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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感谢您使用柏楚 CypNest平面套料软件！ 

『柏楚 CypNest平面套料软件』（以下简称 CypNest）是一套用于柏楚平面

激光切割数控系统的套料软件，针对柏楚 CypCut激光切割软件开发，能够实现

图纸处理，快速套料，生成刀路以及远程推送加工等功能。  

本文档基于 CypNest6.3.740.3版本撰写，由于版本的不断更新，您所使用

的 CypNest软件在某些方面可能与本手册的陈述有所出入，在此谨表歉意。 

如您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的疑问或建议，欢迎您随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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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装注册 

为了正常使用本软件，请将软件安装在 MicrosoftWindows 7及以上版本操

作系统中。 

1.1 加密狗注册 

使用加密狗的用户在打开软件前将加密狗插入电脑，开启软件无需注册即

可正常使用。 

1.2 微信扫码登录 

1.2.1 微信扫码登录 

 

对于最新版的 CypNest，在首次使用软件时会直接弹出微信扫码登录提示

框。需要联网进行登录。 

 

 

 

确认计算机与英特网连接后，用户通过微信扫描该二维码，点击确认进行

登录。登录成功后进入欢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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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试用 

软件提供为期一个月的试用时间，试用结束后可以进入商城进行订阅。 

 

1.2.3 商城订阅 

首次使用微信扫码登陆 CypNest的用户会自动获得一个月的软件试用期。

用户可通过商城付费的方式延长 CypNest的使用时限。 

通过点击欢迎界面用户头像可进入商城。 

 
进入商城后可直接查看到个人订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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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订阅界面主体由『我的订阅』和『我的订单』两部分组成。 

『我的订阅』 

界面主要显示当前账号已订阅产品，通过点击『续费』按钮可进入订阅页

面购买对应产品的使用时限。 

『我的订单』 

界面主要显示该账号历史订单及订单状态。 

点击『兑换站点』按钮可进入兑换页面，输入兑换码获取相关产品的使用

时限。 

点击『添加订阅』按钮可进入订阅页面。 

 

 

站点数：允许该账户在对应站点数量的计算机上登录并获取产品使用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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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需要订阅的产品并选择订阅种类，点击“订阅”按钮进入付费页面。 

 

付费方式可选择支付宝支付或微信支付。付费成功后完成订阅并获得产品

对应使用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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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排样任务 

开启软件即显示欢迎页面。CypNest软件分为绘图模块和排样模块 2个部

分。分别进行简单的零件绘制处理和零件排版。点击欢迎页面的对应区域就可

以进入对应功能模块。 

欢迎区域可以显示最近保存的排样结果和零件的缩略图，点击对应图纸

后，就可以快速进入任务。 

2.1 创建任务 

新建排样任务后会弹出排样任务页面。排样任务页面用来配置任务基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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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包括：任务名称，任务使用板材的材质，厚度和板材尺寸。导入零件时自

动处理操作以及加工费用的单价。 

 任务名称：该任务的任务名。 

 板材材质：任务使用板材的材质。该参数会显示在排样报告中。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当前板材。下拉菜单里点击『添加新材质』可以增加

新材质。 

 板材厚度：任务使用板材的厚度。该参数会显示在排样报告中。 

 

板材标签页 

 添加：为当前任务添加新板材。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板材。 

 上移/下移：修改选中板材的优先级顺序。 

自动工艺标签页 

在自动工艺标签页进行自动工艺的设置。工艺参数规则同 CypCut一致。开

启自动工艺后，在导入零件时，会根据设置自动添加相应的工艺。目前支持自

动添加补偿，引线，倒角或环切，微连和冷却点。其中引线的添加可以针对内

轮廓和外轮廓设置不同的引线参数。 

报告标签页 

在报告标签页中设置加工费用单价，并且在排样报告中提供 3处可以自定

义内容的位置。在生成报告前，所有参数在软件中都可以做进一步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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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所有参数以后，即进入 CypNest的主页面。页面上方的为排样工具

