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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控车床的编程加工中袁 非典型公式曲线一直
是编程加工的难点袁笔者结合自身数控车床实训教学
经验袁通过举例介绍对公式曲线的编程分析袁使学生
通过学习能较快的掌握公式曲线的编程方法遥

在数控编程中袁宏程序编程灵活尧高效尧快捷袁是
加工编程的重要补充遥 还能完成子程序无法实现的特
殊功能袁例如袁非典型公式曲线渊二次曲线方程尧抛物
线尧双曲线尧正弦曲线冤等曲线的加工遥
一、宏程序概述
在程序中使用变量袁通过对变量进行赋值及处理

的方法达到程序功能袁这种有变量的程序叫宏程序遥
二、宏程序分类
宏程序分为 A类和 B类曰我们一般常用的是 B类

宏程序遥

A类院G65 H P Q R
G65院调用变量
H院宏程序功能袁01-99
P院运算结果
Q院被操作第一变量名
R院被操作第二变量名

两类 如院G65 H02 P﹟1 Q﹟2 R﹟3
A类宏程序较难记忆袁应用较麻烦

B类院通过算术和逻辑运算进行赋值
如院﹟1=﹟2+﹟3

B类更接近使用习惯袁故平时多用 B类
三、运算符与表达式渊见附表冤
1.运算符及指令
2.表达式
淤循环控制语句渊WHILE语句冤
编程格式院
WHILE[条件表达式]Dom(1尧2尧3)曰
窑
窑
窑

ENDm;
当条件表达式的条件满足时袁 执行 WHILE 到

END当中的程序段袁否则转到下一条执行
于条件判别语句渊IF与 GOTO语句冤
编程格式
IF[条件表达式] GOTOn曰
其中 n为程序段号袁 条件成立时转到 n 段处执

行袁条件不成立时顺序执行
四、编制宏程序加工公式曲线的一般步骤
渊一冤选择自变量
1援公式曲线中的 X和 Z坐标任意一个都可以作为

自变量曰2援一般选择变化范围大的作为自变量遥车削加
工中通常选 Z坐标为自变量曰3援 根据表达式的方便情
况来确定 X或 Z作为自变量曰4援 宏变量的定义完全可
以根据个人习惯设定遥

渊二冤确定定义域
自变量的起止点坐标值是相对于公式曲线自身

坐标系的坐标值渊椭圆自身坐标原点为椭圆中心冤遥 其
中起点坐标为自变量的初始值袁终点坐标为自变量的
终止值遥

渊三冤用自变量表示因变量的表达式
进行函数变换袁确定因变量相对于自变量的宏表

达式遥
五、数控车削加工宏程序编程实例分析
例 1院编程下图的粗精加工程序

参考程序院
O0001;
N1; G00G40G99G97S500M03T0101F0.2;
X81.0 Z2.0;
G73 U36 R18;

G73 P10 Q11 U1.2 W0.05;
N10 G0 G42 X0;
G01 Z0;
﹟1=17.32;渊Z为自变量冤
WHILE [﹟1 GE0] DO1;
﹟2=-10﹡SQRT[10﹡10+﹟1﹡﹟1]/10曰
G01 X[2﹡﹟2+40] Z[﹟1-17.32];
﹟1=﹟1-0.2;
END1;
G01 X20.0 Z-17.32;

G02 X36.0 Z-33.32 R20.0;
G03 X60.0 Z-57.32 R30.0;
G01 W-15.0;
G02 X72.0 W-6.0 R6.0;
G01 Z-89.0;
N11 G40 X81.0;
G00 X200.0 Z200.0 M05;

N2; G00G40G99G97S500M03T0101F0.08;
X81.0 Z2.0;
G70 P10 Q11曰

G00X200.0 Z200.0 M05;
M30;

