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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al-View 簡介

關於 XCalView
Renishaw XCalView 軟體是用於直接取代之前的分析套件。這些套件分別整合在 Laser10、LaserXL 與 RotaryXL 等套裝軟體內。 

XCalView 分析軟體支援從 Laser10、LaserXL、RotaryXL 擷取的雷射與旋轉輸出檔案，以及來自 Ballbar Trace 軟體的輸出檔案。 

XCalView 擁有比之前 Renishaw 分析軟體更多的額外功能，例如比較資料檔案、建立客戶報告、產生通用的誤差補償檔案以及資料集的

零點偏移，所有項目均由全新使用者介面呈現。

免責條款

RENISHAW 竭力確保在發佈日期時，此份文件內容之準確性及可靠性，但對手冊內容之準確性及可靠性將不做任何擔保。RENISHAW 不
就此文件內容之任何不正確所致之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RENISHAW公司保留在無義務通知任何人的前提下而對本手冊進行改變的權利.

版權

Copyright ©20132015 Renishaw.保留所有權利。

未經 Renishaw 公司事先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或重製本說明手冊之完整或部分內容傳送至任何其他媒體或轉換為其他語言.

出版本文件所含資料並不暗示 Renishaw 公司放棄對這些資料擁有的專利權。

商標

RENISHAW 及 RENISHAW 公司標誌中的測頭符號是 Renishaw plc在英國及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apply innovation,apply innovation,

及其他Renishaw產品和技術的名稱與命名是Renishaw plc及旗下子公司的商標。

Windows® 是 Microsoft 公司在美國及/或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註冊商標。

Adobe® 及 Reader® 是 Adobe Systems 公司在美國及/或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本文件中使用的所有其他品牌名稱和產品名稱為各自所有者的商品名稱、服務標誌、商標或註冊商標。

PC 要求

如要取得最新的電腦最低規格，請前往 Renishaw 網站的 XL-80 Calibration software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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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超出Renishaw Analysis 的額外功能

XCalView 軟體的重要功能

 XCalView 擁有下列額外功能，並未包含在現有的 Renishaw Analysis 軟體內。

功能 Renishaw Analysis XCal-View

 「零點偏移」功能   

 「通用」誤差補償   

 「測試比較」功能   

 PDF 報告與列印   

 圖形互動（平移 / 縮放選擇等等）   

 自訂報表（新增公司徽標等等）   

支援的分析標準

可根據下列國家與國際標準分析資料集。

ASME 5.54 1992

ASME 5.54 2005

GB 17421.2 2000

ISO 230-2 1997

ISO 230-2 2006

ISO 230-2 2014

ISO 230-6 2006

JIS B 6192 1999

JIS B 6190-2 2008

VDI 3441 1977

VDI 2617 1989

ISO 10791-6 2014

使用「Renishaw analysis」可檢視 Renishaw 軟體之前支援但 XCalView 不支援的其他標準 ，如需使用「Renishaw analysis」可
從 www.renishaw.com/lasercalsupport 下載取得。

除了這些標準外，Renishaw 亦有提供自己的全方位報告格式可供選擇，例如 Renishaw 2012 為已使用的資料集提供更大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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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al-View 軟體安裝

按照CD上的安裝精靈安裝軟體。

軟體將一個捷徑安裝到開始功能表上（請見下文），並將一個捷徑安裝到桌面上。

若要安裝 XCalView 軟體

1.開啟電腦電源，等待它啟動進入 Windows，然後將 CDROM 磁碟裝入光碟機中.安裝程式現在應自動運行.若安裝程式無法自動執行，可

以從電腦工作列中選擇開始/執行 ，進入執行 對話方塊.按一下瀏覽 按鈕，並使用瀏覽 對話方塊打開安裝光碟上的 Setup.exe 檔案.按兩下

Setup.exe。現在，在執行 對話方塊中選擇確定 ，開始軟體的安裝過程.
2.精靈將顯示一系列對話方塊，自動逐步引導您完成安裝過程.跟隨每個螢幕上的指示，並按下一步 ，進入下一階段.按一下取消 將退出安

裝程式.

