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Professional 版本使用说明书 

 

 

 

 

 

 

 

 

Version 3.04 

2013/10/20



 2 

目录 

 
一、 安装与卸载 ............................................................................................... 3 

1. 系统需求 ................................................................................................... 3 

2. 安装 ........................................................................................................... 3 

3. 卸载 ........................................................................................................... 4 

二、 软件注册 ................................................................................................... 5 

三、 设定联机机台 ........................................................................................... 9 

1. 新增机台 ................................................................................................... 9 

2. 修改机台 ................................................................................................. 10 

3. 删除机台 ................................................................................................. 10 

四、 软件操作 ................................................................................................. 12 

1. 机台联机 ................................................................................................. 12 

2. 信息监视 (FANUC) ................................................................................ 13 

3. NC 程序上、下载 ................................................................................... 14 

4. 警报讯息 (FANUC) ................................................................................ 15 

5. 伺服主轴 ................................................................................................. 16 

6. 参数 (FANUC) ....................................................................................... 17 

(1) 刀具补正 ..................................................................................... 17 

(2) 工件坐标表.................................................................................. 17 

(3) Macro 变数 .................................................................................. 18 

7. 维护 ......................................................................................................... 19 

8. 刀具管理 ................................................................................................. 20 

9. 机台端程序下载 ..................................................................................... 21 

10. 机台稼动率服务.................................................................................. 24 

五、 问题排除 ................................................................................................. 28 

1. 删除 Windows 机码 ................................................................................ 28 

2. 删除系统内建数据库 .............................................................................. 29 

 



 3 

 

一、安装与卸载 

1. 系统需求 

控制器型号：FANUC 0i-C / 0i-D / 16i / 18i / 21i / 31i 

CPU：Intel Pentium 1.2Ghz 以上 / (或同等级 AMD 处理器) 

 连接机台数越多，请使用双核心及频率更高的 CPU 

内存(RAM)：512MB 以上 

硬盘空间：500MB 以上 

网络联机：须具备网络卡 

操作系统：Windows XP / Vista / Windows 7 / Windows 8 

 SkyMars 软件支持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及英文 

 

2. 安装 

请于光盘内点选执行 Install_SkyMarsPro.exe 

 

Install_SkyMarsPro.exe 执行后，会出现如下 DOS 安装窗口。 

 

安装程序会先侦测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若侦测不到时，将会

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约需要十分钟的安装时间。 

先前已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或安装完成后，安装程序会自

动启动 SkyMars 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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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选下一步安装直至完成。 

 

3. 卸载 

请点选[开始]-[所有程序]-[SkyMars CNC Monitor]-[Uninstall SkyMars] 

 

 

请选择[是]即可解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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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件注册 

第一次执行本软件时，必须先进行注册。 

 

 

在设定画面中有一在线注册按钮，按下此按钮以进行软件注册程序。请注意，

计算机必须能上网才能注册成功。 

 

请详读许可协议，认可后，请选择[我接受许可协议条款]，并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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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后，软件会先侦测网络的联机状况，若联机状况是允许注册的，将会

亮出绿灯，若亮出红灯，代表有可能网络不通，请检查网络。当亮绿灯后，选择

身份属性，并输入公司统一编号。 

 

 

请填写贵公司的相关信息，以上信息我们会负责保密。填写完成后，请点选

[在线注册]，SkyMars 会与 PMC 联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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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相关注册数据没问题后，会跳出账号、密码窗口，此为贵公司往后要申请

服务时使用，请妥善保管。输入完成后，请按下确定，即可完成注册程序。 

 

 

注意： 

 当贵公司先前已有注册时，就会跳出如下窗口。请输入最初注册时的账号

及密码，即可完成注册，不需要再填注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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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重复注册达到 5 次时，SkyMars 注册会失败，此时请与 PMC

连络，或请发 e-mail 告知。 

E-mail:e9613@mail.pm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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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定联机机台 

请点选[新增机台]。 

 

1. 新增机台 

请将控制器的信息正确地输入至窗口中。并再按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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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机台 

请选择要修改的机台信息，并点选[修改机台]。 

 

确定后，会将列表内的信息带至修改窗口中，修改无误后，请再点选[确定]。 

 

 

3. 删除机台 

请选择要删除的机台信息，并点选[确定]，即可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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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软件操作 

1. 机台联机 

请勾选要联机的机台，并点选[CNC 联机]即可开始联机。 

 

 



 13 

2. 信息监视 (FANUC) 

信息监视可得知目前联机远程机台的实时状况，包含有 CNC 状态、

坐标信息、NC 信息、G-Code、非 G-Code、Part Count、时间信息、实际

Feed Rate 及实际 Spindle Speed 等。若有启动稼动率服务时，SkyMars 会

将 CNC 状态、Part Count 及时间信息传送至 PMC 云端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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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C 程序上、下载 

SkyMars 提供 NC 程序上、下载功能，系统界面可允许您在上面进

行管理与编辑，对于集中管理加工程序，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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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警报讯息 (FANUC) 

SkyMars 提供读取机台内所有 Alarm 讯息履历，显示目前机台或之

前所发生的异常信息，用户或工程师得到讯息后，将能以最快的方式进

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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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伺服主轴 

