名称 CreateDB 
函式型态 long CreateDB(LPCTSTR strFilename) 
功能 产生新的资料库，并传回新代码。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Filename: 档案的全路径。 

(注意 1: 此参数接受空的档名，代表产生空白的资料库。) 
(注意 2: 使用后，必须用 SetActiveDB()切换到新的资料库。) 

传回值 新的资料库代码。 
注意: 代码必须大于 1，其他值是错误的。 

 

函式名称 FreeDB 
函式型态 long FreeDB(long lDB) 
功能 释放指定代码的资料库。 
输入参数 long lDB: 指定资料库代码。 

(注意 1: 代码必须大于 1，其他值是错误的。) 
(注意 2: 使用前，必须用 SetActiveDB()切换到其他资料库。)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视窗功能 
函式名称 ZoomAll 
函式型态 long ZoomAll() 
功能 全图模式。 

显示的范围为整个工作范围。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ZoomExtend 
函式型态 long ZoomExtend() 
功能 所有物件模式。 

显示的范围为所有物件的区域。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ZoomBox 
函式型态 long ZoomBox(long lL, long lT, long lR, long lB) 
功能 区域模式。 

显示的范围为指定的边界 (视窗中的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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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ong lL: 指定左边界 [pixel]。 
long lT: 指定上边界 [pixel]。 
long lR: 指定右边界 [pixel]。 
long lB: 指定下边界 [pixel]。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ZoomObject 
函式型态 long ZoomObject(LPCTSTR strObjName) 
功能 单一物件模式。 

显示的范围为指定物件的区域。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Obj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材质表 
函式名称 MarkParameterConfig 
函式型态 long MarkParameterConfig () 
功能 开启雕刻参数列表对话盒。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AddMarkParam 
函式型态 long AddMarkParam(LPCTSTR strName) 
功能 新增材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RenameMarkParam 
函式型态 long RenameMarkParam(LPCTSTR strOrgName, LPCTSTR strNewName) 
功能 更名材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OrgName: 指定材质名称。 
LPCTSTR strNewName: 材质的新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DeleteMarkParam 
函式型态 long DeleteMarkParam(LPCTSTR strName) 
功能 删除材质。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Count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ParamCount () 
功能 取得材质总数。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材质总数。 

 
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Name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ParamName(long lIndex, BSTR* pszName) 
功能 取得材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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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ong lIndex: 材质次序 (1 Base)。 
BSTR* pszName: 传回物件名称 (字串长度建议大于 64 位元组)。 

传回值 材质总数。 

 
函式名称 SetMarkParamPass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ParamPass(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 
功能 设定材质的加工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 加工次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Pass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ParamPass(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材质的加工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传回值 加工次数。 

 
函式名称 SetMarkParamSpeed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ParamSpeed(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double dSpeed) 
功能 设定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速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加工次序 (1~5) 
double dSpeed: 雕刻速度 [公厘/秒]，范围 0.1 以上。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Speed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rkParamSpeed(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速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加工次序 (1~5) 

传回值 雕刻速度 [公厘/秒]。 

 
函式名称 SetMarkParamFreq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ParamFreq(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double dFreq) 
功能 设定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频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加工次序 (1~5) 
double dFreq: 雷射频率 [kHz]，范围是 0 以上。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Freq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rkParamFreq(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频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加工次序 (1~5) 

传回值 雷射频率 [kHz]。 

 
函式名称 SetMarkParamPower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ParamPower(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double dPower) 



 

75 
 

功能 设定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功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加工次序 (1~5) 
double dPower: 雷射功率[%], 范围是 0~100。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Power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rkParamPower (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功率。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加工次序 (1~5) 

传回值 雷射功率 [%]。 

 
函式名称 SetMarkParamRepeat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ParamRepea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Repeat) 
功能 设定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重复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加工次序 (1~5) 
long lRepeat: 重复次数。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Repeat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ParamRepeat(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重复次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加工次序 (1~5) 

