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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機輸入模式的開始/結束 

1-1 移動到主機輸入模式 

 

圖 1-1.1 數據輸入畫面 

(1) 打開電源開關 

打開電源開關，歡迎畫面顯示之後，就會顯示出通常縫製模式的數據輸入畫面(如

圖 1-1.1所示)。 

 

(2) 顯示模式畫面 

為了從通常縫製模式移動到主機輸入模式，請在通常縫製畫面的數據輸入畫面顯示

狀態，按下『模式』按鈕，即可顯示出模式畫面(如圖 1-1.2所示)。 

 

『模式』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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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模式畫面 

(3) 選擇主機輸入模式 

按下『模式選擇』按鈕，以通常縫製模式選擇狀態      變換為主機輸入模式 

 

選擇狀態      。 

 

(4) 移動到主機輸入模式 

在選擇了主機輸入模式的狀態，按下『模式』按鈕之後，移動到主機輸入模式，顯

示『使用備份數據確認畫面』(如圖 1-1.3所示)。 

 

圖 1-1.3 使用備份數據確認畫面 

 

 

 

 

 
『模式選擇』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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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使用縫製數據 

按下『使用縫製數據』按鈕    之後，在使用備份數據的狀態下，顯示出主機輸入

模式標準畫面(如圖 1-1.4所示)。按下『執行』按鈕之後，變為新建數據。 

 

圖 1-1.4 主機輸入模式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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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回到通常縫製模式 
(1) 顯示模式畫面 

為了從主機輸入模式返回到縫製模式，請在標準畫面按『模式』按鈕，顯示出模式

畫面(如圖 1-1.5所示)。 

 

圖 1-1.5模式畫面 

(2) 選擇縫製模式 

按『模式選擇』按鈕，將從主機輸入模式選擇狀態變換成縫製模式選擇狀態。 

 

(3) 切換到縫製模式 

在選擇了縫製模式的狀態，按『模式』按鈕之後，顯示『縫製模式移動的確認畫面』

(如圖 1-1.6所示)。此時，按了『執行』按鈕之後，通常縫製模式的數據輸入畫面

將被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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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縫製模式移動的確認畫面 

 

※ 切換至通常縫製模式後，編輯中的數據會被清除；若需要編輯的數據，請在切

換之前進行存檔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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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操作/顯示 

說明有關主機輸入模式通用的操作和顯示。 

 
2-1 通用按鈕 
在主機輸入模式的各畫面進行通用的按鈕如下表所示。 

 

表 2-1.1 通用按鈕 

按鈕 按鈕名稱 內容 

 

『執行』按鈕 執行選擇的功能。 

數據變更畫面時，確定變更的數據。 

 

『取消』按鈕 關閉畫面 

數據變更畫面時，放棄變更中的數據。 

 

『上滾動』按鈕 向上方滾動按鈕或顯示。 

 

『下滾動』按鈕 向下方滾動按鈕或顯示。 

 

『復位』按鈕 進行異常的解除。 

 

 

『數字輸入』按鈕 十數字畫面被顯示，可以輸入數字。 

 

『上位置/上死點 

復位』按鈕 

把機針位置返回到上位置/上死點。 

(返回位置由縫紉機設定 (U042)) 

 

『座標直接指示』按

鈕 

座標直接指示畫面被顯示出來。 

 

十數字鍵 對應被按的十數字鍵的數字被輸入。+、 - 按鈕可

以增減被輸入的數值。 

 

移動鍵 可以向對應被按的移動鍵的方向移動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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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機輸入模式標準畫面 

 

圖 2-2.1 主機輸入模式的標準畫面 

 

主機輸入模式標準畫面的按鈕如下表所示。 

表 2-2.2 主機輸入模式標準畫面的按鈕 

按鈕 按鈕名稱 內容 

 

『讀取圖案』按鈕 圖案讀取畫面被顯示。 

 

『寫入圖案』按鈕 圖案寫入畫面被顯示。 

 

『座標直接指示』按

鈕 

座標直接指示畫面被顯示出來。 

 

『上位置/上死點 

復位』按鈕 

把機針位置返回到上位置/上死點。 

(返回位置由縫紉機設定 (U042)) 

 

『注釋輸入』按鈕 顯示注釋輸入畫面。 

 

『代碼一覽表』按鈕 顯示代碼一覽表畫面。 

 

『內容顯示』按鈕 顯示內容顯示畫面，顯示目前機針位置的詳細訊息。 

 

『試縫』按鈕 顯示試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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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 按鈕名稱 內容 

 

『後退送布』按鈕 從現在的機針位置後退移動 1 針。 

持續按一定的針數之後，則變為連續移動模式。 

 

『前進送布』按鈕 從現在的機針位置前進移動 1 針。 

持續按一定的針數之後，則變為連續移動模式。 

 

『圖形縮小』按鈕 以目前的圖形大小作縮小一倍。 

 

『圖形縮大』按鈕 以目前的圖形大小作縮大一倍。 

 

『原點復位』按鈕 將現在的機針位置返回到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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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內容 

(1) 絕對座標 表示從現在的機針位置到原點的絕對座標。 

(2) 速度 表示目前的點縫製速度或空傳送速度。 

(3) 間距 表示目前的要素縫製針跡長度。 

(4) 要素種類 表示目前的要素的要素種類。縫製數據時，顯示該要素種

類(空傳送、折線、自由曲線等)的圖示、機械控制命令時，

顯示該機械控制命令的種類(剪線等)的圖示。 

(5) 落針種類 表示有關落針位置的種類。 

 
圖案開頭 表示圖案的開始位置 

 
要素中途 表示是要素內的中途點 

 
頂點 表示是折線的頂點 

 
要素終端 表示是要素的終端位置 

 
圖案終端 表示是圖案的最終位置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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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選擇功能 
以下說明主機輸入模式的功能選擇順序。 

 

(1) 顯示代碼一覽表畫面 

在主機輸入模式的標準畫面，按了代碼一覽表按鈕之後，顯示代碼一覽表畫面(如

圖 2-3.1所示)。 

  

圖 2-3.1 代碼一覽表畫面 

(2) 選擇功能 

按了『上下滾動』按鍵(圖 2-3.1中的 C)，功能呼叫按鍵一覽表(圖 2-3.1中的 A)順

序的變換顯示。 

 

(3) 直接輸入功能代碼 

按了『功能代碼輸入』按鍵(圖 2-3.1中的 B)，顯示功能代碼輸入畫面(如圖 2-3.2

所示)，即可以直接輸入功能代碼。 

 

 

(B)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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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功能代碼輸入畫面 

 

用十數字鍵直接輸入功能代碼，或用+/-按鍵來選擇功能代碼。 

按了『搜尋』按鍵(圖 2-3.2中的 E)，在功能名稱顯示欄(圖 2-3.2中的 D)顯示輸入

的功能代碼有關的功能訊息。 

輸入想執行的功能代碼，按了『執行』按鍵之後，在輸入的功能被選擇的狀態返回

代碼一覽表畫面。 

 

(4) 執行功能 

在選擇了想執行功能的功能呼叫按鈕的狀態，按了『執行』按鍵之後，顯示該功能

的設定畫面。有關各設定畫面，請參照各功能的項目。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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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指定位置 
圖 2-4.1是在設定功能指定位置時被顯示的位置指定畫面。被選擇的功能代碼被顯示

到 (J)。 

 

圖 2-4.1 位置指定畫面 

(1) 按移動鍵 

現在機針位置顯示   向該方向移動，座標值顯示(圖 2-4.1中的 A)被更新。移動鍵

在按下期間向該方向移動，放開之後停止壓腳的移動。向目標位置移動，按了『通

過點』按鍵(圖 2-4.1中的 B)或『確定點』按鍵(圖 2-4.1中的 C)之後，該位置作為

形狀點或落針點被輸入。在 K上，輸入點數被顯示出來。『通過點』根據選擇的功

能規定有時不顯示。 

 

(2) 用移動鍵移動後，按『後退』按鈕 (圖 2-4.1中的 D) 

返回到上一個確定位置。輸入位置剛剛確定後按了此按鈕時，取消 1個確定的輸入

點，退回到這 1點前的輸入點。 

 

(3) 按『執行』按鈕 

外壓腳自動地退回到開始輸入的位置，用至此被輸入的輸入點進行演算，跟縱作成

的要素，移動到要素的最後，數據被插入。(可以選擇有無跟縱，有關詳細內容請

參照〝10. 結束方法選擇〞) 

在最後點的輸入時，按『執行』按鈕，可以省略按『確定點』按鈕。 

 

(4) 按『取消』按鈕 

輸入中的數據被放棄，返回到標準畫面。 

 

 

 

 

 

 

(A) 

(B) 

(C) 

(K) 

(D) 

(F)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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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座標直接指定』按鈕(圖 2-4.1中的 F) 

顯示『座標直接指定畫面』，可以直接指定座標。 

 

圖 2-4.2座標直接指定畫面 

在圖 2-4.2中的(A)上，當指定的座標超過設定可能範圍等的狀態後，顯示出警告圖

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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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順序例 

以下說明直至試縫的一連串的操作順序。有關詳細內容請參照各項目。 

 

3-1 圖案輸入 
使用輸入功能作成以下的圖案。 

 

 

(1) 輸入空傳送 

在標準畫面按『空傳送』按鍵(圖 3-1.1中的 A)，顯示出空傳送設定畫面(如圖 3-1.2

所示)。 

  

圖 3-1.1 標準畫面 

 

輸入點 

 X (mm) Y (mm) 

1 -14.0 10.0 

2 18.0 13.0 

3 11.0 -10.0 

4 0.0 5.0 

5 -17.0 -12.0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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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傳送設定畫面，按『執行』按鍵，顯示空傳送位置指定畫面。 

 

圖 3-1.2 空傳送設定畫面 

在空傳送位置指定畫面，使用移動鍵，讓機針位置移動到(1)，按『確定』按鍵(如

圖 3-1.3中的 B)，然後按『執行』按鍵。 

  

圖 3-1.3 空傳送位置指定畫面 

 

(2) 直線普通縫的輸入 

在標準畫面，按『代碼一覽表』按鍵(圖 3-1.1中的 B)，顯示出代碼一覽表畫面。 

在功能一覽表畫面，選擇直線普通縫(功能代碼 023)，然後再按『執行』按鍵。 

在直線普通縫設定畫面(如圖 3-1.4所示)，按『縫跡長度設定』按鍵，顯示出縫跡

長度設定畫面。 

按照“2”、“5”的順序按十數字鍵，然後按縫跡長度設定畫面的『執行』按鍵。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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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到直線普通縫設定畫面，確認『縫跡長度設定』按鍵的顯示為“2.0 mm”，然

