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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切割 2009 

用户手册 

 

感谢您购买使用黑格软件产品！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下面的许可协议。  

 

同意本许可协议的所有条款及此处包含的任何补充或特殊的许可条款是获得本产品许

可的必要条件。如果您不同意此协议的所有条款，请在三天内将产品退还济南黑格软

件有限公司或其代理商。您对本软件的使用将表明您同意接受本协议中条款的约束。 

 
 

许可协议 
 

授予使用许可权  
 

您可以为了备份的目的而复制光盘中的软件。  
 

禁止使用  
 

除按上述“授予使用许可权”条款被授权的行为外，不可以复制、修改、逆

向工程、分解或重组该产品的全部或部分，不可向他人销售、租借、许可、

转让、分发全部或部分本产品或本协议授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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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担保  
 

保证在自产品交给您之日起的 30 天内，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产品不会出现实

质性的质量问题和生产设计上的缺陷。自您购买产品之日起的 30 天内，济南

黑格软件有限公司的全部责任和您能获得的全部补救措施为：可选择退货、

更换或修理；购买产品之日起 30 天以后，您能获得的全部补救措施为：更换

或修理。  
 
除了上述对本产品的原始购买者所提供的有限保证之外，不向任何人作任何

其它的保证。对济南黑格软件有限公司的产品、性能或服务亦没有明示的或

暗示的或其它任何形式的保证，包括但不仅仅限于商品的适销性和对特定用

途的适用性。  
 
任何情况下，无论如何引起及依据何种责任理论，均不负担任何因使用或不

能使用本产品造成的损失责任，包括：由于使用本产品或本产品的功能失效

导致丢失数据、损失利润及其它特别的、偶然的、附随的、继发的或间接的

损失。  
 

产品设计变更 
 
本文档发行之后产品设计可能发生变更，不能保证文档内容和产品设计完全

一致，济南黑格软件有限公司也不会因此而另行通告。 
 

所有权  
 

所有的产品，包括软件狗、软件、文档、与本产品一并附送的其它材料及您

制作的备份的所有权与版权均属于济南黑格软件有限公司。  
 

协议的终止  
 

违反上述条款时，本协议的授权将自动终止。  
 
Queek（黑格）是济南黑格软件有限公司注册商标。本文所涉及的其它产品

和公司名称可能是各自相应所有者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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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极限切割 2009》可用于线材（型材）、板材、卷材、自由板材、坯材的

开料（套料）优化计算。 

 

1.1 打开产品包装 

本产品包括如下物品： 

 

安装光盘一张 

软件狗一枚 

用户手册一本 

产品合格证一份 

1.2 安装驱动程序 

打开安装光盘，运行 DogSetup.exe 程序。选择“中文” 

 

 

 

如果您曾经安装过驱动程序，系统会出现如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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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软件狗已经插入计算机的 USB 口，Windows 会出现提示： 

 

 

 

选择“仍然继续”，完成驱动程序安装。 

1.3 安装应用软件 

打开安装光盘上的 Setup.exe 程序，选择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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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安装”，完成安装过程。您可以在 Windows 桌面或者“开始”菜单

里找到“极限切割 2009”应用程序。 

1.4 如何获得技术支持 

您可以与黑格客户服务中心联系获取相关技术支持。联系方式如下： 

黑格客户服务中心： 

电话：0531-88918889   传真：0531-88918886 

邮件： T Ukefu@queek.com.cn U T 

2 快速入门操作 

《极限切割 2009》运行后，可以看到程序主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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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打开演示任务 

点击工具条上的“演示任务”。 

 

 
 

演示任务提供了原材料和零件的基础数据，可以先利用这些数据练习《极

工具条 

原材料编辑区 

零件编辑区

作业显示面板

打开演示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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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切割 2009》的基本操作。 

 

2.2 计算 

点击工具条上的“计算”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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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显示计算对话框： 

 
 

点击“开始”按钮，即可完成计算。 

 

2.3 查看汇总信息 

点击工具条上的“汇总”按钮，即可显示本次任务的汇总信息。 

开始计算 

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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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打印 

点击“打印”按钮，软件弹出打印窗口，点击打印窗口工具条中的“打印”

按钮，即可把打印结果送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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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板材开料计算 