传回值 重复次数。 

 
函式名称 SetMarkParamSpotDelay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ParamSpot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Delay) 
功能 设定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点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加工次序 (1~5) 
long lDelay: 点延迟时间。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SpotDelay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ParamSpotDelay (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点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加工次序 (1~5) 

传回值 点延迟时间。 

 
函式名称 SetMarkParamPulseWidth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ParamPulseWidth(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double dPulseWidth) 
功能 设定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脉波宽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加工次序 (1~5) 
double dPulseWidth: Yag 雷射的脉宽 [微秒]。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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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PulseWidth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rkParamPulseWidth(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材质在某次加工时的脉波宽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加工次序 (1~5) 

传回值 Yag 雷射的脉宽 [微秒]。 

 
函式名称 SetMarkParamLaserOnDelay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ParamLaserOn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Delay) 
功能 设定开雷射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此参数目前不使用, 请设为 1 
long lDelay: 开雷射延迟时间 [微秒]。(负值代表提前开雷射)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LaserOnDelay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ParamLaserOn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开雷射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此参数目前不使用, 请设为 1 

传回值 开雷射延迟时间 [微秒]。 

 
函式名称 SetMarkParamPolyDelay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ParamPoly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Delay) 
功能 设定转角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此参数目前不使用, 请设为 1 
long lDelay: 转角延迟时间 [微秒]。(必须大于等于 0)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PolyDelay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ParamPoly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转角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此参数目前不使用, 请设为 1 

传回值 转角延迟时间 [微秒]。 

 
函式名称 SetMarkParamLaserOffDelay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ParamLaserOff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Delay) 
功能 设定关雷射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此参数目前不使用, 请设为 1 
long lDelay: 关雷射延迟时间 [微秒]。(必须大于等于 0)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LaserOffDelay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ParamLaserOff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关雷射延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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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此参数目前不使用, 请设为 1 

传回值 关雷射延迟时间 [微秒]。 

 
函式名称 SetMarkParamJumpSpeed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ParamJumpSpeed(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double dSpeed) 
功能 设定跳跃速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此参数目前不使用, 请设为 1 
double dSpeed: 跳跃的速度 [公厘/秒]。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JumpSpeed 
函式型态 double GetMarkParamJumpSpeed(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跳跃速度。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此参数目前不使用, 请设为 1 

传回值 跳跃速度[公厘/秒]。 

 
函式名称 SetMarkParamJumpDelay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ParamJump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long lDelay) 
功能 设定跳跃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此参数目前不使用, 请设为 1 
long lDelay: 跳跃延迟时间 [微秒]。(必须大于等于 0)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ParamJumpDelay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ParamJumpDelay(LPCTSTR strName, long lPassIndex) 
功能 取得跳跃延迟时间。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材质名称。 
long lPassIndex: 此参数目前不使用, 请设为 1 

传回值 跳跃延迟时间 [微秒]。 

 

MMStatus.ocx 
函式说明 
函式名称 Initial 
函式型态 long Initial() 
功能 初始化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在呼叫 MMMark.ocx 的 Initial()后,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初始化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Finish 
函式型态 long Finish() 
功能 关闭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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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叫 MMMark.ocx 的 Finish()前,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关闭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事件说明 
事件名称 Alarm 
事件型态 Alarm(LPCTSTR strAlarm) 
事件时机 1. 进行雕刻物件范围检查中，当有物件超出工作范围时。 

2. 机械检查 (Machine Check) 状态异常时 (需启动机械检查功能)。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Alarm: 警示讯息。 

注意: 此讯息的内容，会因为各种机型与语言而不同。 
 

事件名称 MarkEnd 
事件型态 MarkEnd(long lStatus) 
事件时机 雕刻结束时送出。 

注意: 仅适用于 StartMark() 且雕刻模式为 4(背景雕刻)的时候。 
输入参数 long lStatus: 结束类型代号。定义如下: 

