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柔性材料数控排版机》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任务是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

修订计划-工信厅科〔2018〕31 号》，2018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项目计划表，项目

序号为 902，计划号为 2018-1175T-QB，项目名称为《柔性材料数控排版机》，

主要起草单位为广东新瑞洲数控技术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易特利数控科技有

限公司、佛山市功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0 年。2021 年

4 月 1 日已办理延期申请。 

2、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起草小组在充分了解国内外相关标准和产品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

上，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工作，收集国内行业有关企业的产品标准及用户对产品质

量的反馈意见，组织综合分析及研讨，于 2019 年 6 月编制出标准的大纲。在大

纲的基础上形成了该标准的草案稿。 

在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6月期间，标准起草工作组在草案稿的基础上广泛

征求各相关单位的意见和开展试验验证，综合考虑我国现有产品的质量、生产成

本、市场和用户需求以及产品特点等因素，确定产品的质量技术指标、试验方法

及其他内容，经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1年 5 月佛山市南海区易特利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功标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因故退出,为增加标准行业影响力，增加广东瑞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世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为起草单位。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广东新瑞洲数控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瑞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佛山

世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起草。 



主要成员：郭华忠、冼文炯、朱崇静、郭瑞洲、谢剑、刘夏丽、高贝贝。 

所做的工作： 

郭华忠负责标准起草工作的组织、统筹。 

冼文炯负责标准主体条款的设定、标准文本格式和规范化描述。 

朱崇静、郭瑞洲、冼文炯负责标准条款内容的确定。 

谢剑、刘夏丽负责行业产品的技术发展、产品应用调研、技术指标比对。 

高贝贝负责产品测试方法的可行性论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柔性材料数控排版机（以下简称“数控排版机”）是一种综合运用计算机技

术、投影技术，采用自动运算或人机交互处理方式在待排版材料轮廓范围内进行

虚拟排列裁片、达到材料利用率优化的设备。通过该设备可以提高材料排版的工

作效率和材料利用度，全过程无须用笔画工具在材料表面实际绘画线条。 

目前市场上生产的数控排版机，由于产品尚未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规

范企业的生产行为，提高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力，特制订本标准。本标准

的编制是在“一致性、先进性、可行性”三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目前

柔性材料数控排版机产品国内技术发展的现有水平、用户及市场的需求、本着技

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和可验证性而确定。本标准是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定起草。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标准起草小组进行了认真调研，了解对柔性材料数控

排版机的技术需求，同时也吸收、借鉴具有代表性的柔性材料数控排版机的特点，

标准起草工作组始终遵循“实用、可靠、先进、经济、开放和规范”的指导思想，

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以满足实际应用为核心。本标准规定了柔性材料数控排版机

的术语与定义、工作条件、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等内容。现将标准中术语与定义、要求、试验方法等条款作如下解释说明： 