以下我们通过实例逐步介绍《极限切割 2009》的板材开料计算。 

3.1 最简单的任务 

 输入原材料清单 

在原材料编辑区中输入如下数据： 

 
当一个单元格输入完成后，按下“回车”键将进入下一个单元格的编

辑。 

 输入零件清单 

在零件编辑区中输入如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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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单元格输入完成后，按下“回车”键将进入下一个单元格的编

辑。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中“计算”按钮，弹出“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框，

点击对话框中的“开始”按钮软件开始计算，计算完成后该对话框自

动关闭。 

 
 保存任务文件 

点击工具栏中“另存为”按钮，选择路径“C:\Program Files\Queek\极

限切割 2009\实例\极限切割 2009 实例文件”，在文件名中输入“实例

3.1.xcut”后点击“保存”按钮。 

注意：选择此路径的前提是系统被安装到默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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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作业图 

在右侧“作业显示面板”中浏览优化计算后的作业图。 

 

 
 查看汇总 

点击工具栏中“汇总”按钮，查看此次任务优化后的汇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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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 

点击工具栏中“打印”按钮，弹出打印预览窗口，点击打印预览窗口

中的“打印”按钮，将结果送入打印机。《极限切割 2009》针对板材的

打印提供了灵活的设置，具体详细的设置说明请参见第 9 章打印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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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纹理 

 打开任务文件 

点击工具栏中“打开”按钮，弹出打开文件对话框，找到路径“C:\Program 

Files\Queek\极限切割 2009\实例\极限切割 2009 实例文件\实例

3.1.xcut”，点击打开对话框中的“打开”按钮。 

 

 
 

 设置表格编辑器 

选择菜单“视图/表格编辑器设置”，弹出表格编辑器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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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零件编辑区”页，将“允许旋转”前的复选框勾选。点击“确

定”按钮。 

 

 
 设置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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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零件清单中编号为 2、3 的零件的“允许旋转”列勾选都去掉。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中“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计算结果的作业图中，编号为 1 的零件在作业图，有的发生了旋转，

而编号为 2、3 的零件在作业图中没有发生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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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纹理分组 

 打开任务文件 

打开 3.1 中的“实例 3.1.xcut”文件。并对零件清单进行修改，修改内

容如下图： 

 

 设置纹理号 

选择菜单“视图/表格编辑器设置”，在“零件编辑区”页中将“纹理号”

前的复选框勾选。点击“确定”按钮。 

设置编号为 1、2 的零件的纹理号为 1，设置编号为 3、4 的零件的纹理

号为 2，勾选所有零件的允许旋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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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上“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在优化后的作业图中，我们发现编号为 1、2 的零件纹理方向是一致的，

编号为 3、4 的零件纹理方向是一致的。 



极限切割 2009 用户手册 

 17

3.4 填充件 

 打开任务文件 

打开 3.1 中的“实例 3.1.xcut”文件。 

 设置填充件 

选择菜单“视图/表格编辑器设置”，在“零件编辑区”页中将“纹理号”

和“剩余数量”前的复选框勾选。点击“确定”按钮。 

勾选编号为 4 的零件的填充件项。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上“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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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磨边 

 打开任务文件 

打开 3.1 中的“实例 3.1.xcut”文件。 

 设置磨边 

选择菜单“视图/表格编辑器设置”，在“零件编辑区”页中将“左磨边”、

“右磨边”、“上磨边”、“下磨边”前的复选框勾选。点击“确定”按

钮。 

设置编号为 1 的零件的“左磨边”、“右磨边”、“上磨边”、“下磨边”

分别为“5”、“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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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上“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计算后的作业图中，编号为 1 的零件的实际切割尺寸为“6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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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公差 

 打开任务文件 

打开 3.1 中的“实例 3.1.xcut”文件。 

 设置公差 

选择菜单“视图/表格编辑器设置”，在“零件编辑区”页中将“X 上公

差”、“X 下公差”、“Y 上公差”、“Y 下公差”前的复选框勾选。点击

“确定”按钮。 

设置零件 1 的“X 上公差”、“X 下公差”、“Y 上公差”、“Y 下公差”

分别为“5”、“-5”、“5”、“-5”。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上“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3.7 刀口宽度 

 打开任务文件 

打开 3.1 中的“实例 3.1.xcut”文件。 

 切换多页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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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菜单“视图/多页视图”。 

 设置刀口宽度、刀口长度 

在“任务信息”页的“设备参数”中将刀口宽度设为 4，刀口长度设为

-1。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上“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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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最小切割尺寸 