   1: 正常结束。 
   0: 不明原因结束。 
   -1: 以 ESC 按键结束雕刻。 
   -2: 紧急停止。 
   -3: 无雕刻资料。 

 

事件名称 GetObjectInfo 
事件型态 GetObjectInfo(LPCTSTR strObjName, LPCTSTR strInfo) 
事件时机 每雕刻完一个物件即送出一笔物件资讯。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ObjName: 物件名称。 

LPCTSTR strInfo: 物件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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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Split.ocx 
函式说明 
函式名称 Initial 
函式型态 long Initial() 
功能 初始化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在呼叫 MMMark.ocx 的 Initial()后,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初始化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Finish 
函式型态 long Finish() 
功能 关闭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在呼叫 MMMark.ocx 的 Finish()前,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关闭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Enable 
函式型态 long Enable() 
功能 开启分图功能。(仅对目前资料库有效。)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Disable 
函式型态 long Disable() 
功能 关闭分图功能。(仅对目前资料库有效。)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IsEnabled 
函式型态 long IsEnabled() 
功能 取得分图是否开启。(仅对目前资料库有效。)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1: 开启中, 0: 关闭(或不支援) 

 
函式名称 SetSplitSize 
函式型态 long SetSplitSize(double dW, double dH) 
功能 设定分割尺寸。(仅对目前资料库有效。) 
输入参数 double dW: 分割宽度 [公厘]。 

double dH: 分割高度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SplitWidth 
函式型态 double GetSplitWidth() 
功能 取得分割宽度。(仅对目前资料库有效。)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分割宽度 [公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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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SplitHeight 
函式型态 double GetSplitHeight() 
功能 取得分割高度。(仅对目前资料库有效。)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分割高度 [公厘]。 

 

函式名称 SetSplitSortMethod 
函式型态 long SetSplitSortMethod(long lMethod) 
功能 设定分割区的排序方式。(仅对目前资料库有效。) 
输入参数 long lMethod: 设定分割区排序方式，定义如下: 

   1: 双向 (预设值)。 
   2: 最短路径。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SplitSortMethod 
函式型态 long GetSplitSortMethod() 
功能 取得分割区的排序方式。(仅对目前资料库有效。)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分割区的排序方式。 

(注意: 数值，请参考 SetSplitSortMethod()的说明)。 

 

函式名称 SetSplitOverlapSize 
函式型态 long SetSplitOverlapSize(double dX, double dY) 
功能 设定分割区的重迭部分。(仅对目前资料库有效。) 
输入参数 double dX: X 轴重迭长度 [公厘]。 

double dY: Y 轴重迭长度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SplitOverlapSizeX 
函式型态 double GetSplitOverlapSizeX() 
功能 取得分割区的 X 轴重迭长度。(仅对目前资料库有效。)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分割区的 X 轴重迭长度 [公厘]。 

 

函式名称 GetSplitOverlapSizeY 
函式型态 double GetSplitOverlapSizeY() 
功能 取得分割区的 Y 轴重迭长度。(仅对目前资料库有效。)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分割区的 Y 轴重迭长度 [公厘]。 

 

函式名称 SetSplitOptions 
函式型态 long SetSplitOptions(long nOptions) 
功能 设定分图的额外选项。(仅对目前资料库有效。) 
输入参数 long nOptions: 额外选项, 定义如下: 

 1: 代表使用依照图层分区的方式, 
 2: 代表使用最佳化图层分区的方式, 
 4: 代表显示滑台范围。 
以上数值可以组合使用。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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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SplitOptions 
函式型态 long GetSplitOptions() 
功能 取得分图的额外选项。(仅对目前资料库有效。)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取得分图的额外选项。(定义请参考 SetSplitOptions) 

 

函式名称 SetSplitBoundary 
函式型态 long SetSplitBoundary(double dWidth, double dHeight) 
功能 设定分图的最大范围。 