後按『執行』按鍵。 

 

圖 3-1.4 直線普通縫設定畫面 

在直線普通縫位置指定畫面，按移動鍵，讓機針位置從(1)移動到(2)，然後按『確

定』按鍵(圖 3-1.5中的 A)，反複進行此操作，一直輸入到(5)的位置，然後按『執

行』按鍵。 

 

  

圖 3-1.5 直線普通縫位置指定畫面 

 

(3) 剪線的輸入 

在標準晝面，按『剪線』按鍵(圖 3-1.1中的 C)，顯示出剪線確認畫面(如圖 3-1.6

(1) 

(5) (3) 

(2) 

(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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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圖 3-1.6 剪線確認畫面 

 

按『執行』按鍵，在(5)的位置輸入剪線。 

通過以上的操作，如圖 3-1.7所示的圖案被作成。 

 

圖 3-1.7 標準畫面 – 新建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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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試縫 
使用輸入功能，通過試縫作成的圖案或讀出的數據來確認形狀等。 

 

(1) 顯示試縫準備畫面 

按標準畫面的『試縫』按鍵    ，顯示出試縫準備畫面(如圖 3-2.1所示)。 

 

圖 3-2.1 試縫準備畫面 

(2) 顯示試縫縫製畫面 

按了『縫製準備』按鍵之後，顯示出試縫縫製畫面(如圖 3-2.2所示)。在此畫面，

進行通常的縫紉機操作，可以試縫圖案數據。 

 

圖 3-2.2 試縫縫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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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返回標準畫面 

在試縫縫製畫面，按『縫製準備』按鍵之後，返回試縫準備畫面。按下『取消』按

鍵之後，返回主機輸入模式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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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圖案修正 
修正“3-1 圖案輸入”作成的圖案數據。 

 

(1) 點刪除 

在標準畫面，使用前進‧後退按鍵送布(圖 3-3.1中的 A)，讓機針位置移動至 E的

位置。 

  

圖 3-3.1 標準畫面 

從功能代碼一覽表中選擇絕對點刪除(功能代碼 074)，顯示出範圍指定畫面。 

  

圖 3-3.2 範圍指定畫面 

 

刪除複數的落針點時，按『前進』按鍵(圖 3-3.2中的 A)，讓機針位置在刪除的點

 

(A)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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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移動進行指定。此時，僅指定 E點，然後按『執行』按鍵。 

如圖 3-3.3所示，可以確定 E點已被刪除。 

 

圖 3-3.3 絕對點刪除後的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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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圖案寫入 
把作成的圖案數據寫入記憶媒體。 

 

(1) 顯示圖案寫入畫面 

按標準畫面的『寫入』按鍵    ，顯示圖案寫入畫面(如圖 3-4.1所示)。 

 

圖 3-4.1 圖案寫入畫面 

 

(2) 選擇圖案號碼 

在圖案寫入畫面，按十數字鍵或+/-按鍵，設定圖案號碼。 

 

(3) 寫入圖案 

按『執行』按鍵之後，開始向記憶媒體寫入。寫入結束之後，顯示標準畫面。 

指定的寫入對象圖案號碼若存在的話，則會顯示重寫確認畫面，此時按『執行』按

鍵之後，開始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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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圖案讀入 
讀入寫入記憶媒體的圖案數據。 

 

(1) 顯示圖案讀入畫面 

按標準畫面的『讀入』按鍵    ，顯示圖案讀入畫面(如圖 3-5.1所示)。 

  

圖 3-5.1 圖案讀入畫面 

 

(2) 選擇圖案 

按想讀入的圖案號碼的圖案按鍵(如圖 3-5.1中 A按鍵所示)。 

 

(3) 讀入圖案 

按『執行』按鍵之後，開始圖案的讀入，圖案讀入結束之後，返回標準畫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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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圖案的輸入內容 

4-1 普通縫製 
4-1-1 空傳送 (020) 

不驅動縫紉機而讓壓腳移動到指定的位置。 

 

(1) 顯示空傳送設定畫面 

在主機輸入標準畫面中，按『空傳送』按鍵(如圖 4-1-1.1中的 A按鍵)，或者在

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空傳送(功能代碼 020 )，然後執行之後，即可顯示空傳

送設定畫面(如圖 4-1-1.2)。 

 

圖 4-1-1.1 標準畫面 

 

圖 4-1-1.2 空傳送設定畫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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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定空傳送的速度 

在空傳送設定畫面上，按了『空傳送速度設定』按鍵之後，顯示空傳送速度設

定畫面。設定之後，或者不需要變更時，按『執行』按鍵之後，顯示坐標輸入

畫面。 

 

(3) 移動機針位置/輸入位置 

按坐標輸入畫面中的移動鍵，讓機針位置向指定方向移動。在按下移動鍵期間，

機針位置連續移動。移動到指定的位置，按了『確定點』按鍵(如圖 4-1-1.3中

的 C鍵)之後，該位置作為形狀點被輸入。 

 

圖 4-1-1.3 坐標輸入畫面 

(4) 結束空傳送的設定 

按了『執行』按鍵之後，設定的數據被輸入，然後返回主機輸入標準畫面。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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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直線普通縫 (023) 

指定 1點之後，連接該點和機針位置的直線用指定的縫跡長度被輸入。 

 

(1) 顯示直線普通縫的設定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直線普通縫(功能代碼 023 )，然後執行之後，即可顯

示直線普通縫設定畫面(如圖 4-1-2.1所示)。 

 

圖 4-1-2.1 直線普通縫設定畫面 

 

(2) 設定直線普通縫 

在直線普通縫設定畫面，縫跡長度輸入按鍵(如圖 4-1-2.1中的 A鍵)上顯示現在

的縫跡長度設定值，縫製速度輸入按鍵(如圖 4-1-2.1中的 B鍵)上顯示現在的縫

製速度設定值。設定之後，或者不需要變更時，按『執行』按鍵之後，顯示坐

標輸入畫面。 

 

圖 4-1-2.2 坐標輸入畫面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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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動機針位置/輸入位置 

按坐標輸入畫面中的移動鍵，讓機針位置向指定方向移動。在按下移動鍵期間，

機針位置連續移動。移動到指定的位置，按了『確定點』按鍵(如圖 4-1-2.1中

的 C鍵)之後，該位置作為形狀點被輸入。 

 

(4) 結束直線普通縫的設定 

按了『執行』按鍵之後，設定的數據被輸入，然後返回主機輸入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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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自由曲線普通縫 (024) 

使用自由曲線普通縫，可以簡單地輸入圓滑的曲線。 

 

(1) 顯示自由曲線普通縫設定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直線普通縫(功能代碼 024 )，然後執行之後，即可顯

示自由曲線普通縫設定畫面(如圖 4-1-3.1所示)。 

 

圖 4-1-3.1 自由曲線普通縫設定畫面 

 

(2) 設定自由曲線普通縫 

在自由曲線普通縫設定畫面，縫跡長度輸入按鍵(如圖 4-1-3.1中的 A鍵)上顯示

現在的縫跡長度設定值，縫製速度輸入按鍵(如圖 4-1-3.1中的 B鍵)上顯示現在

的縫製速度設定值。設定之後，或者不需要變更時，按『執行』按鍵之後，顯

示坐標輸入畫面。 

 

圖 4-1-3.2 坐標輸入畫面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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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動機針位置/輸入位置 

按坐標輸入畫面中的移動鍵，讓機針位置向指定方向移動。在按下移動鍵期間，

機針位置連續移動。移動到指定的位置，按了『通過點』按鍵(如圖 4-1-3.2中

的 C鍵)之後，該位置作為形狀點被輸入；按了『確定點』按鍵(如圖 4-1-3.2中

的 D鍵)之後，該位置作為角點被輸入。 

 

(4) 結束自由曲線普通縫的設定 

按了『執行』按鍵之後，設定的數據被輸入，然後返回主機輸入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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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圖弧普通縫 (025) 

指定 2點之後，連接該點和機針位置的圓弧以指定的縫跡長度被輸入。縫製方

向為指定點的序，左轉、右轉都可以輸入。 

 

(1) 顯示圓弧普通縫設定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圓弧普通縫(功能代碼 025 )，然後執行之後，即可顯

示圓弧普通縫設定畫面(如圖 4-1-4.1所示)。 

 

圖 4-1-4.1 圓弧普通縫設定畫面 

(2) 設定圓弧普通縫 

在圓弧普通縫設定畫面，縫跡長度輸入按鍵(如圖 4-1-4.1中的 A鍵)上顯示現在

的縫跡長度設定值，縫製速度輸入按鍵(如圖 4-1-4.1中的 B鍵)上顯示現在的縫

製速度設定值。設定之後，或者不需要變更時，按『執行』按鍵之後，顯示坐

標輸入畫面(如圖 4-1-4.2所示)。 

 

圖 4-1-4.2 坐標輸入畫面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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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動機針位置/輸入位置 

按坐標輸入畫面中的移動鍵，讓機針位置向指定方向移動。在按下移動鍵期間，

機針位置連續移動。移動到指定的位置，按了『確定點』按鍵(如圖 4-1-4.2中

的 C鍵)之後，該位置作為形狀點被輸入。 

 

(4) 結束圓弧普通縫的設定 

按了『執行』按鍵之後，設定的數據被輸入，然後返回主機輸入標準畫面。 

 

※ 輸入點數必須為 2點，3點以上不能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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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圓弧普通縫 (026) 

指定 2點之後，連接該點和機針位置的圓以指定的縫跡長度被輸入。縫製方向

為指定點的序，左轉、右轉都可以輸入。 

 

(1) 顯示圖普通縫設定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圓普通縫(功能代碼 026 )，然後執行之後，即可顯示

圓普通縫設定畫面(如圖 4-1-5.1所示)。 

 

圖 4-1-5.1 圓普通縫設定畫面 

(2) 設定圓普通縫 

在圓普通縫設定畫面，縫跡長度輸入按鍵(如圖 4-1-5.1中的 A鍵)上顯示現在的

縫跡長度設定值，縫製速度輸入按鍵(如圖 4-1-5.1中的 B鍵)上顯示現在的縫製

速度設定值。設定之後，或者不需要變更時，按『執行』按鍵之後，顯示坐標

輸入畫面。 

 

圖 4-1-5.2 坐標輸入畫面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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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動機針位置/輸入位置 

按坐標輸入畫面中的移動鍵，讓機針位置向指定方向移動。在按下移動鍵期間，

機針位置連續移動。移動到指定的位置，按了『確定點』按鍵(如圖 4-1-5.2中

的 C鍵)之後，該位置作為形狀點被輸入。 

 