 打开任务文件 

打开 3.1 中的“实例 3.1.xcut”文件。 

 设置最小切割尺寸 

在“任务信息”页的“设备参数”中将最小切割尺寸设为 20。若为玻

璃，此处可以被理解玻璃的掰边距离。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上“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3.9 刀具清边 

 打开任务文件 

打开 3.1 中的“实例 3.1.xcut”文件。 

 设置刀具清边 

在“任务信息”页的“设备参数”中将刀具清边设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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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上“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3.10 修边 

 打开任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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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3.1 中的“实例 3.1.xcut”文件。 

 设置修边 

在“任务信息”页的“设备参数”中将“左修边”、“右修边”、“上修

边”、“下修边”分别设置为“10”、“10”、“15”、“15”。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上“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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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卷材 

 打开任务文件 

打开 3.1 中的“实例 3.1.xcut”文件。 

 设置最大 Y 尺寸、Y 尺寸 

选择菜单“视图/表格编辑器设置”，在“原材料编辑区”页中将“最大

Y 尺寸”前的复选框勾选。点击“确定”按钮。 

在原材料编辑区中，设置编号为 1 的原材料的“最大 Y 尺寸”、“Y 尺

寸”分别为“20000”、“200”。此处的“Y 尺寸”为该卷材在 Y 方向上

的最小切割尺寸。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上“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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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自由矩形 

 打开任务文件 

打开 3.1 中的“实例 3.1.xcut”文件。 

 设置最大 X 尺寸、X 尺寸，最大 Y 尺寸、Y 尺寸 

选择菜单“视图/表格编辑器设置”，在“原材料编辑区”页中将“最大

Y 尺寸”、“最大 X 尺寸”前的复选框勾选。点击“确定”按钮。 

在原材料编辑区中，设置编号为 1 的原材料的“最大 X 尺寸”、“X 尺

寸”、“最大 Y 尺寸”、“Y 尺寸”分别为“20000”、“200”、“20000”、

“200”。此处的“X 尺寸”、“Y 尺寸”为该卷材分别在 X、Y 方向上

的最小切割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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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上“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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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开料计算 

4.1 线材（型材） 

 打开任务 

打开 3.1 中的“实例 3.1.xcut”文件。 

 设置材料类型 

选择菜单“视图/表格编辑器设置”，在“原材料编辑区”页和“零件编

辑区”页中将“材料类型”前的复选框勾选。点击“确定”按钮。 

在原材料编辑区和零件编辑区中将“材料类型”设置为“线材”。 

 设置 Y 尺寸 

设置原材料和所有零件的“Y 尺寸”为 30。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上“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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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坯材 

 打开任务 

打开 3.1 中的“实例 3.1.xcut”文件。 

 设置材料类型 

选择菜单“视图/表格编辑器设置”，在“原材料编辑区”页和“零件编

辑区”页中将“材料类型”前的复选框勾选。点击“确定”按钮。 

在原材料编辑区和零件编辑区中将“材料类型”设置为“坯材”。 

 设置 Z 尺寸 

选择菜单“视图/表格编辑器设置”，在“原材料编辑区”页和“零件编

辑区”页中将“Z 尺寸”前的复选框勾选。点击“确定”按钮。 

在原材料编辑区和零件编辑区中将“Z 尺寸”设置为“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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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上“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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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多材质 

 编辑原材料、零件 

在原材料编辑区和零件编辑区分别输入如下原材料和零件。 

 设置材质 

选择菜单“视图/表格编辑器设置”，在“原材料编辑区”页和“零件编

辑区”页中将“材质”前的复选框勾选。点击“确定”按钮。 

将编号为 1 的原材料的“材质”设置为“1”，编号为 2 的原材料的“材

质”设置为 2，将编号为 1、2 的零件的材质设置为“1”，将编号为 3、

4 的零件的材质设置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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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 

点击工具栏上“计算”按钮，在弹出的“多材质开料优化计算”对话

框点击“开始”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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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界面布局的调整 

点击“视图”菜单，可以看到“平铺视图”、“多页视图”、“表格编辑器设

置”三项内容。 

5.1 平铺视图 

现在您看到的主窗口布局就是“平铺视图”，该布局由“原材料编辑器”、

“零件任务编辑器”和“作业显示面板”分割了主窗口。 

 