栏，包括所有软件支持的操作命令；左侧为零件侧边栏，显示当前排样任务所

有零件缩略图，零件名，待排和已排数量；右侧为排样结果侧边栏，显示当前

排样的排样结果；下方是命令栏，在这个区域显示所有已经执行的操作。 

2.2 添加零件 

2.2.1 从文件添加并编辑 

选中需要打开的图纸后，点击『打开』按钮，会弹出『自动优化参数配

置』页面。在『图纸处理』标签页中，进行自动颜色映射以及小图纸自动替换

的设置。 
图纸处理 

 颜色映射：软件检测图纸内图层/颜色参数，可以选择导入图纸时将不

同颜色的实体设置为不同的处理方式。支持的处理方式包括设置加工图

层，设置为打标图层和直接删除。 

 小圆自动替换：自动检测图纸内小于设置尺寸的图形，并将其替换为打

标十字或者穿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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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成后，点确定，打开图纸处理窗口。 

合法的图形会被自动识别为零件并用蓝色填充显示。问题图纸会用红色高

亮线和红色方框标记出问题位置。 

在软件的右上方是错误提示区域。提供选项控制哪些错误类型进行提示。

默认所有类型错误都红色高亮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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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被设置为零件以后，会在右侧的零件侧边栏显示。点击相应的零件后

可以输入数字快速改变零件数量。这个区域也可以修改零件名称。 

Ribbon工具栏里提供了对错误图纸进行修改和编辑的工具。 

 

『编辑』工具组： 

 合并相连线：选择要合并的图形，然后点击『合并相连线』按钮，输入

合并精度。软件会将精度参数以内的不封闭线自动合并成一个轮廓。 

 曲线分割：将封闭图形分割成两个，鼠标点击位置即分割位置。曲线分

割过程可以连续进行，直到 ESC取消命令或切换为其他命令。 

 裁剪：以所选图形实体与临近图形实体交点为界，去除选中图形实体。 

 倒圆角：给图形实体添加圆角。 

 释放角：在指定位置添加圆形释放角。 

 阵列：按照设定参数对选中图形实体进行阵列。 

 

『几何变换』工具组： 

 尺寸：选中图形实体后点击『尺寸』按钮，会出现尺寸修改对话框。当

界面中锁的状态为 时，长度和宽度是按原图尺寸比例锁定的，如

果希望单独输入长度和宽度，点击“ ”按钮可以解除锁定状态，

按钮变为“ ”状态。“缩放中心”可以指定缩放之后新图形与原图形

的位置关系，例如选择“左上”则表示变换之后新图形与原图是按照左

上角对齐的，其他部分则以左上角为基准进行缩放。单击“尺寸”按钮

下的小三角，可以打开一个下拉菜单，提供了对选中图形进行固定的尺

寸变化。 

 几何变换：对所选图形实体按照描述规则进行变换。其中『交互式几何

变换』需要通过鼠标确认变换基线，改变基线角度进行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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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工具组 

 重新分组：自动分析图纸关系，没有错误和警告的图形实体会被自动设

为零件。 

 设为零件：将被选中图形实体设置为零件，错误的图形实体无法被设置

为零件 

 

左侧绘图工具栏 

 直线：通过鼠标点击绘制一条直线。 

 矩形：通过鼠标确定对角线的方式绘制一个矩形。 

 圆：通过鼠标确定圆心和半径的方式来绘制一个圆。 

 多段线：通过鼠标确定多段线控制点的方式来绘制多段线，绘制过程中

通过右键菜单修改多段线类型。 

 节点模式：选择节点模式以后，显示所选图形实体的节点。通过鼠标拖

动改变节点位置。 

完成设置以后，点击『确定』按钮，所有在零件区域里的零件会被导入到

排样模块中。所有设置过的图形工艺都会保存在零件上。 

2.2.2 从文件导入 

从文件添加可以选择 dxf 格式图纸添加到零件列表中来。图纸如果包括多

个零件，软件会根据轮廓内外关系，自动将零件进行拆分导入到零件列表。从

文件导入时，可以同时选中多个文件，一次性批量导入。从文件导入的零件，

零件名和文件名相同。同样可以手动进行修改。 

从文件导入后，如果软件检测到导入的图纸存在不封闭图形，软件会弹出

提示，显示不封闭文件名称，同时不封闭的图形导入时不会添加任何自动工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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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添加标准零件 