1、术语 

目前，柔性材料数控排版机制造行业的行业术语仍存在不统一、表达不够严

谨、容易产生歧义，不方便本行业厂家之间、制造厂家与使用客户之间的沟通。 

为了方便行业技术交流以及对本标准文件的理解，对本项标准涉及的主要术语进

行定义。本标准文本定义的术语包括有： 

[裁片]：与组成柔性材料制品的部件形状对应、线条闭合的 CAD图形，也称

样片、零件。 

[规则裁片]：外形轮廓为矩形、圆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菱形、

正多边形等规则图形的裁片。 

[不规则裁片]：外形轮廓为非规则图形的裁片。 

[图像采集]：通过数码照相机或其他图像采集设备，获取待排版平面材料表

面图像，并进行矢量化处理的过程。 

[自动排版]：选定裁片形状、设置好排版规则、订单数量后，完全由数控排

版机进行排版运算、自动在材料轮廓范围内排列裁片的过程。 

[排版图]：在材料轮廓范围内完成裁片排列的整体图形文件。 

[人机交互排版]：通过数控排版机的软件交互界面，由操作人员根据经验知

识在材料轮廓范围内排列裁片，以及对自动排版生成的排版图进行增加、删除、

移动裁片的过程。 

[排版利用率]所有排入材料轮廓范围内的裁片总面积占整张材料面积的百

分比。 

[随机排版利用率]：不设置瑕疵规避、裁剪方向、配对、配色、订单数等排

版限定条件情况下，由数控排版机自动运算将选定的裁片随机在材料轮廓内排列

所取得的排版利用率。 

[漏排数]：所完成的排版图中，材料的空隙面积仍可以放置裁片的数量。 

[误排数]：所完成的排版图中，出现的裁片重叠、超出材料幅面的裁片数量。 

上述内容详见标准文本的“3 术语与定义”。 



2、组成 

数控排版机由主体机身、计算机、LED光源、数码照相机、显示屏、投影仪、

输入设备组成。 

3、要求 

(1) 工作要求 

由于数控排版机的关键组件包括各类信息技术设备、且连续工作时间较长，

因此应确保工作环境符合如下要求： 

a) 温度：10℃～35℃； 

b) 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80%； 

c) 电源：交流电 220V/380V，电压稳定。 

相关内容详见标准文本的“5.1 工作条件”。 

（2）一般要求 

为保证产品质量，规定数控排版机“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照经规定程

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由于数控排版机的计算机、数码照相机、显示屏、投影仪等重要组件属于外

购配套件，因此对外购配套件作出了“应符合有关标准要求，并有制造厂的检验

合格证”的要求。 

相关内容详见标准文本的“5.2 一般要求”。 

(3) 外观要求 

外观主要对数控排版机的工作平台、机架结构、焊接件、插接件、机器标识

作出要求，目的是确保整机和各功能组件安装稳定、无松动、工作稳定，并方便

客户操作使用。 

相关内容详见标准文本的“5.3 外观要求” 

(4) 功能要求 

数控排版机的整个排版工作流程包括材料图像采集、文件读取、排版、材料

利用率统计、显示输出排版图效果等任务，因此应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a)材料图像采集 