这是《极限切割》系列软件一直沿用的经典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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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多页视图 

自《极限切割 2009》开始，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窗口布局方式——多页视

图。选择菜单“视图/多页视图”，可以看到主窗口变成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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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任务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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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原材料页面 

 

5.2.3 零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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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作业页面 

 

5.3 表格编辑器设置 

选择菜单“视图/表格编辑器设置”，可以看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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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编辑器包括两部分：原材料编辑区、零件编辑区。各列含义为： 

 选择：显示指定的列。勾选表示显示该列。 

 列名：显示到系统中的列名称，该列名可以被修改。 

 默认值：显示列的默认值。被指定后，在编辑其他列的内容时，该列

自动填写为默认值。 

 小数格式：小数列的显示格式，其中“%.2f”表示固定 2 位小数。 

     按照此设置创建新任务：该复选框勾选表示在创建下一次新任务

时，采用当前显示列设置。 

6 任务信息 

《极限切割 2009》提供了许多用户定义的数据项，以适应各类不同切割任

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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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工程信息 

工程信息提供了常见的任务单内容，能满足常规编制任务的需要。 

6.2 度量单位 

度量单位定义包括两部分内容：单位名称的选择和精度的定义。 

 度量单位可以自己定义。上面图中的例子表明，长度单位我们选用“毫

米”，面积单位我们选择的是“平方米”，二者的换算单位是：1000000

平方毫米=1 平方米。 

 小数点位数可以自己选择。图中例子选择保留 2 位小数点。 

6.3 设备参数 

 刀口宽度：又称“锯缝”、“刀损”等，代表切割路线的宽度。 

 刀口长度：切割设备允许的最长的切割路线，例如剪板机刀的长度。 

 最小切割尺寸：因为切割工艺的限制，零件或者余料尺寸小于这个尺

寸后，可能无法实施切割。例如玻璃掰边距，小于玻璃掰边距的切割

尺寸，会导致无法分片。 

 刀具清边距离：有些切割设备，无法对原材料上料位置精确定位，需

要通过清边操作确定切割起点坐标。参见下图： 

 
 

开始位置 

预留清边量

开始位置 

预留清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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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料修边：很多情况下，会要求对原材料进行修边操作。修边操作

导致原材料可利用空间减少。参见下图： 

 

6.4 计算模式 

提供了“出材率优先”和“尽量易于切割”两种优化计算模式。二者在材

料利用率上基本上一致，区别在于余料的处理策略不同。 

出材率优先模式，产生的余料可再利用的可能性较大；易切割模式产生的

切割路线更符合切割工艺的要求。参见下面示意图： 

出材率优先模式： 

上修边 

下修边 

左修边 

右修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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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切割模式： 

 

很显然，第一个切割方案的余料比后面这个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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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首刀切割方向 

可以选择首刀切割方向：自由、水平和竖直。前面的示意图是首刀水平，

下面给出首刀竖直方向的示意图： 

 

6.6 零件默认切割参数 

任务信息中提供了一组零件的默认切割参数，如果某些零件切割参数和默

认的不一致，可以在零件数据录入表格里另行设置。 

 零件磨边：有些零件开料后需要继续磨边，零件的开料尺寸应该在实

际尺寸的基础上加上磨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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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零件尺寸和开料尺寸不一致，软件会把零件最终尺寸显示在零件

中心位置。 

 零件公差 

一般零件尺寸允许有一定的误差，这个误差范围在工业领域称之为公

差。利用零件的公差，可能提高开料的出材率。 

我们把默认的这组公差设置为-5, 5, -5, 5，可以得到如下计算结果： 

 

注意零件的最终尺寸

和开料尺寸不一致，

因为加入了磨边量 

由于公差的原因，零

件 232x188 被切割

成 227x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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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原材料与零件编辑操作 

7.1 列操作 

7.1.1 原材料属性 

原材料属性详见下表： 

 