例 2院编制如图椭圆部分的程序

分析院 X2

102 = Z2

202 =1
利用旋转转换矩阵院 cos茁 -sin茁

sin茁 cos茁
Z' Z cos茁 -sin茁

=
X' X sin茁 cos茁

Z' =Z cos茁-X sin茁
X' =Z sin茁-X cos茁

参数方程院
X=bsint
Z=acost

得院
Z' =acost cos茁-bsint sin茁
X' =acost sin茁-bsint cos茁

注院椭圆顺时针旋转时袁茁角取负值曰逆时针旋转
时袁茁角取正值遥

参考程序如下院
O0001;
G00G40G99G97S500M03T0101F0.2;
X56.0 Z2.0;
G0 X26.87;
G01 Z0;
﹟1=13.35;
WHILE [﹟1 GE-16.17] DO1;
﹟2=10﹡SQRT[1-[﹟1﹡﹟1]/[20*20]];
﹟3=﹟1﹡SIN[-20]+﹟2﹡COS[-20];
﹟4=﹟1﹡COS[-20]-﹟2﹡SIN[-20];

G01 X[50-2﹡﹟3] Z[﹟4-10];
﹟1=﹟1-0.2;
END1;
G01 X50.0 Z- 27.16曰
Z-40.0;
G40 X56.0;
G00 X200.0 Z200.0 M05;

M30
总结院
通过上述实例可以看出袁 宏程序的程序非常简

洁袁用变量赋值的仿形切削编写宏指令时袁可以在程
序中给变量赋值尧进行数学运算尧条件转移等袁编写时
更直观尧简便袁精简了程序内容袁提高了编程效率遥 而
且精度高袁程序方便检查和修改遥 使用好宏程序是充
分发挥数控机床性能的最佳途径遥

殷河南 王博

数控车削加工非典型公式曲线的编程方法
类   型 功能 运算符 格式 说明 

和 ＋ ﹟1=﹟2+﹟3 

差 － ﹟1=﹟2－﹟3 

积 × ﹟1=﹟2×﹟3 
算术运算符 

商 ÷ ﹟1=﹟2/﹟3   

等于 EQ ﹟1EQ﹟3 ﹟1=﹟3 

不等于 NE ﹟1NE﹟2 ﹟1≠﹟2 

小于 LT ﹟2LT﹟3 ﹟2＜﹟3 

小于或等于 LE ﹟1LE﹟3 ﹟1≤﹟3 

大于 GT ﹟2GT﹟3 ﹟2＞﹟3 

条件运算符 

大于或等于 GE ﹟2GE﹟3 ﹟2≥﹟3 

或 OR ﹟1OR﹟3 

与 AND ﹟2AND﹟3 逻辑运算符 

异或 XOR ﹟2XOR﹟3   

正弦 SIN ﹟2=SIN[﹟3] 

余弦 COS ﹟2=COS[﹟3] 

正切 TAN ﹟2=TAN[﹟3] 

反正切 ATAN ﹟2=ATAN[﹟3] 

余角用角度单位

指令    如：90°

30′为 90.5° 

平方根 SQRT ﹟2=SQRT[﹟3] 

函数 

绝对值 ABS ﹟2=ABS[﹟3]   

 

附表

对家用小型压力罐供水系统设计改进的补充意见

淤

于
盂

笔者曾在 2014年电子报上介
绍过家用小型压力罐供水系统袁近
日拿到电子报合订本后袁仔细阅读
宗先生改进建议相关文章袁颇感欣
慰遥

正如宗先生所言袁取消熔断器
是合理的遥 与接触器线圈并联一只
红色指示灯袁 可作运行指示之用袁
方便监视袁这样也是很好遥 增加保
护线 PE 保证安全更是不能缺少
的遥 其实短路器本身也带漏电保护
功能袁 但觉得还是单独接地线好
些遥

在仔细看了改进后的接线图
后袁笔者认为袁按照该接线图做成

的控制器是不能
正常工作的遥

笔者 20 年前接触该电路时袁
现场上留下实物就剩下个配电盘
及一个接触器袁 一个中间继电器遥
接线烧坏后被人拆去了遥 当时根本
没有接线图可以参考袁经仔细观察
电接触压力表的结构袁向前逆向推
理袁才将接线图画了出来遥 因而对
电接触压力表的结构是了解的遥 见
图 1所示遥