添加标准零件会打开自带的标准零件库。选择合适的标准零件类型后，可

以通过参数化的方式设置零件尺寸然后导入到零件列表中来。导入过程会根据

任务参数，自动添加相应的图形工艺。软件会自动给零件分配一个零件名，我

们也可以手动修改零件名称。 

2.2.4 绘制一个零件 

绘制一个零件会打开软件的绘图模块，在这里可以进行简单绘图。确定后

绘制的图被导入到零件列表成为零件。绘制零件没有自动工艺，图形工艺需要

在绘图模块中添加。 

2.3 零件编辑 

双击排样侧边栏的零件进入到零件编辑界面可以对导入到排样侧边栏的零

件进行再次编辑。 

进入零件编辑页面后，无法在零件上增加或者删除图形，但是可以修改图

形的引线，补偿，添加微连，环切，释放角，倒角和冷却点。确认编辑以后，

所有添加的工艺均被保存到所有零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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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一部分已经被放置到板材上以后进行编辑软件会将该零件拆分。编辑

后零件成为一个新的零件，零件个数为原零件数-已排零件数。比如有 20个零

件 KD1116出线孔，将其中 2个放入到板材里面后编辑 KD1116，修改补偿。确

认以后零件 KD1116个数变成 0/2，并且新生成零件 20170322A，个数为

18/18。 

对已排零件，可以直接选中该零件后修改零件的工艺。此时软件无法进行

碰撞检测，新添加的工艺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零件。 

2.4 添加板材与板材设置 

在板材侧边栏单击 会显示当前任务配置的所有板材以及它们的数量。

点击其中的某块板材，这个板材会被添加到排样结果侧边栏里面，选中这块板

材以后可以在这块板材上进行手动排样。 

2.5 手动排样 

将零件从侧边栏拖入软件中间的排版区域，这时零件吸附在鼠标上，随着

鼠标移动，移动过程中不需要一直按住鼠标；点击鼠标左键将零件放置在该位

置。零件呈红色表明当前位置与其他零件有冲突，无法放置。 

选中已排零件后拖动零件，该零件会重新进入吸附状态。选中多个零件

时，多个零件作为一个整体排样。这时候零件整体的碰撞检测依然有效，无法

将这个整体放置在有冲突的区域中。选中零件后可以对选中整体进行复制，然

后手动排样。当剩余零件个数不够时，该零件无法被复制。 

零件粘在鼠标上时，可以通过快捷键旋转零件角度。具体功能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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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已排零件以后，通过方向按键，可以将零件按照对应方向移动到与其

他零件或板材贴靠。 

选中已排零件以后，点击『排样』工具组里的『阵列』按钮，打开阵列窗

口。『交互式阵列』通过鼠标控制阵列的结果。『参数式阵列』设置零件阵列的

行数和列数以及方向后，系统按照设置参数自动阵列。 

同样，移动和交互阵列也可以通过快捷键操作。 

表 1：旋转快捷键 

零件状态 功能 按键 

零件吸附
在鼠标上 

W 顺时针旋转 90° 

S 逆时针旋转 90° 

D 顺时针旋转(旋转角度在右键-手动排样参数里设置） 

A 逆时针旋转(旋转角度在右键-手动排样参数里设置） 

按住 Ctrl 关闭吸附和碰撞检测 

1(非小键盘) 逆时针旋转 1° 

4(非小键盘) 逆时针旋转 45° 

0(非小键盘) 恢复原角度 

M 垂直镜像 

G 按住开启共边，松开关闭 

已排零件
被选中 

交互阵列 Ctrl+D 

移动到最左端 ← 

移动到最右端 → 

移动到最上端 ↑ 

移动到最下端 ↓ 

通过『排样』工具组里的『零件间距』 参数可以控制零件之间的

距离大小。该参数在排样过程中可以任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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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自动排样 