属性名称 意义 

编号 原材料的顺序号。 

材料类型 线材、板材、坯材三种类型之一。 

材质 
材料的材质。原材料被用于加工某种零件的前提条件

是：原材料类型和材质都和零件一致。 

物料编码 

原材料的物料编码，也可以理解为名称。两个原材料

同物料的条件是，这两种原材料具有相同的材料类型、

材质和 X、Y、Z 尺寸。 

X 尺寸 
X 尺寸。当设置最大 X 尺寸时，X 尺寸表示 X 方向的最

小切割尺寸。此时的原材料为 X 方向的卷材。 

Y 尺寸 
Y 尺寸。当设置最大 Y 尺寸时，Y 尺寸表示 Y 方向的最

小切割尺寸。此时的原材料为 Y 方向的卷材。 

Z 尺寸 Z 尺寸。 

数量单价 以数量为单位的价格。如：元/片。 

面积单价 以面积为单位的价格。如：元/平方米。 

数量 当前原材料数量，-1 代表无限制。 

使用数量 当前任务使用该材料的数量。 

剩余数量 完成本次任务后的剩余数量，-1 代表无限制。 

最大 X 尺寸 

X 方向上的最大长度。当原材料为 X 方向卷材时，设置

该属性。设置了该属性后，X 尺寸表示该原材料在 X 方

向上的最小切割尺寸。 

最大 Y 尺寸 

Y 方向上的最大长度。当原材料为 Y 方向卷材时，设置

该属性。设置了该属性后，Y 尺寸表示该原材料在 Y 方

向上的最小切割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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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零件属性 

零件属性详见下表： 

 

属性名称 意义 

编号 零件的顺序号。 

材料类型 线材、板材、坯材三者之一。 

材质 零件所用原材料的材质。 

物料编码 零件物料编码。 

X 尺寸 X 尺寸≥0 

Y 尺寸 Y 尺寸≥0 

Z 尺寸 Z 尺寸≥0 

左磨边 零件左侧的磨边量。 

右磨边 零件右侧的磨边量。 

上磨边 零件上侧的磨边量。 

下磨边 零件下侧的磨边量。 

X 上公差 零件 X 尺寸允许的正误差。 

X 下公差 零件 X 尺寸允许的负误差。 

Y 上公差 零件 Y 尺寸允许的正误差。 

Y 下公差 零件 Y 尺寸允许的负误差。 

允许旋转 

零件是否具有纹理。勾选表示零件在计算过程中可以

旋转，未勾选表示零件在计算过程中不能进行旋转，

保持原来方向。 

纹理号 
数值为 0 时表示无效。其它值表示，具有同样纹理号

的零件必须保持同方向。 

填充件 

用来填充切割非填充件剩余材料的零件。选中后该零

件只需要设置上限数量，系统会自动计算出所需的具

体数量。-1 表示数量无具体限制。 

数量 
计划切割数量。-1 表示数量无具体限制，可根据提高

材料利用率的原则自由加工。 

完成数量 本切割方案完成的数量。 

剩余数量 执行完本切割方案后的未完成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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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改变列的位置和宽度 

您可以用鼠标拖动列改变当前列所在的位置，也可以用鼠标拖动列的分隔

线改变列的宽度。 

7.1.4 改变行的位置和宽度 

您可以用鼠标拖动行改变当前行所在的位置，也可以用鼠标拖动行的分隔

线改变行的宽度。 

 

7.1.5 线材设置 

原材料为线材时，X、Y、Z 三个方向的尺寸只能有一个为有效尺寸。 

 

我们建议把 X 尺寸设为线材的长度，Y 尺寸一律设置为同一个常量（例如

原材料和零件的 Y 尺寸一律设为 100），Z 尺寸设置为０。按照这种设置，

我们可以在作业编辑区看到和板材一样的排样效果。 

7.1.6 板材设置 

原材料为板材时，X、Y、Z 三个方向的尺寸只能有两个为有效尺寸。 

 

我们建议 X、Y 设为原材料的长度和宽度（建议水平方向的尺寸大一些，

因为切割算法是假设水平方向优先切割），Z 尺寸设置为板材的厚度，也可

以把 Z 尺寸设置为０。 

 

一定要注意，原材料和零件的 Z 尺寸不一样时是无法进行切割的。 

7.1.7 卷材设置 

原材料设置和板材类似，此时需要设置原材料在某一方向上的最大尺寸，

如设置最大 Y 尺寸表示该原材料是沿 Y 方向的卷材，此时的 Y 尺寸表示

该原料的在 Y 方向上最小切割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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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自由板材设置 