正如宗先生所讲袁 在附图中
KYG逸高压力时接通袁KYD臆低压
力时接通袁这无疑是正确的遥 文中
又讲到院KYG为电接点压力表的高
位触点袁在大于或等于高压力时断
开袁这就不正确了袁也与图于所讲
的互相矛盾遥 实际情况是袁当罐内
压力低于设定最低压力时袁KYD触
点是接通的袁 而 KYG触点是断开

的袁KYG触点的接通是靠压力罐内
水量的增加导致压力上升袁压力表
指针顶着动触点而接触闭合的遥 只
有这样袁 见图 1 中的中间继电器
KM2才能得电袁从而将主继电器的
自锁状态解除袁从而停止潜水泵的
打水遥 如果按照改进后的接线图于
接线袁 由于 KYG触点在水压达不
到最高设定压力之前一直是断开
的袁见图 2 中圆圈部分所示袁即使
KYD触点接通了袁主继电器 KM线
圈也不会得电袁整个线路也就不可
能正常工作了遥 所以袁笔者的结论
是将图 1 图 2 各取所长袁 合在一
起袁才是最佳的设计方案遥 具体见

图 3所示遥
殷山东 姜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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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蓝 舰 影 音 精 品 渊3冤
1.数字家庭影音娱乐中心渊支持 4K X 2K 高清
解码袁一机多用院1.高清点歌机;2.3D蓝光高清硬
盘播放机曰3.高清网络电影点播机曰4.数字音频
播放机曰5. 家用影音库遥 接受订制冤遥 2. WAV尧APE尧FLAC 插卡数字音频播放机 渊音频 DSP处
理,96KHZ/24BIT DAC,蓝牙 4.0 音频接收冤套件198元/台起袁核心板 135元/块袁外壳 20元/个遥3.
发烧 CD机 998元/台遥4.发烧 5寸两分频书架箱1680元/对曰配套音频解码器与功放 1398元/台遥5.发烧胆机与电子管前级渊马兰士 7尧和田茂士尧JP200尧 马蒂斯等线路冤遥 6.10-400瓦发烧功放
渊甲类功放尧数字功放尧功放套件院功放板尧散热
器尧 变压器尧 机箱等冤遥 7. 7.1声道解码器 1198
元/台袁 供解码板遥 8. 4寸全频音箱 398元/对遥9.50W-2000W专业功放与音箱曰如双 15寸音箱998元/对曰15寸专业音箱 680元/对遥 10. 4-12
路调音台曰双 31段均衡器曰卡拉 OK处理器曰无
线话筒曰19尧22寸触摸屏遥 11. 全新手机 75元/台
起遥 12.13.3寸屏全新笔记本电脑渊双核 1.87G处
理器,2GB内存 500GB硬盘)1398元/台遥 13.供 4/8/16/32路 1080P家用或工程用高清监控录像系
统曰手机远程监控摄像头 398元/套起遥
邀请读者加入蓝舰公司影音技术交流网袁 服务
更多袁优惠更多浴 通讯地址院广州市荔湾路 94
号 A1原79室 广州蓝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秦福
忠曰电话:13246490885曰网站WWW.LJAV.net

一款被称为的中国式创新、专供老年人使用的便携式乐
见云电视应运而生。该产品采用瑞芯微的双核 A9 芯片
（rockchip2926）方案，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针对老人视力不
好的特点，该机图标和文字大而清晰，即便不识字也可以很容
易的通过图标来辨识不同的频道和内容。为保证外出情况下
长时间使用，该机内置了两块 2600mAh 的三星电池，中等音
量下可以使用 5小时以上，最大音量和最小音量分别可以连
续使用 4 个半小时和 8个小时，满足了日常生活和使用场景
的需要。在外观设计上，采用了与目前追求轻薄潮流截然相反
的立式设计，稳定而不笨重，彻底解放了用户的双手。