数控排版机应具有通过数码照相机拍照方式获取排版材料图像，并对材料轮

廓进行矢量化处理的功能。 

b)文件读取 

数控排版机需要准确读取大量材料轮廓图像、裁片图形以及已有排版图，因

此应具备读取以行业通用的 DXF 格式（AUTOCAD 标准图形交换文件格式）、PLT

格式（遵从 HP GL/2 规范的打印机指令文件格式）保存的材料图像、裁片图形、

排版图文件的能力。 

c）自动排版 

自动排版运算速度快，且可以减轻人工思考排版方案的脑力劳动强度，因此

数控排版机必须具备在设定排版任务和参数后自动生成排版图的能力。 

d）人机交互排版 

裁片排料是一个复杂的优化过程，特别是在需要考虑配对、配色、裁剪方向、

瑕疵规避和利用等复杂情况下，往往需要依赖熟练技术工人的经验知识。因此，

数控排版机应具有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进行虚拟排版的功能，并且能对已有排版

图进行人工修改。 

e）排版利用率统计 

排版利用率信息可直观体现数控排版机的使用效果，是客户密切关注的功能，

因此数控排版机应具有显示排版利用率信息的功能。 

f）虚拟显示 

为了实时监控排版效果，数控排版机应具有虚拟显示材料排版效果的功能。 

g) 投影输出 

为直观地显示出真实的排版效果，数控排版机应具有通过投影机等视觉设备

将排版图按真实比例投影在排版材料表面的功能。 

h）排版图保存 

排版图是运用数控排版机取得的重要工作成果，需要重复读取、修改和使用，

也存在输出至关联的打印机、切割机等设备的需求，因此数控排版机应具有将排

版图输出保存为 DXF 格式、PLT格式文件的功能。 



i) 真空吸附控制 

为保证待排版材料铺设平整，并且不会由于操作者的轻微触碰而发生移动，

数控排版机应具有真空吸附功能。通过控制真空吸附系统，对铺设在工作平台上

的材料吸附、固定的功能。 

相关内容详见标准文本的“5.4 功能要求”。  

(5) 性能要求 

数控排版机的核心功能是材料排版，排版利用率是衡量排版工作效果的重要

指标，并且与用户的生产效率、成本节约密切相关。 

a) 随机排版利用率 

排版利用率的影响因素较多，包括材料轮廓特点、裁片形状、排版参数、排

版规则等，导致客户实际应用时排版利用率数值波动较大。数控排版机自身的排

版能力主要取决于其运算能力和排版算法，为方便不同产品的性能比较，提出了

“随机排版利用率”这一简化指标，不考虑排版参数、排版规则等因素。 

裁片大小、裁片图形数量、自动排版运算时间也影响着材料利用率数值，为

此本标准在设定随机排版利用率指标值时，通过注解的方式，限定裁片的基本形

状、数量、运算时间。 

由于正装男鞋的裁片形状难度适中、图形较易获取或绘制。同时，由于数控

排版机在制鞋行业的应用最为广泛，制鞋企业拥有包括排版利用率、排版时间等

大量应用数据。为此，选定正装男鞋裁片作为标准裁片库基本形状。数控排版机

具有排版利用率统计功能，在验证自动统计数据与实际测量数据的偏差值较小的

前提下，可认为排版软件自动计算的利用率可靠、有效，可直接引用。通过调研、

分析制鞋企业大量应用数据，设定下表的指标值要求作为最低准入要求。 

项目 指标值 

利用率计算偏差值 ≤5% 

单裁片排版 ≥85% 

多裁片排版 ≥75% 

示例：不规则裁片的基本形状为10片裁片/双、无孔洞的正装男鞋裁片。 

示例：多裁片排版时，选择的裁片图形数量为3-5个。 

示例：自动排版运算的时间不多于60 s。 



相关内容详见标准文本“5.5.1 随机排版利用率”。 

b) 漏排数 

设立“漏排数“指标主要是验证数控排版机的处理能力，是否会出现应排版

裁片未被排入材料轮廓的情况。裁片漏排的情况较为少见，因此规定：通过自动

排版完成的排版图，漏排数应≤1个。 

相关内容详见标准文本“5.5.2 漏排数”。 

c）误排数 

设立“误排数”指标主要是验证数控排版机的准确性，与排版质量和客户需

求密切相关。裁片误排的情况较少出现，因此规定：数控排版机通过自动排版完

成的排版图，误排数应≤2个。 

相关内容详见标准文本“5.5.3 误排数”。 

d）投影真实度 

排版图投影输出可直观地监控、评价排版质量，为此应对其质量作出规定。 

数控排版机将排版图按实际比例可视化投影在材料表面时，投影线条应无歪

曲、错位，裁片图形的大小、相对位置、绝对位置应与实际一致。 

相关内容详见标准文本的“5.5.4投影真实度”。 

(6) 安全 

电气安全按国家标准 GB/T 5226.1-2019《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a）警示标志 