点击排样工具栏上的自动排样按钮 会弹出排样参数界面。 

基本参数 

 排版范围：选择当前排版时，操作仅影响当前选择的排版，不会影响其

他已排板材和板材库里的板材；选择所有排版时，操作影响所有排版和

板材库中的板材。 

 策略偏重：靠近速度时，减少计算次数提高计算效率，适合规则钣金零

件；靠近利用率时，会多次计算取最优解，适合外形较为复杂的零件。 

 排样方向：软件会按照所选方向排列零件。 

 排样设定 

 自动组合：开启自动组合以后，软件自动将零件组合成『类矩形』

以提高利用率。零件圆弧比较多的时候，建议关闭。 

 旋转角度：在排样过程中，零件被旋转的角度是该参数的整数倍。 

 

共边 

勾选了『开启』选项后，自动排样时会根据参数设置，将排样结果里面可

以共边的地方做共边处理。 

 共边方式：选择全部共边无论什么条件，只要两条边长度大于最短共边长

度软件就会将这两条边做共边处理。通常不推荐使用全部共边，可能会导

致切割效果变差；选择部分共边，共边零件个数不能超过最大共边数量，

勾选只共相同边后，只共相同零件的相同长度边。 

 缺口长度：在共边接口处添加缺口的大小。 

 

完成参数设置以后，选择『继续』则在保持已有排样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排

样；选择『重排』则会删除已有排样结果后，重新排样。如果只有空板材，点

击『开始排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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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共边刀路设置 

软件针对常用的矩形图形，设计了共边阵列排样方式。完成零件阵列以

后，直接生成特殊共边刀路。对手动共边，任意共边的图形，需要先排序，再

生成共边切割刀路。 

3.1 共边阵列 

选中图形以后，通过共边阵列，可以阵列式的生成共边图形。共边刀路参

数预先设置，无需再处理。针对常用的矩形零件设计，操作快速。 

共边阵列刀路生成有以下 3种方式。 

3.1.1 共边优先 

这种切割方式针对『目』字形共边设计，要求所有共边线方向平行且等

长。 

该方式基本原理为，先切割共边线，再切割外框。在共边线和外框的交接

处添加缺口确保切割过程不撞板。 

引线：引线参数决定了外框和共边线引线的特征。 

 优先从顶点引入/优先从长边引入：确定外框引线的引入位置，共边线

上的引线永远从共边线起点引入。 
 引入长度：引线的长度 
 引入角度：从边引入时，引线与边的夹角。 
 在引入线起点添加小圆孔：在引线起点处切一个小圆孔 
 圆孔半径：切割的小圆孔半径值 
 
选项：选项参数决定了共边刀路的生成方式。 
 缺口大小：共边线与外框之间缺口的大小 
 切割顺序：单向表示所有共边线沿着同一方向切割；蛇形则相邻共边



 

CypNest 排样系统使用手册  18 

 

线切割方向不同 
 在共边线添加微连：在共边线上添加微连 
 微连离端点距离：微连处到共边线两端的距离 
 微连大小：微连的尺寸 

3.1.2 C 型共边 

这种切割方式针对『目』字形共边设计，要求所有共边线方向平行且等

长。 

该方式基本原理为，切割零件的 3条边，共边线留到切割下个零件时切

割。切割 2号零件时，1号零件才从板材上分离，有效避免撞头和抖动。  

C型共边非常适合切割 90°角矩形零件。 

引线：引线参数决定了每个轮廓起点位置引线的特征。 

 引入长度：引线长度 

 引入角度：引线和轮廓边的夹角 

 在引入线起点添加小圆孔：在引线起点处切一个小圆孔 
 圆孔半径：切割的小圆孔半径值 

 