(4) 結束圓普通縫的設定 

按了『執行』按鍵之後，設定的數據被輸入，然後返回主機輸入標準畫面。 

 

※ 輸入點數必須為 2點，3點以上不能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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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點縫 (021) 

直接 1針 1針地輸入落針點時使用。 

 

(1) 顯示點縫設定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點縫(功能代碼 021 )，然後執行之後，即可顯示點縫

設定畫面(如圖 4-1-6.1所示)。 

 

圖 4-1-6.1 點縫設定畫面 

(2) 設定點縫 

在點縫設定畫面，縫製速度輸入按鍵(如圖 4-1-6.1中的 A鍵)上顯示現在的縫製

速度設定值。設定之後，或者不需要變更時，按『執行』按鍵之後，顯示坐標

輸入畫面(如圖 4-1-6.2所示)。 

 

圖 4-1-6.2 坐標輸入畫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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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動機針位置/輸入位置 

按坐標輸入畫面中的移動鍵，讓機針位置向指定方向移動。在按下移動鍵期間，

機針位置連續移動。移動到指定的位置，按了『確定點』按鍵(如圖 4-1-6.2中

的 B鍵)之後，該位置作為落針點被輸入。 

 

(4) 結束點縫的設定 

按了『執行』按鍵之後，設定的數據被輸入，然後返回主機輸入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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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普通縫 (022) 

可以輸入直線普通縫和自由曲線普通縫。 

 

(1) 顯示普通縫設定畫面 

在主機輸入標準畫面中，按『普通縫』按鍵(如圖 4-1-7.1中的 A鍵)，或者在代

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普通縫(功能代碼 022 )，然後執行之後，即可顯示普通縫

設定畫面(如圖 4-1-7.2所示)。 

 

圖 4-1-7.1 標準畫面 

 

圖 4-1-7.2 普通縫設定畫面 

(2) 設定普通縫 

在普通縫設定畫面上，縫跡長度輸入按鍵(如圖 4-1-7.2中的 B鍵)上顯示現在的

縫跡長度設定值，縫製速度輸入按鍵(如圖 4-1-7.2中的 C鍵)上顯示現在的縫製

速度設定值。設定之後，或者不需要變更時，按『執行』按鍵之後，顯示坐標

輸入畫面。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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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位置 

按坐標輸入畫面中的移動鍵，讓機針位置向指定方向移動。按『確定點』按鍵(如

圖 4-1-7.3中的 F鍵)之後，直線普通縫的形狀點被輸入。按『通過點』按鍵(如

如圖 4-1-7.3中的 E鍵)之後，自由曲線普通縫的形狀點被輸入。 

 

圖 4-1-7.3 坐標輸入畫面 

(4) 結束普通縫的設定 

按了『執行』按鍵之後，設定的數據被輸入，然後返回主機輸入標準畫面。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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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曲折縫 (030 ~ 033) 
這時對於輸入基準線，製作向左右方向曲折的落針點的輸入功能。進行運動附徽章

等的曲折縫時非常方便。曲折縫有以下 4種： 

� 直線曲折縫 (030) 

� 自由曲線曲折縫 (031) 

� 圓弧曲折縫 (032) 

� 圓曲折縫 (033) 

 

(1) 顯示直線曲折縫設定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直線曲折縫(功能代碼 030)，執行之後，顯示直線

曲折縫設定畫面(如圖 4-2.1所示)。 

 

圖 4-2.1 直線曲折縫設定畫面 

(2) 設定直線曲折縫 

在直線曲折縫設定畫面上，在曲折間隔輸入按鍵(圖 4-2.1中的 A鍵)上顯示現在

的曲折間隔設定值，在曲折寬度輸入按鍵(圖 4-2.1中的 B鍵)上顯示現在的曲折

寬度設定值，在縫製速度輸入按鍵(圖 4-2.1中的 D鍵)上顯示現在的縫製速度設

定值。 

按想變更設定的項目按鍵之後，顯示該設定值的輸入畫面，各項目的輸入畫面

的設定方法與直線普通縫相同。 

用開始方法選擇按鍵(圖 4-2.1中的 C鍵)可以指定曲折縫的開始位置和開始方

向。 

設定後，或不需要變更時，按執行按鍵之後，顯示坐標輸入畫面(如圖 4-2.2所

示)。 

 

(3) 移動機針位置/輸入位置 

按坐標輸入畫面中的移動鍵，讓機針位置向指定方向移動。移動到指定的位置，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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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了『確定點』按鍵(圖 4-2.2中的 E鍵)之後，該位置作為形狀點被輸入。 

 

圖 4-2.2 坐標輸入畫面 

 

(4) 結束直線曲折縫的設定 

按了『執行』按鍵之後，設定的數據被輸入，然後返回主機輸入標準畫面。 

 

表 4-2.3 曲折縫開始方法一覽 

No. 按鍵 開始方向種類 內容 

1 

 

基準中心左側方

向 

以基準線作為曲折縫寬度的中心，從左側向前

進方向開始縫製，形成曲折縫形狀的縫跡。 

2 

 

基準線左側方向 以基準線作為曲折縫寬度的右端，從左側向前

進方向開始縫製，形成曲折縫形狀的縫跡。 

3 

 

基準中心右側方

向 

以基準線作為曲折縫寬度的中心，從右側向前

進方向開始縫製，形成曲折縫形狀的縫跡。 

4 

 

基準線右側方向 以基準線作為曲折縫寬度的左端，從右側向前

進方向開始縫製，形成曲折縫形狀的縫跡。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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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偏移縫 (034 ~ 037) 
這時製作對於輸入基準線偏移任意的一定距離的落針點的輸入功能。在縫小物等以

小物的外圍為基準輸入是非常方便。偏移縫有以下 4種： 

� 直線偏移縫 (034) 

� 自由曲線偏移縫 (035) 

� 圓弧偏移縫 (036) 

� 圓偏移縫 (037) 

 

(1) 顯示直線偏移縫設定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直線偏移縫(功能代碼 034)，執行之後，顯示直線

偏移縫設定畫面(如圖 4-3.1所示)。 

 

圖 4-3.1 直線偏移縫設定畫面 

(2) 設定直線偏移縫 

在直線偏移縫設定畫面上，在縫跡長度輸入按鍵(圖 4-3.1中的 A鍵)上顯示現在

的縫跡長度設定值，在偏移寬度輸入按鍵(圖 4-3.1中的 B鍵)上顯示現在的偏移

寬度設定值，在縫製速度輸入按鍵(圖 4-3.1中的 C鍵)上顯示現在的縫製速度設

定值。 

按想變更設定的項目按鍵之後，顯示該設定值的輸入畫面，各項目的輸入畫面

的設定方法與直線普通縫相同。 

用縫製方向按鍵(圖 4-3.1中的 D鍵)可以指定偏移縫的縫製方向。 

設定後，或不需要變更時，按執行按鍵之後，顯示坐標輸入畫面。 

 

(3) 移動機針位置/輸入位置 

按坐標輸入畫面中的移動鍵，讓機針位置向指定方向移動。移動到指定的位置，

按了『確定點』按鍵(圖 4-3.2中的 E鍵)之後，該位置作為形狀點被輸入。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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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坐標輸入畫面 

(4) 結束直線偏移縫的設定 

按了『執行』按鍵之後，設定的數據被輸入，然後返回主機輸入標準畫面。 

 

 

其他形狀的偏移縫的設定方法也同直線偏移縫相同；各縫製的座標輸入方法與普通

縫相同。 

 

表 4-3.3 偏移縫製作方向一覽 

No. 按鍵 開始方向種類 內容 

1 

 

縫製方向左 從左側向前方向縫製。 

2 

 

縫製方向右 從右側向前方向縫製。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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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二重縫 
這時製作對於輸入基準線偏移任意的一定距離的落針點的輸入功能。 

 

4-4-1 雙重順縫 (040 ~ 043) 

與目前輸入點構成縫製圖形相同方向的偏移圖形的縫製。順向二重縫有以下 4

種 

� 直線雙重順縫(040) 

� 自由曲線雙重順縫(041) 

� 圓弧雙重順縫(042) 

� 圓雙重順縫(043) 

 

(1) 顯示直線雙重順縫設定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直線雙重順縫(功能代碼 040)，執行之後，顯示直

線雙重順縫設定畫面(如圖 4-4-1.1所示)。 

 

圖 4-4-1.1 直線雙重順縫設定畫面 

(2) 設定直線雙重順縫 

在直線雙重順縫設定畫面上，在縫跡長度輸入按鍵(圖 4-4-1.1中的 A鍵)上顯示

現在的縫跡長度設定值，在二重寬度輸入按鍵(圖 4-4-1.1中的 B鍵)上顯示現在

的二重寬度設定值，在縫製速度輸入按鍵(圖 4-4-1.1中的 C鍵)上顯示現在的縫

製速度設定值。 

按想變更設定的項目按鍵之後，顯示該設定值的輸入畫面，各項目的輸入畫面

的設定方法與直線普通縫相同。 

用縫製方向按鍵(圖 4-4-1.1中的 D鍵)可以指定二重縫的縫製方向。 

設定後，或不需要變更時，按執行按鍵之後，顯示座標輸入畫面(如圖 4-4-1.2

所示)。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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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動機針位置/輸入位置 

按座標輸入畫面中的移動鍵，讓機針位置向指定方向移動。移動到指定的位置，

按了『確定點』按鍵(圖 4-4-1.2中的 E鍵)之後，該位置作為形狀點被輸入。 

 

圖 4-4-1.2 座標輸入畫面 

(4) 結束直線雙重順縫的設定 

按了『執行』按鍵之後，設定的數據被輸入，然後返回主機輸入標準畫面。 

 

※ 圓弧、圓時，請注意寬度如果大於圓的半徑的話，就不能得到漂亮的縫製圖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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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雙重倒縫 (044 ~ 047) 

與目前輸入點構成縫製圖形相反方向的偏移圖形的縫製。雙重倒縫有以下 4種 

� 直線雙重倒縫 (044) 

� 自由曲線雙重倒縫 (045) 

� 圓弧雙重倒縫 (046) 

� 圓雙重倒縫 (047) 

 

(1) 顯示直線雙重倒縫設定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直線雙重倒縫(功能代碼 044)，執行之後，顯示直

線雙重倒縫設定畫面(如圖 4-4-2.1所示)。直線雙重倒縫的設定方法與直線順向

二次縫的設定方法相同。 

 

 

圖 4-4-2.1 直線雙重倒縫設定畫面 

 

※ 圓弧、圓時，請注意寬度如果大於圓的半徑的話，就不能得到漂亮的縫製圖案。 
  



 