           原材料设置和卷材类似，不过此时的原材料两个方向的长度均可以自由变

动。此原材料需同时设置最大 X 尺寸、最大 Y 尺寸、X 尺寸、Y 尺寸。其

中 X 尺寸、Y 尺寸为该原材料在 X、Y 方向上的最小切割尺寸。 

7.1.9 坯材设置 

原材料为坯材时，其原材料设置和板材类似，此时的 X、Y、Z 尺寸根据

实际情况设置。我们建议将厚度设置为 Z 尺寸，设置零件时需注意其 Z 尺

寸必须和原材料一致，否则不能进行计算。 

 

7.2 行操作 

7.2.1 添加行 

如果一直按回车键或者向下移动光标键，当光标移动到表格最后一行时就

会自动添加一行新的记录。 

7.2.2 插入行 

无论在任何一行，键入［Insert］键就会在当前行插入一条新记录。 

7.2.3 删除行 

            选择要删除行的任一单元格，按住[Ctrl]键，再按住[Delete]键即可完成删

除该行。 

            注意：在选择单元格时，请不要使光标进入编辑状态，否则不能删除该行。 

7.2.4 移动行 

可以直接拖动原材料或者零件的编号到希望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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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从 Excel 导入数据 

7.3.1 从 Excel 导入原材料 

点击菜单“工具／从 Excel 导入原材料”可以运行该功能，选择要导入

原材料的 Excel 文件，点击“打开”按钮。 

 
弹出导入原材料窗口。将 Excel 中的列与系统原材料的列对应，系统原材

料中的列通过下拉列表选择，不需要导入的列请选择“忽略该列”。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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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应”项被勾选时，系统将自动将 Excel 表中与系统中原材料列名相同

的列进行对应。 

 
点击“下一步”，进入导入明细，点击“导入”即可。 

 

7.3.2 从 Excel 导入零件 

            此功能和“从 Excel 导入原材料”功能类似。 

点击菜单“工具／从 Excel 导入零件”可以运行该功能，选择要导入零件

的 Excel 文件，点击“打开”按钮。 

弹出导入零件窗口。将 Excel 中的列与系统零件的列对应，系统零件中的

列通过下拉列表选择，不需要导入的列请选择“忽略该列”。当“自动对应

Excel 列名 

系统列名 

Excel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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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被勾选时，系统将自动将 Excel 表中与系统中零件列名相同的列进行

对应。 

点击“下一步”，进入导入明细，点击“导入”即可。 

 

7.4 导出数据到 Excel 

7.4.1 导出原材料到 Excel 

点击菜单“工具／原材料导出到 Excel 文件”可以运行该功能，选择要保

存的 Excel 文件，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7.4.2 导出零件到 Excel 

            此功能和“导出原材料到 Excel”功能类似。 

点击菜单“工具／零件导出到 Excel 文件”可以运行该功能： 

选择要保存的 Excel 文件，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8 自动计算 

选择工具栏上的“计算”按钮，即可打开计算窗口。参加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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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开始”按钮即进行计算。 

8.1 速度设置 

          系统提供了 5 个选项，每个选项的具体计算时间可以由用户自行定义，点击

“速度设置”按钮，弹出设置计算速度对话框，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

置各个选项的时间，通常时间越长得到的优化率将会越高。 

          

9 打印 

选择菜单“文件／打印”操作，或者直接点击工具条上的“打印”按钮，

显示打印窗口。打印窗口布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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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预览指定页内容 

通过点击工具栏中“上一页”、“下一页”按钮找到指定页，也可以通过选

择下拉列表中的指定项来完成预览指定页内容。 

9.2 缩放预览 

通过点击工具栏中“放大”、“缩小”按钮来实现对预览界面的缩放。 

标题 

报表 

原料清单 

零件清单 

板材/坯材作业

作业标题 

作业图 

作业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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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打印设置 

点击工具栏中“打印设置”按钮，弹出打印设置对话框，如下图： 

 

其主要包括 4 个页面的设置：打印机 页面设置、报表显示设置、线材显示

设置、板材/坯材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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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打印机 页面设置 

             

 打印机 

名称：将进行打印的打印机名称，点击下拉列表可以选择打印机。 

属性：点击“属性”按钮弹出打印机属性设置对话框。利用该对话框可以

选择打印机型号、设置打印机属性和打印纸的尺寸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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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边距 

设置打印时的各个页边距。 

 表头图片 

表头图片显示：在打印时表头图片是否要显示，勾选表示显示。 

表头图片位置：存放表头图片的具体路径。点击“打开”按钮选择存

放的文件。 

 标题 

标题显示：在打印时标题内容是否要显示，勾选表示显示。该内容为

系统工程信息中标题内容。 

标题字体：显示打印时标题的字体。点击“字体选择”按钮，设置字

体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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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报表显示设置 