注意: 此函式在 V2.5C 以上才可正常使用 
输入参数 double dWidth: 最大范围宽度 [公厘]。 

double dHeight: 最大范围高度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SplitBoundaryX 
函式型态 double GetSplitBoundaryX() 
功能 取得分图的最大范围宽度。 

注意: 此函式在 V2.5C 以上才可正常使用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分图的最大范围宽度 [公厘]。 

 

函式名称 GetSplitBoundaryY 
函式型态 double GetSplitBoundaryY() 
功能 取得分图的最大范围高度。 

注意: 此函式在 V2.5C 以上才可正常使用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分图的最大范围高度 [公厘]。 

 

函式名称 MoveRoot 
函式型态 long MoveRoot(double dXOffset, double dYOffset) 
功能 移动全图。 
输入参数 double dXOffset: X 轴偏移量 [公厘]。 

double dYOffset: Y 轴偏移量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RotateRoot 
函式型态 long RotateRoot(double dAngle, double dCX, double dCY) 
功能 旋转全图。 
输入参数 double dAngle: 旋转角度(相对) [度]。 

double dCX: 旋转中心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Y: 旋转中心 Y 轴座标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caleRoot 
函式型态 long ScaleRoot(double dSX, double dSY, double dCX, double dCY) 
功能 放缩全图。 
输入参数 double dSX: X 轴放缩比例(相对)。 

double dSY: Y 轴放缩比例(相对)。 
double dCX: 放缩中心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CY: 放缩中心 Y 轴座标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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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说明 
事件名称 StartMarkBlock 
事件型态 StartMarkBlock(long lBlockIndex, long lBlockTotal, double dBlockXOffset, double 

dBlockYOffset) 
事件时机 雕刻一分割区之前送出。 
事件参数 long lBlockIndex: 目前分割区编号。定义如下: 

    1~分割区总数: 代表分割区的编号。 
    -1: 代表雕刻结束。 
long lBlockTotal: 分割区总数。(必须大于 0) 
double dBlockXOffset: 目前分割区中心点 X 轴座标 [公厘]。 
double dBlockYOffset: 目前分割区中心点 Y 轴座标 [公厘]。 

注意事项 在此事件结束前，必须设定 m_StartMarkBlockCode 的数值，定义如下: 
 1: 雕刻此分割区。 
 0: 不雕刻此分割区。 
 -1: 停止雕刻动作，之后的分割区都不会雕刻。 
 21: 等待雕刻动作，之后的分割区都不会雕刻。注意: 可在需要的时候改变

m_StartMarkBlockCode 的数值, 则可控制分割区的雕刻与否; 另可设定

m_StartMarkBlockTimeout [毫秒]来控制逾时时间, 当逾时则会强迫停止所有分割区的雕刻动作。预

设逾时时间为 30000 毫秒(即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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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LensCal.ocx 
函式说明 
函式名称 Initial 
函式型态 long Initial() 
功能 初始化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在呼叫 MMMark.ocx 的 Initial()后,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初始化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Finish 
函式型态 long Finish() 
功能 关闭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在呼叫 MMMark.ocx 的 Finish()前,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关闭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tCorrectDim 
函式型态 long SetCorrectDim(long lDim) 
功能 设定格点总数。 

呼叫此函式可设定格点总数，以利进行校正程序。经过程式运算后，实际设定的格点总数可能与使用

者设定的数量不一致。 
输入参数 long lDim: 格点总数。 
传回值 0 : 失败，非零值表实际设定至程式内的格点总数。 

 
函式名称 GetCorrectDim 
函式型态 long GetCorrectDim() 
功能 取得格点总数。 

呼叫此函式，会传回格点总数，以利进行校正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格点总数。 

 

函式名称 GetCorrectPointX 
函式型态 double GetCorrectPointX(long lIndex) 
功能 取得指定格点的理论 X 轴座标。 
输入参数 long lIndex: 格点编号。 
传回值 格点的理论 X 轴座标 [公厘]。 