45 
  

4-4-3 重疊倒縫 (050 ~ 053) 

與目前輸入點構成縫製圖形相反方向的縫製。重疊倒縫有以下 4種 

� 直線重疊倒縫 (050) 

� 自由曲線重疊倒縫 (051) 

� 圓弧重疊倒縫 (052) 

� 圓重疊倒縫 (053) 

 

(1) 顯示直線重疊倒縫設定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直線重疊倒縫(功能代碼 050)，執行之後，顯示

直線重疊倒縫設定畫面(如圖 4-4-3.1所示)。 

 

圖 4-4-3.1 直線重疊倒縫設定畫面 

(2) 設定直線重疊倒縫 

在直線重疊倒縫設定畫面上，在縫跡長度輸入按鍵(圖 4-4-3.1中的 A鍵)上顯示

現在的縫跡長度設定值，在縫製速度輸入按鍵(圖 4-4-3.1中的 B鍵)上顯示現在

的縫製速度設定值。 

按想變更設定的項目按鍵之後，顯示該設定值的輸入畫面，各項目的輸入畫面

的設定方法與直線普通縫相同。 

設定後，或不需要變更時，按執行按鍵之後，顯示座標輸入畫面(如圖 4-4-3.2

所示)。 

 

(3) 移動機針位置/輸入位置 

按座標輸入畫面中的移動鍵，讓機針位置向指定方向移動。移動到指定的位置，

按了『確定點』按鍵(圖 4-4-3.2中的 C鍵)之後，該位置作為形狀點被輸入。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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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2 座標輸入畫面 

(4) 結束重疊倒縫的設定 

按了『執行』按鍵之後，設定的數據被輸入，然後返回主機輸入標準畫面。 

 

 

其他形狀的重疊倒縫的設定方法也與直線重疊倒縫相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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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機械控制命令 
機械控制命令在目前落針點輸入各種控制命令。 

 

4-5-1 剪線 (001) 

在圖形數據中，可以任意地剪線。 

 

(1) 選擇剪線 

在功能一覽表畫面上，選擇剪線(功能代碼 001 )，實行之後，如圖 4-5-1.1被顯

示出來。 

 

(2) 輸入剪線 

在圖 4-5-1.1中按『執行』按鍵之後，剪線被輸入，然後返回到標準畫面。 

 

圖 4-5-1.1 剪線的警告畫面 

 

4-5-2 第 2原點 (002) 

以原點到開始縫點之間設定第 2原點，可以規定縫製動作開始前的機針位置。第

2原點僅在空傳送中途可以設定。 

 

(1) 在空傳送圖案上的 1點，設置現在的機針位置 

 

(2) 選擇第 2原點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第 2原點(功能代碼 002)，執行之後，圖 4-5-2.1被

顯示出來。 

 

(3) 輸入第 2原點 

在圖 4-5-2.1中按『執行』按鍵之後，第 2原點被輸入，然後返回到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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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1 第 2原點的警告畫面 

 

※ 放大/縮小時，以原點到第 2原點的路徑不能放大/縮小。 
 

4-5-3 中途停止 (003) 

輸入中途停止命令。 

 

(1) 選擇中途停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第 2原點(功能代碼 002)，執行之後，圖 4-5-3.1被

顯示出來。 

 

圖 4-5-3.1 中途停止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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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停止狀態 

表 4-5-3.2 中途停止時，壓腳狀態設定 

按鈕顯示 停止位置 

 

壓腳上升位置 

 

壓腳下降位置 

 

表 4-5-3.3 中途停止時，機針狀態設定 

按鈕顯示 停止位置 

 

上死點 

 

上位置 

 

下位置 

 

(3) 輸入中途停止 

在圖 4-5-3.1中按『執行』按鍵之後，中途停止被輸入，然後返回到標準畫面。 

 

※ 縫製結束或空傳送前，在下位置設定了機針位置之後，縫製時出現上位置異常。 
※ 在縫紉機停止狀態，機針停止指示為無效，則機針位置不會變更。 

 
4-5-4 縫紉機運轉一周 (006) 

輸入縫紉機運轉一周命令。 

 

(1) 選擇縫紉機運轉一周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縫紉機運轉一周(功能代碼 006)，執行之後，圖 4-5-4.1

被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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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1 縫紉機運轉一周的警告訊息 

(2) 輸入縫紉機運轉一周 

在圖 4-5-4.1中按『執行』按鍵之後，縫紉機運轉一周被輸入，然後返回到標準

畫面。 

 

4-5-5 記號 1、記號 2 (008、009) 

在圖形內作記號。 

 

(1) 選擇記號 1、記號 2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記號 1 (功能代碼 008)、選擇記號 2 (功能代碼 009)，

執行之後，圖 4-5-5.1被顯示出來。 

 

圖 4-5-5.1記號 1、記號 2的警告訊息 

 

(2) 輸入記號 1、記號 2 

在圖 4-5-5.1中按『執行』按鍵之後，記號 1、記號 2被輸入，然後返回到標準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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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第 3線張力 (007) 

輸入第 3線張力命令，可設定是否要啟動第 3線張力。 

 

(1) 選擇第 3線張力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第 3線張力(功能代碼 007)，執行之後，圖 4-5-6.1

被顯示出來。 

 

圖 4-5-6.1第 3線張力的設定畫面 

(2) 設定第 3線張力的ON/OFF 

 

(3) 輸入第 3線張力 

在圖 4-5-6.1中按『執行』按鍵之後，第 3線張力被輸入，然後返回到標準畫面。 

 

4-5-7 延遲 (010) 

可以設定縫點間的延遲時間 ( 0 ~ 65000 ms)。 

 

(1) 選擇延遲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延遲(功能代碼 010)，執行之後，圖 4-5-7.1被顯示

出來。 

 

(2) 輸入延遲值 

在圖 4-5-7.1中，用十數字鍵與+/-按鍵設定延遲值，按『執行』按鍵之後，設定

的延遲值被輸入，然後返回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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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7.1延遲的設定畫面 

 

4-5-8 外部輸入 (011) 

等待從縫紉機主機的輸入端子的訊號。若等待時間設定為 0，則會一直等待輸入

端子訊號為設定值，才會繼續縫製。 

 

(1) 選擇外部輸入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外部輸入(功能代碼 011)，執行之後，圖 4-5-8.1被

顯示出來。 

 

圖 4-5-8.1 外部輸入設定畫面 

(2) 設定輸入端子號碼 

在圖 4-5-8.1中，用十數字鍵與+/-按鍵設定輸入端子號碼(圖 4-5-8.1中的A鍵)，

設定輸入端子的 ON/OFF狀態(圖 4-5-8.1中的 B鍵)。 

 

(3) 輸入等待時間 

在圖 4-5-8.1中的 C鍵，可以輸入等待時間，按『執行』按鍵之後，外部輸入被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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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然後返回標準畫面。 

 

4-5-9 外部輸出 (012) 

可以向縫紉機主機的輸出端子輸出訊號。 

 

(1) 選擇外部輸出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外部輸出(功能代碼 012)，執行之後，圖 4-5-9.1被

顯示出來。 

 

圖 4-5-9.1 外部輸入設定畫面 

 

(2) 設定輸出端子號碼 

在圖 4-5-9.1中，用十數字鍵與+/-按鍵設定輸出端子號碼(圖 4-5-9.1中的A鍵)，

設定輸出端子的 ON/OFF狀態(圖 4-5-9.1中的 B鍵) ，按『執行』按鍵之後，

外部輸入被輸入，然後返回標準畫面。 

 

4-5-10 翻轉點 (005) 

在壓腳翻轉設定中，只有在把鏡像狀態設定為任意鏡像後，才可以輸入鏡像點。 

 

(1) 選擇翻轉點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翻轉點(功能代碼 005)，執行之後，圖 4-5-10.1被顯

示出來。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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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0.1 翻轉點的警告訊息 

(2) 設定翻轉點 

在圖 4-5-11.1中，按『執行』按鍵之後，翻轉點被輸入，然後返回標準畫面。 

 

※ 若縫點的要素種類為剪線，則不能設定為鏡像點。 
 

4-5-11 縫紉機停止 (019) 

輸入縫紉機停止指令。 

 

(1) 選擇縫紉機停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縫紉機停止(功能代碼 019)，執行之後，圖 4-5-11.1

被顯示出來。 

 

圖 4-5-11.1 縫紉機停止設定畫面 

(2) 指定停止狀態 

在圖 4-5-11.1中 A鍵選擇停止時的機針位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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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縫紉機停止 

在圖 4-5-14.1中，按『執行』按鍵之後，縫紉機停止被輸入，然後返回標準畫

面。 

表 4-5-11.2 停止時的機針位置 

按鈕顯示 停止位置 

 

上死點 

 

上位置 

 

下位置 

 

4-5-12 刪除機械控制命令 (059) 

刪除目前位置的機械控制命令(第 2 原點、中途停止、剪線等)。 

 

(1) 選擇刪除機械控制命令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刪除機械控制命令(功能代碼 059)，執行之後，圖

4-5-12.1被顯示出來。 

 

圖 4-5-12.1 刪除機械控制命令的警告訊息 

 

(2) 實行刪除機械控制命令 

在圖 4-5-12.1中，按『執行』按鍵之後，刪除機械控制命令被輸入，然後返回

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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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3 縫製速度 (092) 

設定縫製速度，直至有下一個縫製速度指令，此值有效。 

 

(1) 選擇縫製速度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縫製速度(功能代碼 092)，執行之後，圖 4-5-13.1被

顯示出來。 

 

圖 4-5-13.1 縫製速度的設定畫面 

(2) 設定縫製速度 

在圖 4-5-13.1中，用十數字鍵和+/-按鍵設定縫製速度，然後按『執行』按鍵之

後，縫製速度被輸入，然後返回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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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自動倒縫 (064) 
編製包括現在點的要素的開始縫製、結束縫製或兩者指定針數的 Z 型或 V 型的倒

縫。 

 

(1) 選擇自動倒縫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自動倒縫(功能代碼 064)，執行之後，顯示自動倒

縫設定畫面(如圖 4-6.1所示)。 

 

圖 4-6.1 自動倒縫設定畫面 

(2) 設定自動倒縫 

在自動倒縫設定畫面，在開始縫製針數設定按鍵(圖 4-6.1中的 A鍵)上顯示目前

的開始縫製針數設定值。在結束縫製針數設定按鍵(圖 4-6.1中的 B鍵)上顯示目

前的結束縫製針數設定值。 

按想變更設定的項目按鍵之後，該設定值的輸入畫面被顯示。 

用倒縫類型選擇按鍵(圖 4-6.1中的 C鍵和 D鍵)可以指定倒縫類型。 

設定後、或需要變更時，按『執行』按鍵後，返回到標準畫面。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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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縮縫 (065) 
變更包括現在點的要素的開始縫製、結束縫製或兩者的指定針數為指定間隔。 