 

 
M-9925-0107-04 4

http://www.renishaw.com


執行 XCalView 軟體

開啟電腦，等待它啟動進入Windows。

從 Windows 工作列中，按一下「開始」按鈕，然後從「所有程式/Renishaw XCalView」功能表中選擇 XCalView 應用程式。

 

或者，選擇分析按鈕並從支援的量測選項（例如線性、斜角、直線度或垂直度）之一選擇資料檔案，也能從 LaserXL、Laser10 或 RotaryXL
內存取 XCal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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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軟體

啟用選項

必須先啟用 XCalView 才能使用 XCalView。使用軟體畫面右下方的   按鈕啟動啟用工具。

共提供兩個選項：

a) 30 天評估

此選項將 Renishaw XCalView 軟體 30 天的評估期提供給使用者。這個選項沒有限制，軟體的功能性與完整版相同。

注意：一旦啟用 30 天的評估期並且過期後，將無法使用此選項。

b) 啟用軟體

只有購買軟體完整版本並擁有可啟用軟體的合法金鑰的使用者才能使用此選項。

一旦啟用軟體後，使用   按鈕可選擇下列選項

停用軟體

這讓已購買 Renishaw XCalView 軟體的使用者可停用此軟體，並在另一台電腦重新啟用此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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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軟體

初次啟用軟體時，會收到有關註冊詳細資訊的詢問。填完詳細資訊並選擇「註冊」以持續啟用軟體。

註冊完畢後，請選擇兩種啟用程序中的其中一種。

  

自動啟用

如要使用自動模式，安裝 XCalView 的電腦必須要連上網路。XCalView 會自動啟用，接著重新啟動並就緒使用。這是最簡單的啟用軟體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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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啟用

手動啟用會產生一個檔案，該檔案必須複製到有連上網路的電腦，並從電腦上傳。接下來，「手動啟用」對話方塊會出現並顯示如下：

遵照畫面上的指示以產生啟用要求。注意：必須在能連上 renishaw.com/licensing/xcalview 的電腦上才能上傳「要求檔案」。這會送回一個

回應檔。

一旦收到「回應檔」後

使用記憶卡（或類似裝置）將「回應檔」傳送到有安裝 XCalView 的電腦。瀏覽「回應檔」並按下綠色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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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al-View 軟體入門

首頁畫面

現在會出現 XCalView 應用程式主視窗。

 

這是第一次使用 XCalView 軟體，因此畫面上也會出現「設定」面板。

命令列

從畫面右下角可看到「命令列」，其中包含下列用途的按鈕：

設定

 提供可變更分析設定的選項，例如量測單位、誤差單位、語言、將個人化徽標套用至文件等等。

啟用工具

 

 這提供了「30 天評估」、「使用啟用 ID 來啟用軟體」或「停用軟體，讓使用者能將授權轉換到另一台電腦」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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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開啟 XCalView 手冊。

關於 XCalView

 顯示授權合約詳細資訊、評估剩餘天數、安裝的分析套裝與「檢查更新」連結。

設定

初次執行軟體時，您將會收到提示，變更軟體設定以符合您的喜好。

使用設定標籤（反白如下），使用下拉箭頭可變更下列設定：

注意：變更這些項目可能會影響分析正確性。

單位標籤

線性與直線度單位

角度單位

垂直度單位

環境單位

應用標籤

公司徽標（用於報表）

報表語言

進階配置標籤

直線度斜率移除 (套用於原始資料檢視與比較檢視)

垂直度柱狀誤差

檔案編碼語言

動態噪音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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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分析模式

目前支援的分析模式如下，並且會分析用 Laser10、LaserXL、RotaryXL 及 Ballbar Trace 擷取的資料：

線性

角度

平坦度

動態

 動態量測

 FFT 分析

真直度

垂直度

 經由直線度測試

線性平行度

旋轉平行度

對角線分析

 體對角線

   面對角線

Ballbar Trace

使用「Renishaw analysis」可檢視 Renishaw 軟體之前支援但 XCalView 不支援的其他標準 ，如需使用「Renishaw analysis」可
從 www.renishaw.com/lasercalsupport 下載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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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入資料檔案

從首頁為想開啟的資料選擇相關分析模式（例如開啟角度「.rta」檔）。

 

使用瀏覽器選擇想分析的所需資料檔案。資料檔案會開啟，顯示套用任何分析格式化之前的原始資料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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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檢視與分析