 

函式名称 GetCorrectPointY 
函式型态 double GetCorrectPointY(long lIndex) 
功能 取得指定格点的理论 Y 轴座标。 
输入参数 long lIndex: 格点编号。 
传回值 格点的理论 Y 轴座标 [公厘]。 

 

函式名称 LoadCorrectFile 
函式型态 long LoadCorrectFile(LPCSTR lpszTable) 
功能 下载新的校正表，进行座标的修正，从而雕刻到正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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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PCSTR lpszTable: 格点座标修正档的全路径。 
(注意: 使用者利用视觉辨识系统或是其他量测方式，可以得到每个格点的实际座标，并产

生一份文件，即可使用此函式，进行校正表的更新与运算)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ridMarking 
函式型态 long GridMarking() 
功能 依照目前镜头与格点的设定值，输出 N 个格点。 

这里的 N(一定是平方数)是透过 GetCorrectDim 所得到的数值，即格点数目。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ResetCorrectTable 
函式型态 long ResetCorrectTable() 
功能 重设校正表为原始状态，也就是完全未经过校正的校正表。 

当使用 LoadCorrectFile 之后，雕刻出来的结果，与预期情况差距甚远时，就可使用此函式以重置校

正表，继续进行校正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tGridDiameter 
函式型态 long SetGridDiameter(double dDiameter) 
功能 设定格点的直径。 

建议设定范围为 0.5~3 mm。如果直径太小的话，在进行辨识以及量测工作时，都会相对困难; 但如

果太大，则可能会超出实际雕刻范围，而发生完全没有的或是只有一部分的格点，或是发生格点之间

互相重迭的情形。 
输入参数 double dDiameter: 格点直径 [公厘]。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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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Image.ocx 
函式说明 
函式名称 Initial 
函式型态 long Initial() 
功能 初始化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在呼叫 MMMark.ocx 的 Initial()后,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初始化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Finish 
函式型态 long Finish() 
功能 关闭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在呼叫 MMMark.ocx 的 Finish()前,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关闭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SetMarkResolution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Resolution(LPCTSTR strName, long lDPI) 
功能 设定影像雕刻 DPI。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DPI: 设定影像雕刻 DPI [点/吋]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Resolution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Resolution (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影像雕刻 DPI。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影像雕刻 DPI [点/吋]。 

 

函式名称 SetMarkType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Type(LPCTSTR strName, long lType) 
功能 设定影像雕刻模式。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long lType: 影像雕刻模式, 定义如下: 

1: 点 
2: 线 
3: 灰阶 

传回值 0: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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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式名称 GetMarkType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Type(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影像雕刻模式。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指定物件名称。 
传回值 影像雕刻模式。 

 

函式名称 GetMarkSpotCount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SpotCount(LPCTSTR strName) 
功能 取得影像雕刻点总数。 
输入参数 LPCTSTR strName: 目标物件的名称。定义如下: 

   若是空字串，代表对系统值作设定。 
   若是”root”，代表对全图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图层的名称，代表对该图层所有物件作设定。 
   若是物件的名称，代表对相同名称的所有物件作设定。 

传回值 影像雕刻点总数。 
注意: 如果影像雕刻模式设定为线(即 SetMarkType(2)), 则会回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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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IO.ocx 
函式说明 
函式名称 Initial 
函式型态 long Initial() 
功能 初始化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在呼叫 MMMark.ocx 的 Initial()后,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初始化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Finish 
函式型态 long Finish() 
功能 关闭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在呼叫 MMMark.ocx 的 Finish()前,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关闭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Input 
函式型态 long GetInput(long lPort) 
功能 取得输入点状态。 
输入参数 long lPort: 输入点代码, 范围是 1~16。 

传回值 输入点状态。(1 代表高电位, 0 代表低电位) 
 