数控排版机涉及各类电气、电子设备，因此危险部位、接地端应有各种警示

标志，并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要求。 

相关内容详见标准文本的“5.6.1警示标志”。 

b）电气控制柜 

数控排版机的电气控制柜应有锁紧装置，只能使用钥匙或专用工具打开柜门。 

c）绝缘电阻 

数控排版机的的冷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50 MΩ。 



d）耐电压强度 

数控排版机在耐压试验中，应无击穿、无飞弧。 

4、试验方法 

（1）外观 

数控排版机的外观要求可用人工操作和目测法进行检查。 

（2）功能检验 

功能检验主要是对 5.4 功能要求的项目进行逐一验证，包括详细描述检验的

规范操作、步骤。 

功能要求的试验方法详见标准文本的“6.2 功能”。 

（3）性能试验 

性能试验主要是验证数控排版机核心排版功能的量化性能指标，包括利用率

计算偏差值、单裁片排版利用率、多裁片排版利用率、漏排数、误排数。 

为体现性能试验的可操作性、简化相关操作，本标准文件对试验所采用的材

料、裁片形状进行约定。试验材料采用低成本、规则、矩形的硬纸板、PU材料，

长度、宽度为工作平台尺寸的 80%～90%，目的是可降低试验成本，并可快速计算

出材料的总面积。相关内容详见标准文本的“6.3.1试验材料”。 

为避免性能试验时选取极端大小、极端复杂、极端简单的图像，描述了试验

裁片形状库的建立方式。以 40 码、裁片数为 10 片裁片/双、裁片无孔洞正装男鞋

为基本形状。裁片形状库可以通过码数级放、变更鞋款的方式进行扩充。相关内

容详见标准文本的“6.3.2 裁片形状库”。 

排版利用率试验按利用率计算偏差值、单裁片排版利用率、多裁片排版利用

率的先后顺序进行。相关内容详见标准文本的“6.3.3 随机排版利用率”。 

漏排数检验、误排数检验主要是验证数控排版机是否出现意外情况，试验方

法详见标准文本的“6.3.4漏排数”、“6.3.5误排数”。 

投影真实度检验主要是通过将特定的多个规则形状投影到坐标纸上，判断投

影图像的线条有无歪曲，图像大小、位置关系是否与预期相符。试验方法详见标

准文本的“6.3.6 投影真实度”。 



（4）安全 

安全试验的项目包括有警示标志、电气控制柜、绝缘电阻、耐电压强度，试

验方法详见“6.4 安全”。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以上要求经过对国内主要生产厂家的样品进行验证试验，除个别样品的某些

指标略低于本标准要求外，相关产品基本都能达到标准设定的技术要求。标准中

各项性能要求数据及其他的要求，是柔性材料数控排版机行业制造和应用经验的

积累和总结，是经过实践验证的结果。主要验证数据统计详见附表 1《柔性材料

数控排版机检测结果统计表》。 

主要检测结果情况分析： 

1、功能要求方面，各样品均具备本标准所要求的自动排版、人机交互排版、

排版利用率统计、投影输出等基本功能。 

个别样品的文件读取、排版图保存功能不兼容 PLT 格式，可以通过软件升级

等途径符合本标准要求。 

个别样品无真空吸附控制功能，采用双面胶粘贴等简单方式固定。该类厂家

可以通过产品结构改进、配置升级的方式符合本标准要求。 

2、性能要求方面，各样品的排版利用率指标均在本标准限定的范围内，较少

出现漏排、误排情况。不同品牌的排版利用率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与其软件算法

有关，随着软件开发水平的提高，预期该指标能不断完善。个别样品的投影质量

存在线条较粗的情况，是与投影仪选型有关，可通过改进配置的方式提高。 

3、所有样品的外观、安全均符合本标准要求。 

可见，本标准的各项技术要求与行业现阶段及未来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且

具有可实现性，并有利于本行业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经检索，本标准没有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产品的行业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进一步规范市

场，更加有效的带动柔性材料数控排版机行业技术水平提升,促进我国柔性材料

CAD/CAM 系统行业及其应用行业的效率和质量提升，为提高和实现我国轻工产业

自动化生产水平，从而进一步加速我国轻工业的快速发展。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由于本标准在起草过程和调研过程中，均未查询到与柔性材料数控排版机相

关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记录，故本标准未涉及到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

进标准的情形。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与机械电气安全相

关的标准完全保持一致。本标准的电气安全执行国家标准 GB/T 5226.1—2019《机

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机械电气安全指示标志

执行国家标准 GB 18209.2—2010《机械电气安全 指示、标志和操作 第 2部分：

标志要求》。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

期等） 

标准发布后应在行业尽早推广，加强生产企业的标准宣贯工作，引导企业组

织内部生产工艺改进；检验部门采纳新标准检验项目和方法，维护消费者权益，

监督和促进生产企业。建议归口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行业标准宣贯。 



建议本标准发布后 6 个月开始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涉及的产品属于一种细分的专精特新产品，标准内容中的量化技术参