选项：选项参数决定了共边刀路的生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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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口大小：刀路起点和终点与轮廓线的缺口大小 

3.1.3 单零件切割 

这种切割方式针对『田』字形共边设计。 

该方式基本原理为，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切割，共边线只切一次；在共边交

点位置向附近零件过切一定的距离，在切割其他零件时，从割缝处起刀，不再

穿孔。 

引线：只有第一个零件会添加引线，引线参数决定了该引线的特征。 

 优先从顶点引入/优先从长边引入：确定外框引线的引入位置，共边线

上的引线永远从共边线起点引入。 
 引入长度：引线的长度 
 引入角度：从边引入时，引线与边的夹角。 
 在引入线起点添加小圆孔：在引线起点处切一个小圆孔 
 圆孔半径：切割的小圆孔半径值 

 

选项：选项参数决定了共边刀路的生成方式。 

 过切距离：在共边线顶点位置，向其他零件过切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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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割顺序：阵列零件的切割顺序。蛇形表示切割按照 S形路线切割，单

向表示零件顺序只朝一个方向。 

 开光距离：开光点到过切点的距离，这个参数保证在割缝处开光。 

3.2 任意共边 

自动排样和手动排样的共边需要单独设置共边刀路。刀路设置方式与『共

边阵列』里的『单零件切割』方式相同。 

在完成共边以后，双击共边图形，会打开刀路设置的页面。在该页面先对

共边零件进行排序，排序完成后，点击『计算刀路』按钮，会弹出参数设置页

面，页面以及参数含义与『单零件切割』方式里参数完全相同。完成刀路计算

以后，可以手动添加微连和冷却点。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返回排样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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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加工设置 

4.1 图形工艺设置 

完成排版以后，可以通过『工艺设置』工具组内的工具修改排版结果。添

加方式与 CypCut软件相同。 

4.2 工艺的批量修改 

在完成排版以后，可以对相同的零件做工艺批量修改。目前支持的批量修

改内容包括『起点』，『微连』，『冷却点』。 

点击对应的功能以后，软件左侧会显示修改范围选择。 

单一零件：该修改只对一个零件生效，不会批量复制 

所有零件：A零件修改以后，将这个修改应用到当前排版所有 A零件上。 

相同角度：A零件修改以后，将这个修改应用到当前排版旋转角度相同的 A

零件上。 

框选：进行框选。A零件修改以后，将修改应用到框选范围内的所有相同 A

零件 

4.3 自动排序 

点击排序按钮 会弹出自动排序页面。 

CypDraw的自动排序分为零件间和零件内两部分组成。 

4.3.1 零件间排序 

智能排序：勾选了智能排序以后，会根据停靠点位置，零件排布情况，自

动分配最优的零件切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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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修改起点：在排序过程中，软件自动选择最优的外轮廓起点位置。可

以极大程度的避免切割路径经过已切割区域，防止撞头。 

栅格排序：如图所示，可以通过区域间距和划分方式，将整个板料进行分

区。区域和区域之间的空移方式由『路径类型』参数决定。选择『迂回』方

式，切割顺序是『S』形，相邻区域起始点相对；选择『Z』字形方式，切割顺

序是『Z』形，相邻区域的起始位置相同。 

间隔切割选项控制切割区域的选择。勾选后会将分割后的区域分成间隔的

两部分然后按照设置参数进行切割。 

比如停靠点在左下角时，路径类型为迂回。勾选了间隔切割后，会先按照

红色箭头所示路线切割完，然后再按照蓝色箭头所示进行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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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手动排序 