檢視

測試瀏覽器

在軟體左方能找到測試瀏覽器面板，其中包含選取的測試檔案詳細資訊。

 

量測

顯示選取的結果檔案之「圖形」與「原始資料」表（如上圖）。

資訊

包含已執行完成校正的所有測試參數。

測試資訊

機器資訊

測試方式

測試參數

儀器設定

測試設備

軟體資訊

環境

包含在校正期間從環境補償單元收到的資料（如果有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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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資料回合

為了讓使用者能檢視擷取的特定回合，因此可「過濾」回合以檢視特定興趣領域。

如要執行，只有以「圖形」模式或「原始資料」模式檢視「RAW」標準時，可選擇圖形右方「測試回合」畫面。

 

全部選擇  顯示所有擷取的資料

 

 

只顯示負方向測試執行  顯示只在負方向擷取到的回合

 

 

只顯示正方向測試執行  顯示只在正方向擷取到的回合

 

倒轉選擇  切換選取（已勾選）及未選取（未勾選）的回合

 

手動選擇  使用者能依興趣選擇任何回合。只需按下方塊就能選擇 / 取消選擇回合

分析

開啟標準

一旦開啟軟體內的測試後，就能使用軟體內支援的其中一種分析標準來檢視資料。從左方欄位可找到分析標準，按下相關標籤就能選擇標

準。資料會以所對應之相關分析標準以進行分析。

支援的分析標準

ASME 5.54 1992；ASME 5.54 2005；GB 17421.2 2000；ISO 2302 1997；ISO 2302 2006；ISO 2306 2006；ISO 2302 2014；JIS B 6192
1999；JIS B 61902 2008；Renishaw 2012；VDI 3441 1977；VDI 2617 1989；ISO 10791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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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資料檢視

使用資料圖上方的標籤，就能檢視不同格式的資料。格式選項會依據選取的分析標準而異。

圖形選項

變更 XCalView 分析內的圖形樣式

選擇   按鈕以開啟圖形配置選單。這會將下列選項提供給使用者：

a) 縮放比例標籤

獨立選擇想要的 X 與 Y 軸比例類型。可選擇的縮放比例選項有自動、手動或手動置中等。

b) 顯示標籤

顯示圖例  顯示圖形右方的回合 ID。

顯示網格  顯示與比例成比例的圖形上的「背景網格」。

黑白  將所有圖形回合切換為黑白

線條粗細  調整圖形線條粗細

標記樣式  選擇用於 Raw、Renishaw 圖的標記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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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功能反白

在分析結果表內選擇「分析功能」以清晰地反白圖形上的數值。

資料裁切

儘管是以 ISO 107916 分析進行循圓測試儀資料的分析，但可使用藍色與紅色垂直線裁切用於報表的資料範圍。在雙向測試中，每次執行

測試可用一對裁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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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互動

分析 XCalView 內的測試時，下列選項可用於自訂圖形檢視：

滑鼠指標「縮放」 

將滑鼠指標放入「圖形」並捲動滾輪。

按住「控制」鍵，按下 + 或  按鈕進行放大或縮小。

「縮放」軸的比例

將將滑鼠指標放在需要的軸上，按下滑鼠左鍵並捲動滑鼠滾輪。 

「縮放」到手動選擇的區域

按住滑鼠滾輪並拖曳以選擇縮放區域。

按住「控制」鍵，在圖型區域內按下滑鼠右鍵並拖曳以選擇縮放區域。

上下「平移」軸的比例

將滑鼠指標放在需要的軸上，並按住滑鼠右鍵並拖曳軸。

將滑鼠指標放在任一軸上，按下滑鼠左鍵，按住「控制」鈕並使用箭頭鍵。

「平移」圖形

將滑鼠指標置入「圖形」，按住滑鼠右鍵並「拖曳」。

將滑鼠指標放在「圖形」上並「按左鍵」。接著，按住「控制」鈕與箭頭鍵。

「檢視」點坐標與數列詳細資訊

將滑鼠指標放在「圖形」上的擷取點並按住滑鼠左鍵以檢視資訊。

「恢復」到預設設定

將滑鼠指標放入「圖形」區域並按兩下滑鼠滾輪。

將滑鼠指標放入「圖形」區域，按下控制鈕並按兩下滑鼠右鍵。

將滑鼠指標放入「圖形」區域並按下「控制A」。

圖形互動（平板限定）

「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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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畫面上的「展開」與「夾擠」手勢可進行縮小與放大。