数、测试方法的编写、论证和修改过程较预期的周期稍长。 

承担单位近年根据市场和客户需求变化，对部分参数进行了调整和验证。 

承担单位的人员发生变动，影响了各阶段工作的衔接。 

因上述原因，本项目起草过程中各阶段工作有所延误，影响了项目的完成时

间，故延长了起草时间。 

 

 

 

 

《柔性材料数控排版机》标准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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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柔性材料数控排版机检测结果统计表 

序

号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样品检测结果 
判定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样品 4 样品 5 样品 6 

1 外观 

排版机的工作平台应平整、光洁，不应有划痕、裂纹、

毛刺、缺角、凹凸不平、涂层脱落、锈蚀斑点等明显

缺陷。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排版机的机架结构应坚实牢固，置于地面后应平稳，

其底座和主要支撑件应采用金属材料，所用螺钉、螺

栓、销钉等紧固件，其紧固方式应能防止松动。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排版机的焊接件应牢固，不应有虚焊。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插接件的连接应可靠、接触良好。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机器上和控制面板上的文字说明、标记、图案等应清

晰牢固。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2 功能要求 

材料图像采集 
数控排版机应具有通过数码照相机拍照方式获取排

版材料图像，并对材料轮廓进行矢量化处理的功能。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文件读取 
数控排版机应能读取以 DXF 格式、PLT 格式保存的材

料图像、裁片图形、排版图文件。 
符合 符合 符合 DXF 格式 符合 符合 合格 

自动排版 
数控排版机应具有在设置好排版参数后，自动生成排

版图的功能。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人机交互排版 
数控排版机应具有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进行虚拟排

版的功能。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排版利用率统计 
数控排版机应具有显示排版图的材料利用率信息的

功能。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虚拟显示 数控排版机应具有虚拟显示材料排版效果的功能。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投影输出 
数控排版机应具有将排版图按实际比例投影输出的

功能。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排版图保存 
数控排版机应具有将排版图输出保存为DXF格式、PLT

格式文件的功能。 
符合 符合 符合 DXF 格式 符合 符合 合格 

真空吸附控制 数控排版机应具有通过控制真空吸附系统，对铺设在 符合 符合 符合 无 符合 符合 合格 



工作平台上的材料吸附、固定的功能。 

3 性能要求 

随机排版利用率 

利用率计算偏差值 ≤5% 2.5% 3．3% 2.8% 4.5% 4.2% 3.8% 合格 

单裁片排版 ≥85% 90.2% 86.4% 88.1% 84.3% 88.2% 86.3% 合格 

多裁片排版 ≥75% 81.3% 78.2% 79.3% 75.3% 75.1% 76.3% 合格 

漏排数 ≤1 个 0 0 1 1 0 1 合格 

误排数 ≤2 个 0 0 1 2 0 2 合格 

投影真实度 

数控排版机将排版图按实际比例可视化投影在材料

表面时，投影线条应无歪曲、错位，裁片图形的大小、

相对位置、绝对位置应与实际一致。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偶

见投影线

条较粗。 

符合 符合 合格 

4 安全 

警示标志 

数控排版机应有以下警示标志： 

a）数控排版机外露的高压、高温和机械等危险部位

应有明显的标志； 

b）数控排版机的接地端应有接地符号或字母 PE标志； 

c）数控排版机的机械电气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T 

18209.2 的要求。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电气控制柜 
数控排版机的电气控制柜应有锁紧装置，只能使用钥

匙或专用工具打开柜门。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绝缘电阻 数控排版机的的冷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50 MΩ。 310 MΩ  280 MΩ  290 MΩ  160 MΩ  180 MΩ  230 MΩ  合格 

耐电压强度 数控排版机在耐压试验中，应无击穿、无飞弧。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