 

(1) 選擇縮縫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縮縫(功能代碼 065)，執行之後，顯示縮縫設定畫

面(如圖 4-7.1所示)。 

 

圖 4-7.1 縮縫設定畫面 

(2) 設定縮縫 

在密集縫設定畫面，在開始縫製針數設定按鍵(圖 4-7.1中的 A鍵)上顯示目前的

開始縫製針數設定值；在結束縫製針數設定按鍵(圖 4-7.1中的 B鍵)上顯示目前

的結束縫製針數設定值；在針跡間隔設定按鍵(圖 4-7.1中的 C鍵)上，顯示目前

的針跡間隔設定值。 

按想變更設定的項目按鍵之後，該設定值的輸入畫面被顯示。 

設定後、或需要變更時，按『執行』按鍵後，返回到標準畫面。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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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重疊縫 (066) 
編製在現在的點後，被指定針數重疊縫數據。 

 

(1) 選擇重疊縫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上，選擇重疊縫(功能代碼 066)，執行之後，顯示重疊縫設

定畫面(如圖 4-8.1所示)。 

 

圖 4-8.1 重疊縫設定畫面 

 

(2) 設定重疊縫 

按『後退送』按鍵(圖 4-8.1中的 A鍵)、『前進送』按鍵(圖 4-8.1中的 B鍵)之後，

可以跟蹤落針點。按『執行』後，編成作為對象設定的重疊縫要素，然後返回

到標準畫面。 

 

※ 個數為 2(含)以上，才可以按『確定』按鍵。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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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關於角點(自由曲線縫、普通縫) 
角點是自由曲線縫的 2個形狀點重疊的點，表示 1個自由曲線的終點。在自由曲線

縫輸入中，『執行』按鍵和『確定點』按鍵(圖 4-9.1中的 B鍵)被按的點變為角點。 

 

(1) 在自由曲線普通縫中輸入角點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自由曲線普通縫(功能代碼 024)，輸入自由曲線普通縫

的座標。用『通過點』(圖 4-9.1中的 A鍵)輸入①、②、④點；用『確定點』(圖

4-9.1中的 B鍵)輸入③點；用『執行』輸入⑤點。③點和⑤點變為角點。在輸

入角點的③點，自由曲線就完成，到下一個角點⑤變為新的自由曲線，結果如

圖 4-9.2所示。 

 

圖 4-9.1 輸入自由曲線普通縫的座標 

 

圖 4-9.2自由曲線普通縫的結果 

(A) 
 

(B)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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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圖形的修正 

進行圖形的修正時，請在標準晝面的『後退送』按鍵或『前進送』按鍵把機針位置移動

到要進行修正的位置。 

 

5-1 點修正 
5-1-1 點刪除 (070、074) 

刪除指定區間的圖形數據，以機針落點為單位。根據是否移動刪除點後的圖形數據，

分為相對點刪除(070)和絕對點刪除(074)兩種方法。 

點刪除不僅可以刪除使用點縫輸入功能作成的圖形數據，也可以刪除使用直線縫等

功能輸入的圖形數據。 

 

(1) 選擇相對點刪除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相對點刪除(功能代碼 070)，然後實行。 

 

(2) 指定相對點刪除範圍 

按『後退送』按鍵(圖 5-1-1.1中 A)或『前進送』按鍵(圖 5-1-1.1中 B)，移動機

針位置，指定刪除點的區間，然後按『執行』按鍵。 

 

圖 5-1-1.1 相對點刪除設定畫面 

(3) 實行相對點刪除 

在點刪除確認畫面(如圖 5-1-1.2所示)，按『執行』按鍵之後，點刪除被執行，

然後返回標準畫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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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2 點刪除確認畫面 

 

相對點刪除時，刪除點後的圖形數據整體保持刪除前的關係進行移動。 

 

圖 5-1-1.3 相對點刪除示意圖 

絕對點刪除時，刪除點後的圖形數據不移動。 

 

圖 5-1-1.4 絕對點刪除示意圖 

 

※ 刪除點之後，請注意縫點間的距離不可超過縫紉機具有的最大縫跡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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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點移動 (071、075) 

移動指定的機針落點。根據移動點後的圖形數據是否移動，分為相對點移動(071)

和絕對點移動(075)兩種方法。 

點移動不僅可以刪除使用點縫輸入功能作成的圖形數據，也可以刪除使用直線縫等

功能輸入的圖形數據。直線縫等時，實行點移動之後，會變換為點縫。 

 

(1) 選擇相對點移動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相對點移動(功能代碼 071)，然後實行。 

 

(2) 指定相對點移動位置 

使用移動鍵指定點移動位置，然後按『執行』按鍵。 

 

(3) 確認點變換 

點變換確認畫面(如圖 5-1-2.1所示)表示點縫發生變化，按『執行』按鍵之後，

點移動被執行，然後返回標準畫面。 

 

圖 5-1-2.1點變換確認畫面 

相對點移動時，移動點後的圖形數據整體保持以前的關係進行移動。 

圖 5-1-2.2 相對點移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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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點移動時，移動點後的圖形數據不移動。 

 

圖 5-1-2.3 絕對點移動示意圖 

 

※ 點移動之後，請注意縫點間的距離不可超過縫紉機具有的最大縫跡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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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點添加 (076) 

在指定的落針點後面增加縫點。追加點的後面的圖形數據不移動。追加點不僅可以

刪除使用點縫輸入功能作成的圖形數據，也可以刪除使用直線縫等功能輸入的圖形

數據。 

 

(1) 選擇增加絕對點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增加絕對點(功能代碼 076)，然後實行。 

 

(2) 指定絕對點增加位置 

使用移動鍵指定點增加位置，然後按『執行』按鍵。 

 

(3) 確認點變換 

點變換確認畫面(如圖 5-1-2.1所示)表示點縫發生變化，按『執行』按鍵之後，

點移動被執行，然後返回標準畫面。 

 

圖 5-1-3.1 點增加示意圖 

 

※ 點添加之後，請注意縫點間的距離不可超過縫紉機具有的最大縫跡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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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頂點修正 
5-2-1 頂點刪除 (072、077) 

刪除被指定的圖形數據中的一個頂點。根據刪除點後的圖形數據是否移動，分為相

對頂點刪除(072)和絕對頂點刪除(077)兩種方法。 

指定的點為要素的頂點以外的落針點時，不能執行。將頂點間的縫點資訊清除。 

 

(1) 選擇相對頂點刪除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相對頂點刪除(功能代碼 072)，實行之後，相對頂點刪

除確認畫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5-2-1.1所示)。 

 

圖 5-2-1.1 相對頂點刪除確認畫面 

(2) 執行相對頂點刪除 

在相對頂點刪除確認畫面，按『執行』按鍵之後，相對頂點刪除被執行，然後

返回標準畫面。 

 

相對頂點刪除時，刪除點後的圖形數據整體保持刪除前的關係進行移動。 

 

圖 5-2-1.2 相對頂點刪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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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頂點刪除時，刪除點後的圖形數據不移動。 

圖 5-2-1.3 絕對頂點刪除示意圖 

 

※ 刪除點的結果，有可能會造成圖形數據的一部份超過縫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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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頂點移動 (073、078) 

移動指定的落針點。根據移動點後的圖形數據是否移動，分為相對頂點移動(073)

和絕對頂點移動(078)兩種方法。 

相對頂點移動：指定的點不能在頂點以外的落針點實行移動。 

絕對頂點移動：指定的點不能在要素的最終落針點或頂點以外的落針點實行移動。 

 

(1) 選擇相對頂點移動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相對頂點移動(功能代碼 073)，然後實行。 

 

(2) 指定相對頂點移動位置 

在相對頂點移動指定畫面(如圖 5-2-2.1所示)，使用移動鍵指定頂點移動位置，

按『執行』按鍵之後，機械控制命令刪除確認畫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5-2-2.2所

示)。 

 

(3) 執行頂點移動 

在械控制命令刪除確認畫面(如圖 5-2-2.2所示)，按『執行』按鍵之後，然後返

回標準畫面。 

 

圖 5-2-2.1 相對頂點移動指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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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2 機械控制命令刪除確認畫面 

相對頂點移動時，移動點後的圖形數據整體保持移動前的關係進行移動；而移

動點與上一個頂點間的圖形數據需重新計算。 

 

 

圖 5-2-2.3 相對頂點移點示意圖 

絕對頂點移動時，移動點之下一頂點後的圖形數據不進行移動；而移動點與上/

下一個頂點間的圖形數據需重新計算。 

 

圖 5-2-2.4 絕對頂點移點示意圖 

※ 移動點的結果，有可能會造成圖形數據的一部份超過縫製範圍。 
  



 

70 
  

5-3 要素刪除(063) 
以要素為單位刪除縫製要素和機械控制命令。要素刪除後，之後的要素需向前移動。 

 

(1) 顯示要素執行畫面 

在標準畫面選擇『要素刪除』按鍵    或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要素刪除(功能

代碼 063)，執行之後，要素刪除實行畫面被顯示出來。 

 

圖 5-3.2 要素刪除實行畫面 

(2) 實行要素刪除 

在要素刪除畫面，按『執行』按鍵之後，然後返回到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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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現在的機針位置的要素被刪除之後，刪除要素後的圖形數據整體向前移動，

機針位置向刪除要素前一個要素的縫製終點移動。 

 

 

 

 

圖 5-3.3 要素刪除的示意圖 

  

現在的位置 

現在的位置 

要素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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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空傳送速度改變(060) 
對於已經作成的空傳送要素，可以以要素單位改變空傳送速度。 

 

(1) 顯示空傳送速度改變設定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空傳送速度改變(功能代碼 060)，執行之後，空傳送速

度改變設定畫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5-4.1所示)。 

 

圖 5-4.1 空傳送速度改變設定畫面 

(2) 輸入改變的空傳送速度 

在空傳送速度改變設定畫面，用十數字鍵或+/-按鍵設定變更後的空傳送速度。

按『執行』按鍵之後，確認畫面(如圖 5-4.2所示)被顯示。 

 

圖 5-4.2 空傳送速度改變確認畫面 

(3) 實行空傳送速度改變 

在空傳送速度改變確認畫面，按『執行』按鍵之後，要素速度被變更，然後返

回到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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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縫製速度區間改變(061) 
對於已經作成的要素，可以以落針點單位改變縫製速度。 