4.4.1 零件间排序 

点击 按钮，这时进入手动排序状态，所有零件填充颜色变为灰

色。零件旁会显示当前零件的加工序号。 

通过鼠标依次点击，即可修改零件之间的加工顺序。排序过的零件会显示

原始填充颜色。 

除此以外，可以通过鼠标框选的方式进行手动排序。零件顺序与鼠标框选

方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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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零件内排序 

点击 按钮，然后点击需要排序的零件。这时进入手动排序状态，所

选零件变成灰色。  
通过鼠标依次点击，即可修改轮廓的加工顺序。排序过的轮廓会绿色。 

 

除此以外，可以通过鼠标框选的方式进行手动排序。零件顺序与鼠标框选

方向相同。 

4.5 余料 

点击余料按钮后，界面会出现一个大的十字形虚线。通过鼠标在板材上移

动，线路贴近已排零件后，按下鼠标，会弹出余料参数页面。 

 余料留边：余料线与零件之间的间距 

 板材缺口：余料线与板材轮廓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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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料形状：生成余料线的类型。目前支持水平/竖直的直线，水平/竖

直的 T型，折线形和 L型，共 6种余料形状。 

4.6 加工工艺设置 

CypNest中工艺设置与 CypCut操作完全一致。进入工艺页面以后，可以设

置每个图层的切割速度，穿孔形式等加工参数，并且这些加工参数与报告中的

时间计算结果直接相关。 

同 CypCut一样，工艺参数同样支持从外部直接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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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导出加工 

5.1 加工报告 

点击生成报告按钮 后会弹出报告参数设置页面。CypNest支持 PDF和

Excel电子表格两种格式的排样报告。 

 

报告名称：保存报告时的文件名。 

报告格式：输出报告的格式。 

报告内容：输出的报告是否包含加工明细和报价信息。选择 PDF格式时，

报价单会作为单独的文件输出。 

内容选项： 

 显示零件列表：在报告里显示零件列表。 

 板材尺寸：『整板』显示在报告中的板材是按照设置板材的尺寸统计；

『板坯』在报告中的板材时按照已排零件外包围尺寸统计。 

报价参数：用来计算报价单中的材料重量以及成本价格。 

保存路径：报告文件的保存路径。 

排样报告分为 3个部分，分别是任务信息，零件列表和加工报告。为了报

告统计出来的时间真实可靠，请确保全局参数中的运动控制参数与实际加工机

床参数一致，否则时间计算可能会出现错误。 

任务信息包括板材概览和价格信息。板材概览显示每个加工程序用料的尺

寸，板材利用率，加工用时以及加工单价。而价格信息显示的整个加工任务的

价格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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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列表提供每个零件的编号，零件尺寸和加工数量。 

加工报告显示加工缩略图，缩略图里零件会显示零件编号，便于分拣。此

外，单板的加工价格，加工参数和零件表也会在加工报告中显示。 

5.2 推送加工 

推送加工需要数控系统支持。目前只有 CypCut 6.3.721.3 以上的版本可以

支持 CypNest推送任务进行加工。 

在推送前，需要将加工机床和排样电脑通过网络连接。 

点击 后，会弹出推送到机床窗口，在该窗口选择接收机床后，点击推

送，即可将排样任务推送到对应加工机床的加工列表中。 

所有设置过的图形工艺和加工工艺参数均会保存在推送文件中，无需在加

工机床上再设置。 

5.3 导出加工 

CypNest软件可以导出 2种加工格式，分别是打包的 nrp文件和 lxd文件。 

点击『导出加工』 按钮可以将所有的排样结果打包保存为 1个单独的

nrp文件，并在 CypCut加工系统中整体打开，目前仅支持 CypCut 6.3.712.6

版本以上的程序可以支持打开 nrp文件。 

在排样结果侧边栏选中要输出的排版后，可以通过 另存为 lxd。选择一

个文件夹以后，选中的排版会每个排版生成一个 lxd文件保存到该文件夹内，

供 CypCut软件加工。 

所有设置过的图形工艺和加工工艺参数均会保存在导出的加工程序中，无

需在加工机床上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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