函式名称 SetOutput 
函式型态 long SetOutput(long lPort, long lOn) 
功能 设定输出点状态。 
输入参数 long lPort: 输出点代码, 范围是 1~16。 

long lOn: 状态值, 定义如下: 
1: 高电位, 
0: 低电位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Output 
函式型态 long GetOutput(long lPort) 
功能 取得输出点状态。 
输入参数 long lPort: 输出点代码, 范围是 1~16。 

传回值 输出点状态。(1 代表高电位, 0 代表低电位) 
 

函式名称 SetProgramReady 
函式型态 long SetProgramReady(long lOn) 
功能 设定 ProgramReady 讯号。 
输入参数 long lOn: 状态值, 定义如下: 

1: 高电位, 
0: 低电位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ProgramReady 
函式型态 long GetProgram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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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取得 ProgramReady 讯号。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ProgramReady 讯号。(1 代表高电位, 0 代表低电位) 
 

函式名称 SetMarkEnd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End(long lOn) 
功能 设定 MarkEnd 讯号。 
输入参数 long lOn: 状态值, 定义如下: 

1: 高电位, 
0: 低电位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End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End () 
功能 取得 MarkEnd 讯号。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MarkEnd 讯号。(1 代表高电位, 0 代表低电位) 
 

函式名称 SetMarkReady 
函式型态 long SetMarkReady(long lOn) 
功能 设定 MarkReady 讯号。 
输入参数 long lOn: 状态值, 定义如下: 

1: 高电位, 
0: 低电位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MarkReady 
函式型态 long GetMarkReady () 
功能 取得 MarkReady 讯号。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MarkReady 讯号。(1 代表高电位, 0 代表低电位) 
 

函式名称 SetLamp 
函式型态 long SetLamp(long lOn) 
功能 设定 Lamp 讯号。 
输入参数 long lOn: 状态值, 定义如下: 

1: 高电位, 
0: 低电位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Lamp 
函式型态 long GetLamp () 
功能 取得 Lamp 讯号。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Lamp 讯号。(1 代表高电位, 0 代表低电位) 
 

函式名称 SetShutter 
函式型态 long SetShutter(long lOn) 
功能 设定 Shutter 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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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 long lOn: 状态值, 定义如下: 
1: 高电位, 
0: 低电位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Shutter 
函式型态 long GetShutter () 
功能 取得 Shutter 讯号。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Shutter 讯号。(1 代表高电位, 0 代表低电位) 
 

函式名称 SetAlign 
函式型态 long SetAlign(long lOn) 
功能 设定 Align 讯号。 
输入参数 long lOn: 状态值, 定义如下: 

1: 高电位, 
0: 低电位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GetAlign 
函式型态 long GetAlign () 
功能 取得 Align 讯号。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Align 讯号。(1 代表高电位, 0 代表低电位) 
 

函式名称 GetStart 
函式型态 long GetStart() 
功能 取得 Start 讯号。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Start 讯号。(1 代表高电位, 0 代表低电位) 
 

函式名称 GetStop 
函式型态 long GetStop () 
功能 取得 Stop 讯号。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Stop 讯号。(1 代表高电位, 0 代表低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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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Motion.ocx 
函式说明 
函式名称 Initial 
函式型态 long Initial() 
功能 初始化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在呼叫 MMMark.ocx 的 Initial()后,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初始化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Finish 
函式型态 long Finish() 
功能 关闭程序。(必须与 MMMark.ocx 搭配使用。) 

在呼叫 MMMark.ocx 的 Finish()前, 必须使用此函式完成关闭程序。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XYTableConfig 
函式型态 long XYTableConfig() 
功能 开启 XY 滑台控制面板以设定 XY 滑台相关参数。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RotaryConfig 
函式型态 long RotaryConfig() 
功能 开启旋转轴控制面板以设定旋转轴相关参数。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ZAxisConfig 
函式型态 long ZAxisConfig() 
功能 开启 Z 轴控制面板以设定 Z 轴相关参数。 
输入参数 无。 
传回值 0 : 成功，非零值表失败。 