 

 报表显示 

在打印时报表内容是否要显示，勾选表示显示。 

 零件 

零件清单：在打印时零件清单是否要显示，勾选表示显示。 

栏数：打印时显示零件清单的栏数。即一行显示的零件记录数。 

零件明细：包括名称、宽度、显示名称、选择等列，其中宽度、显示

名称和选择列可以由用户编辑。打印时要显示的列，在选择列中勾选

即可，宽度的单位为毫米。 

自动调整宽度：根据零件明细中显示列的宽度比例和待打印的纸张范

围，对零件明细中的显示列的宽度做自动调整。 

列顺序调整：点击绿色“上移”、“下移”按钮即可调动当前行的上移、

下移。 

 原材料 

原料清单：在打印时原料清单是否要显示，勾选表示显示。 

栏数：打印时显示原料清单的栏数。即一行显示的原料记录数。 

原料明细：包括名称、宽度、显示名称、选择等列，其中宽度、显示

名称和选择列可以由用户编辑。打印时要显示的列，在选择列中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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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宽度的单位为毫米。 

自动调整宽度：根据原料明细中显示列的宽度比例和待打印的纸张范

围，对原料明细中的显示列的宽度做自动调整。 

列顺序调整：点击绿色“上移”、“下移”按钮即可调动当前行的上移、

下移。 

 

9.3.3 线材显示设置 

             

 线材 

线材显示：在打印时线材作业明细是否要显示，勾选表示显示。 

栏数：打印时显示线材清单的栏数。即一行显示的线材记录数。 

线材明细：包括名称、宽度、显示名称、选择等列，其中宽度、显示

名称和选择列可以由用户编辑。打印时要显示的列，在选择列中勾选

即可，宽度的单位为毫米。 

自动调整宽度：根据线材明细中显示列的宽度比例和待打印的纸张范

围，对线材明细中的显示列的宽度做自动调整。 

列顺序调整：点击绿色“上移”、“下移”按钮即可调动当前行的上移、

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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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板材/坯材显示设置 

             

 板材\坯材显示 

在打印时板材\坯材作业图是否要显示，勾选表示显示。 

 作业标题 

作业标题显示：在打印时作业标题是否要显示，被勾选表示显示。 

作业标题明细：包括名称、选择列，其中选择列可以由用户编辑。打

印时要显示的列，在选择列中勾选即可。 

列顺序调整：点击绿色“上移”、“下移”按钮即可调动当前行的上移、

下移。 

 作业明细 

明细显示：在打印时作业明细是否要显示，勾选表示显示。 

作业明细明细：该作业图的零件明细。包括名称、选择列，其中选择

列可以由用户编辑。打印时要显示的列，在选择列中勾选即可。 

列顺序调整：点击绿色“上移”、“下移”按钮即可调动当前行的上移、

下移。 

 作业图 

单页作业图数：单页显示的作业图数，包括 1、2、6、10、15 和其他

等选项，选择其他选项时，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作业图布局。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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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示单行有 3 个作业图，单列有 5 个作业图的作业图布局。 

作业图明细：其内容将显示在切片上，包括名称、选择列，其中选择

列可以由用户编辑。打印时要显示的列，在选择列中勾选即可。 

 

9.4 恢复默认值 

点击“恢复默认值”按钮，当前打印设置将恢复到系统默认的设置。 

 

9.5 打印输出 

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把要打印的内容送往打印机。 

 

10 线材计算结果导出为 Excel 文件 

点击菜单“工具／线材计算结果导出为 Excel 文件”可以运行该功能，参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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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保存的 Excel 文件路径，输入 Excel 名称点击“确定”即可。结果

如下： 

 

11 原材料库管理 

《极限切割 2009》提供了简易的原材料库管理功能，您可以利用该功能建

立自己的原材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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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切割 2009》可以根据切割任务的实际情况，从原材料库选择合适的

材料，使您以尽可能节省材料的方式切割零件。 

 

注：原材料管理是《极限切割 2009》的一个附属插件，根据您所购买的产

品的级别，决定您是否被授权使用该项功能。 

11.1 运行原材料库管理程序 

点击菜单“工具／原材料库管理”可以运行该功能，参见下图： 

 