「平移」圖形

使用畫面上的拖曳手勢可進行此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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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客戶報表

可由 2 種方式建立報表：

將相關資料複製及貼到另一個應用程式以進行編輯。

在 XCalView 軟體應用程式內建立格式化的 PDF。

注意：必須將 Adobe® Reader 安裝在電腦上以檢視 PDF 報告。

複製及貼上：

凡是有出現複製符號   的頁面，都能複製軟體內的資料。

圖形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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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資料檢視

 

在「檢視」及「分析」都能使用「複製及貼上」。

建立 PDF：

 按下 Adobe® 符號   按鈕可從任一分析畫面產出 PDF 報
表。這能提供您選擇更多 Adobe 選項，例如儲存與列印。或

者，按下   按鈕即可直接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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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個人公司徽標

可為在 XCalView 內產生的報表新增個人化公司徽標。

新增徽標

選擇畫面右下方「命令列」的「設定」圖示。

 

 

接著，「XCalView 設定」對話方塊會開啟。選擇此對話方塊內的「應用程式」標籤並瀏覽個人圖示，

注意：圖示的尺寸必須為 200 x 50 像素。軟體會放大或縮小選擇的圖示，以符合需要。

 

您的個人化公司徽標現在會出現在「PDF」與「已列印的」測試報表右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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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比較檢視

比較資料檔案

可以在 XCalView 軟體內比較資料檔案。無論是比較誤差補償前後的資料，或檢視線性位置的角度誤差影響，這對此兩種應用都很有幫

助。

比較檔案：

使用展開   圖示展開軟體畫面左方的「測試瀏覽器」面板。

選擇「比較」按鈕。

 

在畫面左方，選擇「新增」  按鈕並瀏覽需要的資料檔案，就能新增測試。

 

一旦選擇後，兩組資料都會顯示在圖形上。

注意： 如有需要，圖上會出現另一新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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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比較檢視移除單一「資料通道」

如要移除單一「資料通道」，應按下「測試瀏覽器」面板內的適當資料檔案，因此該檔案會反白為橘色，如下圖

 

 

選擇「移除」圖示

 

從比較檢視移除所有「資料通道」

如要移除所有資料通道，只需按下左方面板的「重設」圖示  。

會要求您確認是否的確想移除所有資料檔案。如要確認，請選擇 OK

注意： 這只會從比較畫面移除檔案，而不會從電腦移除原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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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點偏移

零點偏移功能可讓使用者偏移資料，使所顯示的零點及有效零點「0」位置異於資料擷取時的位置。這項功能對旋轉軸的誤差補償很有用。

套用零點偏移

開啟資料檔案。

從「測試瀏覽器」面板的下方選擇「零點偏移」按鈕。

 

「零點偏移」對話方塊會顯示：

 

選擇下列選項可配置「零點偏移」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選擇回合

平均回合

從擷取的結果選擇特定回合

坐標位置

設定坐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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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為原始檔案範例，顯示讀出~0 µm（在校正期間擷取）誤差的 0 mm 點。

接下來，「零點偏移」檔顯示同樣的檔案，回合 1 的 600 mm 點「偏移」到 0 µm量測誤差。

 

 

 

將設定恢復到原始設定

取消核取「套用零點偏移」以恢復到原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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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補償

使用展開   圖示展開軟體畫面左方的「測試瀏覽器」面板。

展開時，會出現「誤差補償」按鈕。

選擇「誤差補償」按鈕。

接著，「誤差補償」對話方塊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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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補償

1) 補償類型

支援的補償類型有 2 種：

標準  包含反向間隙值的補償值表。

雙向  正向與反向個別的值。

2) 計算類型

支援的計算類型有 2 種：

增量式  計算關於之前補償點所得的值。

絕對式  以絕對值計算的補償點

3) 誤差解析度

產生的補償值解析度

4) 符號約定

將輸出值配置為「如誤差」或「如補償」

5) 類型

定義產生的輸出檔案樣式

6) 參考位置

套用原點補償的坐標位置

7) 補償開始

軸上套用補償的啟始位置

8) 補償結束

軸上套用補償的結束位置

9) 補償間隔

補償點之間的間隔

此時，左方面板上的補償設定必須設定為符合使用者需求。

儲存配置設定

 