 

函式名称 Home 
函式型态 long Home(long lAxis, long lOpt) 
功能 进行原点复归。 
输入参数 long lAxis: 指定原点复归的轴向, 定义如下: 

1: 代表旋转轴, 
2: 代表 X 轴, 
4: 代表 Y 轴, 
8: 代表 Z 轴, 
15: 代表四轴(X, Y, Z 与旋转轴), 
其他值: 无定义。 

long lOpt: 保留(无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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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回值 传回执行原点复归的状态, 定义如下: 
102: 讯息: 原点复归开始, 
0: 错误: 目前选用的驱动程式并未支援设定轴向参数, 
-101: 错误: 目前指定的轴向正在运动中, 请等待运动结束, 
-102: 错误: 目前使用的版本并未支援轴向控制功能, 
-201: 错误: 目前选用的驱动程式并未支援四轴同动功能, 
-202: 错误: 无法辨识的轴向, 
其他值: 无定义。 

 

函式名称 MoveTo 
函式型态 long MoveTo(double dX, double dY, double dZ, double dR, long lOpt) 
功能 进行移动到指定座标。 
输入参数 double dX: 到达的 X 轴座标(公厘); 

double dY: 到达的 Y 轴座标(公厘); 
double dZ: 到达的 Z 轴座标(公厘); 
double dR: 到达的旋转轴座标(公厘); 
long lOpt: 特殊选项, 定义如下: 

0: 代表绝对座标, 
1: 代表相对座标, 
其他值: 无定义。 

传回值 传回执行移动的状态, 定义如下: 
102: 讯息: 移动开始, 
103: 讯息: 移动结束(到位), 
-101: 错误: 目前指定的轴向正在运动中, 请等待运动结束, 
-102: 错误: 目前使用的版本并未支援轴向控制功能, 
-301: 错误: 目前选用的驱动程式并未支援四轴同动功能, 
-302: 错误: 目前选用的驱动程式并未支援取得理论座标功能, 
其他值: 无定义。 

 

函式名称 IsMotion 
函式型态 long IsMotion(long lOpt) 
功能 取得目前是否有任何轴向是运动中的状态。 
输入参数 long lOpt: 保留(无定义)。 
传回值 传回执行后的状态, 定义如下: 

101: 讯息: 目前有一个(含)以上的轴向正在运动中, 
0: 讯息: 目前没有任何轴向是运动中, 
-102: 错误: 目前使用的版本并未支援轴向控制功能, 
其他值: 无定义。 

 
 

函式名称 GetCurPosition 
函式型态 long GetCurPosition(double* pdX, double* pdY, double* pdZ, double* pdR, long lOpt) 
功能 取得目前的各轴座标。 
输入参数 double* pdX: 目前的 X 轴座标(公厘) (传回用); 

double* pdY: 目前的 Y 轴座标(公厘) (传回用); 
double* pdZ: 目前的 Z 轴座标(公厘) (传回用); 
double* pdR: 目前的旋转轴座标(公厘) (传回用); 
long lOpt: 特殊选项, 定义如下: 

1: 代表理论座标, 
2: 代表编码器座标, 
其他值: 无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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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回值 传回执行后的状态, 定义如下: 
1: 讯息: 取得座标完成, 
-102: 错误: 目前使用的版本并未支援轴向控制功能, 
-401: 错误: 目前选用的驱动程式并未支援取得理论座标功能, 
-402: 错误: 无法辨识的 lOpt 数值, 
其他值: 无定义。 

事件说明 
事件名称 MotionEnd 
事件型态 MotionEnd(long lReason) 
事件时机 执行 Home 或 MoveTo 后, 须知道运动是否结束时。 
输入参数 long lReason: 结束的原因, 定义如下: 

1: 代表正常结束, 
其他值: 无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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