 

(1) 顯示縫製速度區間改變設定畫面 

在標準畫面選擇『縫製速度區間改變』   ，或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縫製速

度區間改變(功能代碼 061)，執行之後，縫製速度區間改變設定畫面被顯示出來

(如圖 5-5.1所示)。 

 

圖 5-5.1 縫製速度區間改變設定畫面 

(2) 輸入改變的縫製速度 

在縫製速度區間改變設定畫面，用十數字鍵或+/-按鍵設定變更後的縫製速度。

按『執行』按鍵之後，顯示縫製速度區間改變範圍指定畫面(如圖 5-5.2所示)。 

 

圖 5-5.2 縫製速度區間改變範圍指定畫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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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變更速度的範圍 

按『後退送』按鍵(圖 5-5.2中的 A)、『前進送』按鍵(圖 5-5.2中的 B)之後，可

以跟蹤落針點。按『執行』按鍵之後，作為對象變更設定範圍的點速度，然後

返回到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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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改變針距長度(062) 
對於已經作成的要素，可以變更指定要素的縫製針距長度。 

 

(1) 顯示改變針距長度設定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改變針距長度(功能代碼 062)，執行之後，改變針距長

度設定畫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5-6.1所示)。 

 

圖 5-6.1 改變針距長度設定畫面 

(2) 輸入改變的針距長度 

在改變針距長度畫面，用十數字鍵或+/-鍵設定變更後的針距長度。按『執行』

按鍵後，顯示出針距長度變更範圍指定畫面(如圖 5-6.2所示)。 

 

圖 5-6.2 針距長度變更範圍指定畫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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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變更針距長度的範圍 

按『後退送』按鍵(圖 5-6.2中的 A鍵)、『前進送』按鍵(圖 5-6.2中的 B鍵)之後，

可以跟蹤落針點。按『執行』按鍵之後，作為對象變更設定範圍的要素針距長

度，然後返回到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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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對稱 
作成與作成的圖形對稱的圖形。此功能以目前的機針位置為基準，對圖形整體進行。

實行此功能時，必須預先把目前的機針位置設定到基準位置。 

 

5-7-1 X軸對稱 (082) 

對於通過目前機針位置的 X 軸，作成對稱的圖形。現在的圖形照原樣留下，對稱

的圖形被添加到此圖形的後面。 

 

(1) 實行 X軸對稱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 X 軸對稱(功能代碼 082)，執行之後，確認畫面被顯示

(如圖 5-7-1.1所示)。在確認畫面中，按『執行』按鍵之後，X 軸對稱被執行。 

 

圖 5-7-1.1 X軸對稱的確認畫面 

 

 

 

 

 

 

 

圖 5-7-1.2 X軸對稱示意圖 

 

  

目前機針位置

空傳送

X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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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Y軸對稱 (083) 

對於通過目前機針位置的 Y 軸，作成對稱的圖形。現在的圖形照原樣留下，對稱

的圖形被添加到此圖形的後面。 

 

(1) 實行 Y軸對稱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 Y 軸對稱(功能代碼 083)，執行之後，確認畫面被顯示

(如圖 5-7-2.1所示)。在確認畫面中，按『執行』按鍵之後，Y 軸對稱被執行。 

 

圖 5-7-2.1 Y軸對稱的確認畫面 

目前機針位置

空傳送

Y軸

 

圖 5-7-2.2 Y軸對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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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點對稱 (084) 

對於通過目前機針位置為基準，作成對稱的圖形。現在的圖形照原樣留下，對稱的

圖形被添加到此圖形的後面。 

 

(1) 實行點對稱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點對稱(功能代碼 084)，執行之後，確認畫面被顯示(如

圖 5-7-3.1所示)。在確認畫面中，按『執行』按鍵之後，點對稱被執行。 

 

圖 5-7-3.1 點對稱的確認畫面 

 

圖 5-7-3.2 點對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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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Y軸鏡像圖形順向縫 (098) 

對於通過目前機針位置的 Y 軸，作成對稱的圖形。目前的圖形被刪除，空傳送被

添加到對稱圖形的前面。 

 

(1) 實行 Y軸鏡像圖形順向縫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 Y 軸鏡像圖形順向縫(功能代碼 098)，執行之後，確認

畫面被顯示(如圖 5-7-4.1所示)。在確認畫面中，按『執行』按鍵之後，Y 軸鏡

像圖形順向縫被執行。 

 

圖 5-7-4.1 Y軸鏡像圖形順向縫確認畫面 

 

圖 5-7-4.2 Y軸鏡像圖形順向縫示意圖 

  

目前機針位置
空傳送

Y軸鏡像圖形順向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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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形狀點的修正 
進行包括現在點的要素形狀點的修正。 

 

5-8-1 增加形狀點 (135) 

增加形狀點。 

 

(1) 選擇增加形狀點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中，選擇增加形狀點(功能代碼 135)，實行之後，顯示壓腳

移動確認畫面(如圖 5-8-1.1所示)。 

按『實行』按鍵之後，壓腳移動到第一個形狀點，形狀點指定畫面被顯示(如圖

5-8-1.2所示)。 

 

圖 5-8-1.1 壓腳移動確認畫面 

 

圖 5-8-1.2 壓腳移動確認畫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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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形狀點 

使用『後退送』按鍵(圖 5-8-1.2中的 A鍵)、『前進送』按鍵(圖 5-8-1.2中的 B

鍵)，指定增加處的形狀點。新的形狀點被增加至指定的形狀點之後。選擇形狀

點，按『執行』按鍵之後，形狀點位置指定畫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5-8-1.3所示)。 

 

圖 5-8-1.3 形狀點位置指定畫面 

(3) 指定增加的位置 

使用移動鍵來指定形狀點的增加位置，然後按『執行』按鍵。 

 

(4) 刪除機械控制命令 

刪除機械控制命令的確認畫面被顯示(如圖 5-8-1.4所示)，按『執行』按鍵之後，

要素中機械控制命令被刪除，增加形狀點，然後返回到標準畫面。 

 

圖 5-8-1.4 刪除機械控制命令的確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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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形狀點移動 (136) 

移動形狀點。 

 

(1) 選擇形狀點移動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中，選擇形狀點移動(功能代碼 136)，實行之後。 

移動形狀點的操作與增加形狀點的操作相同。 

 

5-8-3 形狀點刪除(137) 

刪除形狀點。 

 

(1) 選擇形狀點刪除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中，選擇形狀點刪除(功能代碼 137)，實行之後，顯示壓腳移

動確認畫面(如圖 5-8-1.1所示)。 

按『執行』按鍵之後，壓腳移動，形狀點指定畫面被顯示(如圖 5-8-1.2所示)。 

 

(2) 指定形狀點 

使用『後退送』按鍵(圖 5-8-1.2中的 A)、『前進送』按鍵(圖 5-8-1.2中的 B)，指

定刪除的形狀點。選擇形狀點，然後按『執行』按鍵。 

 

(3) 刪除機械控制命令 

刪除機械控制命令的確認畫面被顯示(如圖 5-8-1.4所示)，按『執行』按鍵之後，

要素中機械控制命令被刪除。 

 

(4) 實行形狀點刪除 

在形狀點刪除確認畫面，按『執行』按鍵之後，形狀點刪除被執行，然後返回

到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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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圖形操作 

6-1 圖形複製 (086) 
最多可以進行 10 次的圖形複製。 

 

(1) 選擇圖形複製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圖形複製(功能代碼 086)，執行之後，圖形複製位置指

定畫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6-1.1所示)。 

 

圖 6-1.1 圖形複製位置指定畫面 

(2) 指定圖形複製對象 

使用移動鍵，調整到希望複製對象的位置。 

 

(3) 決定圖形的複製位置 

按『確定』按鍵(圖 6-1.1中的 A鍵)之後，把該點設定為複製位置。 

 

(4) 實行圖形複製 

按『執行』按鍵之後，確認畫面(如圖 6-1.2所示)被顯示出來。 

 

(5) 在圖形複製確認畫面，按『執行』按鍵之後，圖形複製被執行，然後返回到標 

準畫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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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圖形複製確認畫面 

 

 

※ 如果現在點是發生縫製前的空傳送，則不能複製。 
※ 此功能是以目前機針位置為基準複製整個圖形的。在原圖形的縫製結束點插入

剪線，在複製對象的縫製開始點前插入空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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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圖形移動 (085) 
平行移動作成的圖形。 

將目前機針位置移動到想移動到的位置，就可以簡單地調整位置。 

 

(1) 移動到基準位置 

在標準畫面，使用『前進』按鍵、『後退』按鍵就可以把現在點移動到想移動到

的基準位置。 

 

(2) 選擇圖形移動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圖形移動(功能代碼 085)，執行之後，圖形移動位置指

定畫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6-2.1所示)。 

 

圖 6-2.1 圖形移動位置指定畫面 

(3) 指定圖形移動位置 

使用移動鍵就可以把指定移動位置移動到希望的位置。 

 

(4) 實行圖形移動 

按『執行』按鍵之後，確認畫面被顯示出來。 

 

(5) 在圖形移動確認畫面，按『執行』按鍵之後，圖形移動被執行，然後返回到標 

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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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圖形移動確認畫面 

※ 此功能是以目前機針位置為基準移動整個圖形的。移動部份的空傳送數據插入

到圖形的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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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圖形消去 (087) 
消去所有作成的圖形數據。 

 

(1) 選擇圖形消去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圖形消去(功能代碼 087)，執行之後，圖形消去確認畫

面被顯示出來。 

 

圖 6-3.1 圖形消去確認畫面 

(2) 執行圖形消去 

按『執行』按鍵之後，圖形消去被執行，然後返回到標準畫面。 

 

※ 已經消去的圖形數據不能復原。 
※ 把圖形數據寫入到記憶媒體後，重新製作新的圖形時，或從記憶媒體讀出其他

圖形時，請使用此功能暫時消去圖形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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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圖形讀入 
6-4-1 讀入圖形數據 

(1) 選擇圖形讀入 

在標準畫面，按『讀出』按鍵    之後，圖形讀出畫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6-4-1.1

所示)。 

 

圖 6-4-1.1 圖形讀出畫面 

(2) 選擇讀出圖形 

按圖 6-4-1.1中 A的任何一按鍵，其保存圖形顯示在圖 6-4-1.1中 B的部份。圖

形數有 16個以上，在圖 6-4-1.1中的 C 部份被顯示。 

 