 
 

原材料库管理程序界面如下： 

 
 

原材料材质设置 

库存材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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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数据编辑导航按钮组的使用： 

按钮的功能依次为：光标移到第一行、光标移到上一行、光标移到下一行、

光标移到最后、添加一行、删除一行、修改当前行、提交修改、刷新数据。 

11.2 管理原材料 

首先应该建立原材料材质表。 

注意： 

1) 长度单位应该和《极限切割 2009》切割任务一致，系统默认单位是毫

米。 

2) 最小 X、Y、Z 尺寸用于确定余料。当一块材料的尺寸小于某一个最小

尺寸，我们则认为该材料是废料；否则，该材料可作为可利用余料存

入原材料仓库。 

 

在主窗口下方的编辑表格，可以输入具体的原材料数据，主要包括 X、Y、

Z 尺寸、数量、数量单价和面积单价。 

11.3 自动导入原材料 

首先录入零件清单： 

  
 

选择菜单“工具/从库存选择材料”，程序会自动搜索原材料库，选择合适

的原材料，并填写到原材料清单里。 

在此录入零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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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原材料的材料类型、材质必须和零件匹配才能导入原材料表中。 

 

11.4 原材料出库 

选择菜单“工具/原材料出库和余料入库”，系统显示如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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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出库的原材料”页面显示了本次切割任务所需原材料清单。通过设置

或撤销材料类型前面的复选框（划对号的小方框）可以选择需要出库的原

材料。 

 

 

注意：库存数量为-1（即无限制）的原材料数量永远不会受出库操作的影

响。 

11.5 切割余料入库 

“待入库的余料”页面显示了本次切割任务中所有的切割余料。可以设置

或撤销材料类型前面的复选框（划对号的小方框）选择需要入库的余料。 

 

注意：待入库的余料清单中余料均为大于库存中该材料类型、材质的库存

材质的最小 X 尺寸、最小 Y 尺寸、最小 Z 尺寸的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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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打印零件标签 

12.1 为什么打印零件标签 

《极限切割 2009》在计算开料方案时有可能打乱零件输入的顺序，有时对

切割后的零件重新整理分类很困难。标签打印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12.2 打印零件标签 

 

选择“工具/标签打印”菜单，即可运行标签打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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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选择标签排列方式 

您可以选择一张纸排列多张标签，水平和竖直重复次数可以自由选择。 

12.4 选择标签打印风格 

打印风格有两种，简单方式和复杂方式。 

12.5 选择打印顺序 

有两种可选择的打印顺序： 

 

 按照作业图顺序打印 

 按照零件图顺序打印 

12.6 选择文字对齐方式 

标签文字可以选择对齐方式： 

 

 左对齐 

 居中 

 右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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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导出为 DXF 文件 

为支持相应数控设备，我们加入导出作业结果到 Dxf 文件的插件。 

选择“工具/导出为 DXF 文件”菜单，即可运行该导出程序。 

 

 

选择要存放 Dxf 文件的文件夹，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在该文件夹下，

系统将产生 1 个或者多个 Dx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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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 

14.1 激活软件狗 

选择“帮助/激活软件狗”菜单，对未激活的软件狗进行激活。对已激活的

软件狗，系统给出提示。 

14.2 远程升级 

选择“帮助/远程升级”菜单，弹出远程升级界面。用户将升级申请号发给

济南黑格软件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可以通过点击“复制到剪贴板”按

钮将升级申请号复制到剪切板，在粘贴到其他地方。从客户服务中心获取

注册号后，可以先进行复制，再点击“从剪贴板粘贴注册号”按钮将复制

的注册号粘贴到注册号编辑框中，再点击“提交注册号”按钮即可。 

 

14.3 查看软件授权许可证 

选择“帮助/查看软件许可证”菜单，即可查看当前软件您所具有的授权许

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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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产品更新 

产品更新请登陆网站 http://www.queek.com.cn，查找本产品升级版本和相

关资料。 

 

14.5 联系方式 

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困难，或者对产品改进提出建设性意见，可以与济

南黑格软件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联系。 

 

济南黑格软件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方式： 

 

电话：0531-88918889    传真：0531-88918886 

电子邮件：kefu@quee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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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黑格软件有限公司 

电话: 0531-88918889 传真: 0531-88918886 
http://www.queek.com 
http://www.queek.com.cn 
email: kefu@queek.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