如果日後必須使用配置設定，可使用「儲存」圖示進行儲存。

 

載入配置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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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機器內有已儲存的配置設定，就能選擇「載入配置」圖示並選擇「已瀏覽」配置。

LEC.REN 及 LEC2.REN 選項

產生誤差補償檔案時，可選擇 LEC.REN 及 LEC 2.REN 格式。

兩種檔案差異是在於顯示的補償資料格式。

選擇最符合機器控制器要求的格式。

下列為 2 種誤差補償檔案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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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XCalView 內的誤差補償檔案

一旦設定了配置設定，就選擇「產生」圖示。 

可選擇「補償表」格式或「圖像補償」格式檢視誤差補償資料，如下圖：

 

在圖像補償檢視中，顯示的圖會顯現最初擷取的資料結果以及「補償後預測的機器性能」。

儲存誤差補償檔案

產生誤差補償後，選擇匯出選項以儲存補償檔案。

 

軟體會讓您選擇儲存補償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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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bar 分析

Ballbar 資料以 X 軸「點」比例報告。一秒以 100 點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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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更新

XCalView 現在包含自動檢查軟體*是否為已更新的版本的功能。

上圖顯示更新視窗的範例。此視窗將有提供的軟體更新版本號碼告知使用者，也讓使用者得知到此次升級將提供的顯著的優勢與新功能

。

每次在有上網的電腦或筆記型電腦上開啟 XCalView 時，自動更新功能性會在背後執行檢查，以確保取得最新版本。如果使用者已安裝

最新版本，將不會收到任何通知，軟體會正常載入。如果有可用的更新，使用者會見到更新視窗（如上圖）。

在視窗底部有個「提醒我」功能。這讓使用者能在更方便更新的時間收到提醒。

按下軟體右下角的「關於」   按鈕就能隨時再次評估更新視窗的時間（若提供）。若有更新，「關於」按鈕將會包含箭頭 。

*必須要連上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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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Renishaw

Renishaw 在產品的開發與製造上堅持著多年以來積極創新的歷史傳統，已確立其在世界上工程技術領域不可撼動的領導地位。自1973年創
立至今，公司不斷地提供尖端科技之產品，除了可以提高加工製程產能與改善產品品質外，並提供高經濟效益的自動化解決方案。 
遍佈全球的子公司及經銷商網路為客戶提供優質便捷的全方位的服務與支援。

產品包括:

堆疊快速成型製造、真空鑄造、及微型射出成型之技術可用於設計開發、原型測試及生產等之應用
尖端材料技術具有種類多樣之應用可用在多種領域中
假牙 CAD/CAM 掃描與製造系統及結構材料之供應
光學尺 高精度線性、角度及旋轉定位回饋系統
夾治具系統 應用於CMM(三次元量測機)及多工檢具系統
多工檢具系統 應用於加工零件之比對量測
高速雷射量測與探測系統應用於險峻的地理環境
光學尺 高精度線性、角度及旋轉定位回饋系統
醫療儀器 腦神經外科手術應用
工具機測頭系統與軟體 CNC 工具機工件座標設定、刀具檢測及工件量測之應用
拉曼光譜儀系統 非破壞性材料分析應用
特殊感測系統及軟體應用於CMM的量測需求
測針 CMM 與工具機測頭系統之應用

ｦpｻﾝ查詢全球聯絡方式，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www.renishaw.com.tw/contact

RENISHAW竭力確保在發佈日期時，此份文件內容之準確性及可靠性，但對文件內容之準確性及可靠性將不做任何擔保。RENISHAW概不會就此文件內容之任何不
正確或遺漏所引致之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2016 Renishaw plc. 保留所有權利
Renishaw保留更改產品規格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RENISHAW及RENISHAW公司徽標中的測頭符號是Renishaw公司在英國及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註冊商標。
apply innovation,Renishaw產品和技術的名稱與命名是Renishaw plc及旗下子公司的商標。
本文件中使用的所有其他品牌名稱和產品名稱為各自所有者的商品名稱、商標或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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