(3) 直接指定圖形號碼 

按『圖形號碼指定』按鍵(圖 6-4-1.1中的 D鍵)之後，圖形號碼指定畫面被顯示

出來(如圖 6-4-1.2所示)。用十數字鍵或+/-鍵可以輸入圖形號碼。按『執行』按

鍵之後，返回讀入畫面，而輸入的圖形號碼被選擇的狀態。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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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1.2 圖形號碼指定畫面 

 

(4) 實行圖形讀出 

按『執行』按鍵之後，執行選擇的圖形數據讀出，然後返回到標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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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圖形寫入 
寫入圖形數據。 

 

(1) 寫入圖形數據 

在標準畫面，按『寫入』按鍵    之後，圖形寫入畫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6-5.1

所示)。 

 

圖 6-5.1 圖形寫入畫面 

(2) 指定圖形號碼 

用十數字鍵或+/-指定寫入部位的圖案號碼。按了+/-鍵之後，沒有使用的號碼被

顯示出來。 

 

(3) 實行圖形寫入 

按『實行』按鍵之後，在輸入的號碼上作成的圖形數據被寫入，然後返回到標

準畫面。 

指定的圖形號碼的圖形數據如果已經存在時，改寫確認畫面被顯示(如圖 6-5.2

所示)，按『實行』按鍵之後，圖形寫入被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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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2 改寫確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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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格式化(090)記憶媒體 

格式化記憶媒體。 

 

(1) 顯示記憶媒體格式化畫面 

在標準畫面，按『M』按鍵之後，模式畫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7.1所示)。此時，按『格

式化』按鍵之後，記憶媒體格式化畫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7.2所示)。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格式化(功能代碼 090)也可以顯示格式化畫面。 

 

圖 7.1 模式畫面 

 

圖 7.2 格式化畫面 

(2) 開始記憶媒體的格式化 

把想格式化的記憶媒體插到記憶媒體插口，再按『執行』按鍵之後，開始格式化。

格式化結束之後，返回到模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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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試縫 

※ 在進行試縫之前，必須進行中壓腳高度和線張力設定。 
 

8-1 進行試縫的準備 
(1) 顯示試縫畫面 

在標準畫面，按『縫製準備』按鍵    ，顯示出試縫準備畫面(如圖 8-1.1所示)。

在圖 8-1.1中的 A 部份，X方向和 Y方向的尺寸被顯示。 

 

圖 8-1.1 試縫準備畫面 

(2) 進行試縫的準備 

(a) 按『抓線』按鍵之後，交替變換抓線 ON/OFF。 

(b) 按『捲線』按鍵之後，顯示捲線畫面。 

(c) 按『線張力設定』按鍵之後，顯示線張力基準值設定畫面，可以設定線張力

基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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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進行試縫 
(1) 顯示試縫縫製畫面 

按『縫製準備』按鍵之後，顯示出試縫縫製畫面(如圖 8-2.1所示)。 

 

(2) 進行試縫 

用通常的縫紉機操作，可以進行試縫。 

 

(3) 進行試縫的設定 

(a) 在圖 8-2.1中的 A 部份，可顯示/調整速度。 

(b) 按『線張力設定』按鍵之後，顯示線張力基準值設定畫面，可以設定線張

力基準。 

(c) 按『縫製開始』按鍵之後，可以把壓腳返回到縫製開始的位置。 

(d) 按『抓線』按鍵之後，交替變換抓線 ON/OFF。 

 

圖 8-2.1 試縫縫製畫面 

(4) 確認圖形數據的形狀 

在試縫準備畫面上，按『形狀確認』按鍵之後，顯示出形狀確認畫面。 

 

(5) 結束形狀確認 

按了『壓腳初期位置』按鍵之後，壓腳移動到原點。然後返回到試縫準備畫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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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設定功能 

9-1 壓腳翻轉設定(091) 
進行壓腳翻轉的設定。 

 

(1) 顯示翻轉設定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翻轉設定(功能代碼 091)，實行之後，翻轉設定畫面被

顯示出來(如圖 9-1.1所示)。 

 

圖 9-1.1 翻轉設定畫面 

(2) 選擇翻轉方法 

關於壓腳翻轉的動作，選擇『自動翻轉』或『手動翻轉』。 

 

※ 壓腳翻轉的設定，僅在沒有輸入圖形時可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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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結束方法選擇(110) 

進行輸入結束時的跟縱實行的設定。 

 

(1) 顯示結束方法選擇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結束方法選擇(功能代碼 110)，實行之後，結束方法選擇畫

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10.1所示)。 

 

圖 10.1 結束方法選擇畫面 

(2) 選擇結束方法 

圖形輸入結束時，選擇跟縱 1點 1點地返回到輸入開始點作成的縫製要素落針點，

或者選擇結束。 

 

※ 不進行跟縱時，作成圖之後，壓腳移動到圖形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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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把功能分配到 F1~F5按鍵(112) 

把功能分配到 F按鍵。 

 

(1) 顯示功能選擇/設置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功能選擇/設置(功能代碼 112)，實行之後，功能選擇/設置

畫面被顯示出來。 

 

圖 11.1 功能選擇/設置畫面 

(2) 選擇分配功能的按鍵 

按了 F按鍵中想分配功能的按鍵之後，代碼一覽表畫面被顯示。 

 

(3) 選擇分配功能 

從代碼一覽表中選擇想分配到 F按鍵功能代碼號碼。 

 

(4) 被分配功能的顯示 

在分配了功能的 F按鍵，在圖 11.1中 A 部分顯示被分配的功能代碼。 

 

(5) 使用 F按鍵 

被分配功能的 F按鍵，按 F按鍵後，可以直接呼叫出被分配的功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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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顯示設定值的詳細訊息(093) 

可以確認圖形數據的設定內容。 

 

(1) 顯示設定參照畫面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選擇設定值參照(功能代碼 093)，實行之後，設定值參照畫面被

顯示出來(如圖 12.1所示)。 

 

圖 12.1 設定值參照畫面 

表 12.2 設定值參照畫面之顯示內容一覽表 

No. 內容 顯示 

1 總針數 

   

2 翻轉設定      

   

 

3 X放大率 

   

4 Y放大率 

   

5 放大/縮小基準點 X 座標 

   

6 放大/縮小基準點 Y 座標 

   

7 追緃設定                

 

 

 

自動翻轉 

 

手動翻轉 

 

跟踨 

 

不跟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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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顯示現在機針位置的詳細訊息 

可以確認現在機針位置的詳細訊息。 

 

(1) 顯示圖形內容顯示畫面 

在標準畫面，按『圖形內容顯示』按鍵    之後，圖形內容顯示畫面被顯示出來(如

圖 13.1所示)。 

 

圖 13.1 圖形內容顯示畫面 

表 13.2 圖形內容顯示畫面之顯示內容一覽表 

No. 內容 顯示 

1 目前機針位置的落針種類 

 

2 目前機針位置的要素種類 

 

3 目前機針位置的絕對座標 

 

4 包括目前機針位置的要素針距 

 

5 目前機針位置的縫製速度或空傳送速度 

 

6 目前機針位置的線張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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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要素向前/要素向後 (130、131) 

 以要素為單位，前後移動目前的機針位置。 

 

14-1 要素向前 (130) 
將目前機針位置移動至包括目前機針位置的要素的最後一個縫點位置，若目前機針

位置已是此要素的最後一個縫點位置，則將移動至下一要素的最一個縫點位置。 

 

14-2 要素向後 (131) 
將目前機針位置移動至包括目前機針位置的要素的第一個縫點位置，若目前機針位

置已是此要素的第一個縫點位置，則將移動至上一要素的第一個縫點位置。 

 

※ 各要素間的移動以直線方式移動，中間不可用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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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於觸擊畫面的直接指示 

在產生/修正圖形時，可以用畫面直接指示輸入位置。關於坐標直接指示，根據指示的內

容不同，可分為座標指示畫面和落針點/形狀點指示畫面。 

 

15-1 坐標直接指示 
觸擊畫面，可以直接指示座標。 

 

(1) 顯示座標指示畫面 

在縫製圖形的位置指定畫面、點移動位置指定畫面、點增加位置指定畫面等指定

位置的畫面，按『座標指示』按鈕之後，座標指示畫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15-1.1所

示)。 

 

圖 15-1.1 座標指示畫面 

(2) 指示座標 

在座標指示畫面，按圖形顯示區域(如圖 15-1.1中 A 部份所示)之後，按的位置被

選擇。在現在的選擇位置上，十字游標(如圖 15-1.1中 B 部份所示)被顯示。 

 

(3) 決定座標 

把游標移動到想移動的座標，按『執行』按鍵之後，壓腳移動確認畫面被顯示出

來(如圖 15-1.2所示)。 

 

(4) 移動壓腳 

在壓腳移動確認畫面，按『執行』按鍵之後，壓腳移動到被十字游標指示的位置，

然後返回到位置指定畫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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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2 壓腳移動確認畫面 

 

※ 壓腳以直線移動，中途碰到障礙物時，將不能移動，務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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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落針點/形狀點直接指示 
可以直接選擇落針點/形狀點。 

 

(1) 顯示落針點/形狀點指示畫面 

在標準畫面、指定形狀點畫面等的指定落針點/形狀點的畫面，按『座標指示』按

鍵之後，落針點/形狀點指示畫面被顯示出來(如圖 15-2.1所示)。 

 

圖 15-2.1 落針點/形狀點指示畫面 

(2) 指示座標 

在座標指示畫面，按圖形顯示區域之後，按的位置被選擇，用十字游標顯示。 

(3) 指示/決定 落針點/形狀點 

按『搜尋』按鍵(圖 15-2.1中 A)之後，選擇十字游標附近的落針點。按『執行』

按鍵之後，壓腳移動確認畫面(如圖 15-2.2所示)被顯示，此時，按『執行』按鍵

之後，壓腳移動到被十字游標指示的位置，然後返回到位置標準畫面。 

 

圖 15-2.2 壓腳移動確認畫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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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存儲器開關數據的設定 

16-1 存儲器開關數據的設定 
(1) 顯示存儲器開關設定畫面 

在標準畫面，按『模式M』按鍵，顯示出模式畫面(如圖 16-1.1所示)。 

 

圖 16-1.1 模式畫面 

(2) 顯示存儲器開關數據一覽表畫面 

按『存儲器開關』按鍵(圖 16-1.1中 A)之後，顯示出存儲器開關數據一覽表畫

面(如圖 16-1.2所示)。 

 

圖 16-1.2 存儲器開關數據一覽表畫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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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設定的存儲器開關 

在圖 16-1.2中 B 部份上，可以設定的存儲器開關的數據項目按鍵被顯示，請按

想變更的數據項目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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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變換顯示語言 
(1) 顯示語言選擇畫面 