目前该电视的后台资源总量已经达到 2万 G，而且还在
不断扩充中。其中包括电视电影、综艺音乐、各类戏曲、养生防
病、动漫故事、国学诗词、安全常识等，可以说全面覆盖了老少
人群对音视频内容的需求。有 19种门类的戏曲，且均为全曲，
古诗 1000 首，并加入了动画，增强了内容的生动性，受到了
青少年的欢迎。通常是老人白天用来听戏，下午小孩放学用来
看动漫，晚上被儿女提回卧室放在床上看电视。

该产品可下载视频离线观看，支持外接 USB 存储设备并
播放其中的音视频资源。不过本地存储毕竟有限，还是需要接
入网络才能更方便地获得最新最丰富的内容资源。

首先进入 野乐翻天冶板块，按下 OK 键，出现电影、电视
剧、动漫和综艺 4个窗口；有电影 19979 部、电视剧 9238部、
动漫 7120 部、综艺节目 9931 部可供欣赏，还有海量的 TED
（即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 技术、娱乐、设计）
“公开课”视频，对渴望资讯的老人和学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电视直播”从 1频道的 CCTV1开始到第 944频道的乐视魅
力奥斯卡，足足有 944 个频道的电视内容在直播！从中央电
视台到各地卫视，甚至还有众多的地方电视台和互联网电视
台，均一网打尽！

野幼儿区冶版块有“动画片”、“故事天地”、“国学启蒙”、
“诗词精选”、“语言文字”、“趣味英语”、“健康知识”、“科普百
科”、“育儿天地”、“音乐乐园”、“艺术绘画”和“舞蹈学院”等内
容，非常丰富。

野老人区冶版块，这里有“戏剧”、“小品”、“相声”、“养生”、
“健身健体”、“综艺欢乐送”、“美食烹饪”和“书画欣赏”等分窗
口。打开“戏曲”窗口后，各地剧种纷纷呈现：黄梅戏、京剧、昆
曲、曲剧、粤剧、越剧、柳琴戏、沂蒙小调、琼剧、坠子、琴书、苏
州评弹、锡剧、淮剧、绍剧、扬剧、潮剧、豫剧和东北二人转等
19种戏曲门类，集中华戏剧之大集成，老人们可大饱眼福和
耳福！

另外，还有“网络收音机”和“网络导航”等功能，用户能快
速进入收听和浏览内容。

汇款地址:(610041)
成都市府城大道西段 399 号天府新谷
园区 7 号楼 15 楼-1503-2 电子报<读
者服务部>
服务部电话院028-65113930,注院汇款时
请务必写清货品袁并附上您的联系电话
以便发货联系

参数说明：1.乐见云电视的屏幕尺寸为 7 英寸袁16院9宽屏 袁屏幕分辨率为800伊480遥2.老款电视所具备的接口有院TF 存储卡接口渊接插 TF 卡即 mi鄄cro SD 卡袁扩展外置存储 ,最大 32GB冤尧USB接口渊扩展外置存储
寄数据传输 袁 可接 U 盘 /移动硬盘 冤尧Line 接口 (音频输入 ,椎3.5mm 标准接口冤尧键盘和鼠标接口渊USB 扩展袁支持有线 /无
线冤袁以及 DC 接口渊接入电源袁以直接看电视或给内置锂离子
电池充电冤遥 具备音频输出功能遥3.本机内置有 4G 内存袁但主要主要用于存放系统袁不建议存放
视频浴本机还具备 4院3和 16院9信号源调节功能袁以符合目前视
频源多种格式的需求浴
根据国家对电子产品的售后服务标准袁本产品同样具备三包

服务浴 让读者们买的放心袁用的安心浴

———一款适合老年人的创新潮品
乐见云电视
电子报读者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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