SkyMars 提供监测伺服及主轴的负载及转速功能，加工者可以检视目前

所加工的状态。 

 开始撷取： 

SkyMars 会撷取主轴及伺服的负载，并绘制到图形中。 

 停止撷取： 

停止撷取主轴及伺服的负载。 

 汇出： 

将 SkyMas 撷取到的数据，导出成文本文件，汇外部应用程序分析。

(需启动「开始撷取」，才能汇出) 

 汇入 

将数据汇入到图形中，以供检视。 

 

 

PS:目前支持控制器有：FANUC、三菱、海德汉、工研院控制器等。 



 17 

6. 参数 (FANUC) 

如果要将参数数据(如:刀具补正、工件坐标表及 Macro 变量)写入到控制

器，必须进入[设定]窗体。 

切换到[设定]页面，[将参数数据写入到控制器]设定成[允许写入]。 

 

 

(1) 刀具补正 

SkyMars 提供检视刀具补正的功能，提供用户检视设定。 

 

 

(2) 工件坐标表 

SkyMars 提供检视工件坐标的功能，提供用户检视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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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cro 变数 

SkyMars 提供检视 Macro 参数的功能，提供用户检视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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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维护 

SkyMars 提供零组件维护管理。 

如果维护项目没有设定「PLC 节点」时，系统会侦测 CNC 是否开机，

并计算使用时间。 

若有设定「PLC 节点」，系统会侦测 PLC，该位(bit)为 On 时，将会计算

使用时间。 

当使用时间大于或等于寿命时间时，系统会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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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刀具管理 

SkyMars 提供刀具管理功能。加工时间计算方式以 CNC 是否在 Cycle 

Start，当加工时间大于或等于寿命时间时，系统会发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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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机台端程序下载 

SkyMars 允许加工者操作机台时，直接下载加工程序，不需要到 PC 端

操作 SkyMars 程序上下载。藉时 SkyMars 可视为或仿真成加工程序服

务器。 

 目前支持 FANUC 及 MITSUBISHI。 

启用该功能时需先设定，方式如下： 

(1) 勾选启用机台端程序下载模式 

 

 

(2) 点选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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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Mars 会使用 Macro 变量或三菱的共通变量，达到机台之间的沟通。

必须设定命令接收及传送等待的变量号码。 

 机台上输入命令接收号码为-1：SkyMars 会传送一份加工程序的列

表到机台上，此列表的加工程序号码会依「NC 列表程序号码」的

选项所设定。加工程序内容也会依「NC 程序文件夹」内的加工程

序所组成。 

 机台上输入命令接收号码为-2___：___即为加工程序的列表上的号

码。输入完成后，SkyMars 会从指定的「NC 程序文件夹」读取 NC，

并上传至控制器内。 

 

(3) 操作-读取 NC 清单到机台 

请于指定的变量号码输入-1。 

 

 

(4) 输入后，请开启在设定页里面所指定的「NC 列表程序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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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认要取得加工程序的号码，并在 Macro 变量上再输入-2___，如要

取得 002 编号的加工程序，输入的字符串为-2002 即可。 

 

 

(6) 输入完成后，SkyMars 会将编号 002 的加工程序传送至机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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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机台稼动率服务 

当您出差或到外地时，可开启此项服务，查询目前联机机台的状况，可

实时回复客户相关出货时间或提供客户透明化的作业，提升客户对您的

可信度与企业竞争力。 

(1) 请开启网页 http://skymars.pmc.org.tw/，点选[机台稼动率服务]。 

 

(2) 开启或关闭稼动率传送 

点选[更改设定]，并且登入。 

http://skymars.pm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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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服务]：启动稼动率检视，SkyMars 会将机台的状态，传送至

PMC 的快取服务器暂存。提供网页稼动率读取，并显示在网页上。 

[关闭服务]：关闭稼动率检视，SkyMars 会停止传送机台的状态。 

 

(3) 检视网页稼动率 

请回到第一个步骤，点选[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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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动率网页系统必须等待约 10-15 秒，即可显示机台稼动率信息。 

 

 

(4) 如果使用的是 SkyMars 专业版，点选机台名称，稼动率网页会查询

更详细的履历数据，且也能依所指定的日期来查询履历数据。 

 

 

注 意 

使用「机台稼动率服务」时，执行 SkyMars 软件的计算机，必须能够联机上

Internet(因特网)，如下面图示的左方红色框，必须显示 Server ON-LINE 才会启

动机台稼动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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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题排除 

当您尝试安装，却安装失败，或是 SkyMars 软件无法自行解决问题时，您

可以删除Windows机码及系统内建数据库(含稼动率)，再重新开启 SkyMars。 

 需先将 SkyMars 关闭。 

 

1. 删除 Windows 机码 

(1) 请执行 regedit，即会开启注册表编辑器。 

(可在[命令提示字符]下，输入 regedit，即会开启注册表编辑器。) 

 

 

(2) 寻找[HKEY_CURRENT_USER]-[PMC_SkyMars]，如下图所示： 

 

(3) 请将[PMC_SkyMars]删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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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新启动 SkyMars。 

 

 

2. 删除系统内建数据库 

(1) 请开启档案总管，到「我的文档夹」底下。请将 SkyMarsMaintenance

及 SkyMarsToolManagement 文件夹删除。 

 

(2) 重新启动 SkyMa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