在存儲器開關一覽表畫面，按『語言選擇』(J001)按鍵之後，語言選擇畫面被顯

示出來(如圖 16-2.1所示)。在語言選擇畫面上，現在選擇的語言被顯示。 

 

圖 16-2.1 語言選擇畫面 

(2) 選擇語言 

在圖 16-2.1中 A 部份上，可以顯示語言的語言按鍵一覽表。請選擇想顯示語言

的語言按鍵。選擇語言，按『執行』按鍵之後，返回到存儲器開關一覽表畫面，

顯示語言變換。 

語言的選擇與通常縫製模式的語言設定相同。變更設定之後，通常縫製模式的

語言也變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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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變更現在點的顯示顏色 
可以變更落針點或形狀點現在點的顯示顏色。 

 
(1) 顯示出顯示顏色選擇畫面 

在存儲器開關一覽表畫面，按『現在點顯示顏色選擇』(J002)按鍵之後，顯示顏

色選擇畫面(如圖 16-3.1所示)。 

 

圖 16-3.1 顏色選擇畫面 

(2) 選擇想變更顯示顏色的點 

按了任何一個想變更顯示顏色的點之按鍵(圖 16-3.1中的 A、B、C)。 

A：縫製開始方向 3針 

B：現在點 

C：縫製結束方向 3針 

 

(3) 選擇顯示顏色 

按了圖 16-3.1中 D區域中顯示『顏色』按鍵之後，該顏色變成選擇的點的顯示

顏色。 

按『執行』按鍵之後，返回到存儲器開關一覽表畫面。 

按『清除』按鍵(圖 16-3.1中的 E)之後，所有的點顏色返回到初始值。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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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選擇顯示的功能代碼 

在代碼一覽表畫面，可以選擇顯示的功能代碼。 

 

(1) 顯示代碼一覽表的選擇畫面 

在主機輸入模式的模式畫面(如圖 17.1所示)，按『代碼一覽表顯示選擇』按鍵(如圖

17.1中的 A)之後，代碼一覽表選擇畫面(如圖 17.2所示)被顯示出來。 

 

圖 17.1 主機輸入模式的模式畫面 

 

圖 17.2 代碼一覽表選擇畫面 

(2) 選擇顯示的功能代碼 

在代碼一覽表顯示選擇畫面的 B區域，顯示功能代碼按鍵。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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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功能代碼一覽 

功能代碼表 功能 

 切線 輸入剪線(切線)命令 

 第 2原點 設定第 2原點 

 中途停止 輸入中途停止命令 

 反轉點 輸入反轉點命令 

 縫紉機轉 1 圈 輸入縫紉機轉 1 圈命令 

 第 3線張力器 設定第 3線張力器 ON/OFF 

 標記 1 作成標記 1 

 標記 2 作成標記 1 

 延遲 輸入延遲命令 

 外部輸入 等待外部設備來的信號 

 外部輸出 向外部設備輸出信號 

 區域分類 輸入區域區分命令 

 停止縫紉機 輸入縫紉機停止命令 

 空傳送 作成空傳送的縫製數據 

 點縫 作成點縫的縫製數據 

 普通縫 作成直線/曲線的縫製數據 

 直線普通縫 作成直線的縫製數據 

 螺旋普通縫 作成自由曲線的縫製數據 

 圓弧普通縫 作成圓弧的縫製數據 

 圓普通縫 作成圓的縫製數據 

 直線曲折縫 作成直線曲折縫的縫製數據 

 螺旋曲折縫 作成自由曲線曲折縫的縫製數據 

 圓弧曲折縫 作成圓弧曲折縫的縫製數據 

 圓曲折縫 作成圓曲折縫的縫製數據 

 直線偏差縫 作成直線偏差縫的縫製數據 

 螺旋偏差縫 作成自由曲線偏差縫的縫製數據 

 圓弧偏差縫 作成圓弧偏差縫的縫製數據 

 圓偏差縫 作成圓偏差縫的縫製數據 

 直線雙重順縫 作成直線雙重順縫的縫製數據 

 螺旋雙重順縫 作成自由曲線雙重順縫的縫製數據 

 圓弧雙重順縫 作成圓弧雙重順縫的縫製數據 

 圓雙重順縫 作成圓雙重順縫的縫製數據 

 直線雙重倒縫 作成直線雙重倒縫的縫製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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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代碼表 功能 

 螺旋雙重倒縫 作成自由曲線雙重倒縫的縫製數據 

 圓弧雙重倒縫 作成圓弧雙重倒縫的縫製數據 

 圓雙重倒縫 作成圓雙重倒縫的縫製數據 

 直線重疊倒縫 作成直線重疊倒縫的縫製數據 

 螺旋重疊倒縫 作成自由曲線重疊倒縫的縫製數據 

 圓弧重疊倒縫 作成圓弧重疊倒縫的縫製數據 

 圓重疊倒縫 作成圓重疊倒縫的縫製數據 

 刪除機械控制命令 刪除機械控制命令 

 變更空傳送速度 變更作成空傳送的速度 

 變更縫製區間速度 變更作成的縫製數據的速度 

 變更縫距 變更作成的縫製數據的縫距 

 刪除要素 以要素單位刪除作成的數據 

 自動倒折縫 作成自動倒縫數據 

 縮縫 作成密集縫的數據 

 重疊縫 作成重疊縫的數據 

 刪除相對點 刪除相對點，後方的數據移動 

 移動相對點 移動相對點，後方的數據移動 

 刪除相對頂點 刪除直線的頂點，後方的數據移動 

 移動相對頂點 移動直線的頂點，後方的數據移動 

 刪除絕對點 刪除絕對點，後方的數據不移動 

 移動絕對點 移動絕對點，後方的數據不移動 

 追加絕對點 追加絕對點，後方的數據不移動 

 刪除絕對頂點 刪除絕對頂點，後方的數據不移動 

 移動絕對頂點 移動絕對頂點，後方的數據不移動 

 X 軸對稱 添加機針位置的 X 軸對稱的圖形 

 Y 軸對稱 添加機針位置的 Y 軸對稱的圖形 

 點對稱 添加以機針位置為中心的點對稱的圖形 

 移動圖案 移動縫製圖形的位置 

 複製圖案 複製縫製圖形 

 刪除圖案 刪除圖形數據 

 格式化 格式化記憶媒體 

 反轉設定 進行翻轉的設定 

 縫紉速度 輸入縫製速度 

 參照設定值 顯示設定值參照畫面 

 Y對稱圖案反轉順縫 以現在的機針位置為基準，作為 Y 軸鏡像圖形順向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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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代碼表 功能 

 輸入功能代碼 輸入功能代碼 

 選擇結束方法 設定結束時實行跟蹤的結束方法 

 選擇設定功能 把功能分配到 F按鍵 

 線張力器基準值 設定線張力基準值 

 中壓腳高度基準值 設定中壓腳高度基準值 

 前進要素 
移動到包括現在的機針位置的要素的最終位置 

最終位置時移動到下一個要素的最終位置 

 後退要素 
移動到包括現在的機針位置的要素的前頭位置 

前頭位置時移動到上一個要素的前頭位置 

 追加形狀點 添加形狀點 

 移動形狀點 移動形狀點 

 刪除形狀點 刪除形狀點 

 直線雙重倒縫(剪線) 作成直線雙重倒縫(剪線)的縫製數據 

 螺旋雙重倒縫(剪線) 作成自由曲線雙重倒縫(剪線)的縫製數據 

 圓弧雙重倒縫(剪線) 作成圓弧雙重倒縫(剪線)的縫製數據 

 圓雙重倒縫(剪線) 作成圓雙重倒縫(剪線)的縫製數據 

 變更曲折縫寬度 變更作成的縫製數據的曲折縫寬度 

 直線曲折縫(鬆緊帶) 作成直線曲折縫(鬆緊帶)的縫製數據 

 菊花鎖眼 作成菊花鎖眼的縫製數據 

 多重圓曲折縫 作成多重圓曲折縫的縫製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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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設定範圍一覽 

項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初始值 增減單位 

普通縫針距 0.1 mm 12.7 mm 2.0 mm 0.1 mm 

偏移縫針距 0.1 mm 12.7 mm 2.0 mm 0.1 mm 

曲折縫針距 0.1 mm 12.7 mm 2.0 mm 0.1 mm 

逆向縫針距 0.1 mm 12.7 mm 2.0 mm 0.1 mm 

曲折縫寬度 0.1 mm 10.0 mm 3.0 mm 0.1 mm 

偏移寬度 0.1 mm 99.9 mm 1.0 mm 0.1 mm 

雙重順縫寬度 0.1 mm 99.9 mm 1.0 mm 0.1 mm 

雙重倒縫寬度 0.1 mm 99.9 mm 1.0 mm 0.1 mm 

空傳送速度 10 mm/s 500 mm/s 500 mm/s 10 mm/s 

縫製速度 200 sti/min 2700 sti/min 2700 sti/min 100 sti/min 

記憶媒體圖案 No. 1 999 1 1 

縫紉機存儲器 No. 1 200 1 1 

X方向放大縮小率 1.00 % 400.00 % 100.00 % 0.01 % 

Y方向放大縮小率 1.00 % 400.00 % 100.00 % 0.01 % 

外部輸入端子 No. 0 15 0 1 

外部輸出端子 No. 0 15 0 1 

延遲 0 ms 3100 ms 100 ms 100 ms 

縫製開始針數 

(自動倒縫、密集縫) 
0 9 0 1 

縫製結束針數 

(自動倒縫、密集縫) 
0 9 0 1 

線張力設定 0 200 100 1 

功能號碼 0 14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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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異常碼一覽表 

異常碼 顯示 故障內容 

E010 
 

圖形 No.異常錯誤 

E030 
 

機針沒有在正確的位置 

E031 
 

壓力異常低 

E040 
 

超過了移動範圍 

E042 
 

演算失敗 

E043 
 

超過最大針距 

E045 
 

圖形數據損壞 

E050 
 

停止開關 

E431 
 

壓腳在上升 

E432 
 

操作不正確 

E437 
 
不能選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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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信息一覽 

信息 No. 顯示 信息內容 

M501 
 
刪除 

M502 
 
變換為點 

M503 
 

覆寫 

M504 
 

實行 

M505 
 
自動插入剪線 

M507 
 
移動壓腳 

M508 
 

轉換為輸入模式 

M509 
 
刪除正在編製的數據，變換為縫製模式 

M511 
 
刪除要素中的機械控制命令 

M512 
 
刪除形狀點 

M513 
 
刪除落針點 

M514 
 
刪除要素 

M515 
 
刪除機械控制命令 

M542 
 
確認格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