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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MKS-SGen_L 是创客基地推出功能非常强大的 3D打印机 ARM 主板，采用 32 位的 Cortex-M3 的

LPC 1768 处理器，主频高达 100MHZ，运算处理能力十分稳定。可兼容 Smoothieware 和 marlin2.0

固件，适应多样需求。拓展性强大，能和多种驱动配套使用。可以支持外接和直插的方式，直

插驱动兼容各种驱动的特殊模式（uart，spi 等模式。）兼容多款 lcd 屏幕和 MKS 系列触摸屏。

是一款功能多样且性价比极高的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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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点优势

 采用 32位 Cortex-M3 的 LPC 1768主控芯片，100MHZ主频，运算能力强，性能大幅

提升。

 兼具直插式驱动插口与外接驱动端口，拓展性更强，选择性更多。

 兼容多种驱动和特殊模式（TMC2208 的 uart 模式，TMC2130 的 SPI 模式等）有专门

的端口的预留，接线设置更简洁方便。

 支持多种开源固件，延续原来的 s 系列主板采用的 smoothieware固件同时，SGen-L也

可以支持 marlin2.0版本的固件

 采用高质量线路板，且各个接口的对应的 pin，都有丝印进行标注，更容易识别修改。

 采用专用电源芯片，支持 12V-24V电源输入。

 支持创客基地开发的MKS LCD12864,MKS MINI12864等控制板进行显示控制。

 可与 MKS TFT 全系列的触摸屏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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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连接说明及尺寸图

1、MKS SGen-L主板正面实物图

2、MKS SGen_L主板系统连接图



创客基地

8

3、MKS SGen_L主板安装尺寸图

4、MKS SGen主板 PIN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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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说明

1、 固件获取方式：

1.1 问淘宝客服或者技术人员获取固件；

1.2 在创客基地讨论群的群文件中下载；

1.3 登录网址下载进行下载：https://github.com/makerbase-mks?tab=repositories

1.4 前往百度网盘进行下载：https://pan.baidu.com/s/170g2R8-s7tnNEL1GpoB-vA

提取码：g6gn

2、 更新固件的方法

其中包括 smoothieware 固件的更新与 marlin 固件的更新

2.1 smoothieware固件更新

2.1.1 将更新程序拷贝到 TF 卡根目录，包括：1、固件 firmware.bin 2、配置文件 config.txt

2.1.3 将 TF 卡插入卡槽中并重新上电，系统会自动升级新固件，升级成功后，SD 卡中的

文件被改名为 firmware.cur。

2.1.3 等主板更新完固件之后一会儿，主板左上角指示灯正常为 D1 D4 D7 为常亮，D2 D3

闪烁；

https://github.com/makerbase-mks?tab=repositories
https://pan.baidu.com/s/170g2R8-s7tnNEL1GpoB-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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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arlin2.0固件更新

Marlin2.0 固件的更新的方法类似，将 firmware.bin 文件拷到 TF 卡中，主板上电更新即可。

更新成功文件将会变成 firmware.CUR 文件

Marlin2.0 固件不能像 smoothieware 一样，通过 config 文件进行修改配置。Marlin2.0 每次更

新参数配置都需要生成新的 firmware.bin 文件进行重新更新。

2.2.1 编译环境的搭建和 bin文件的生成

1.下载指定网址下载固件和软件的压缩包

2.打开 marlin2.0-ARM文件夹，安装 python-2.7和 wxPython3.0,点击安装包安装，如图所示

3. 编译平台 Atom 安装

4.安装 Git-2.21.0和 LLVM（只支持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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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tom软件插件安装

安装好 Atom后打开 Atom,打开 File→Settings→install，需安装两个插件

搜索 platformio_ide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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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安装完成即可

搜索 process-palette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即可导入 marlin2.0源码进行修改编译。

以上为操作之后，则编译环境搭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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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in文件编译

1、固件工程的导入

（Marlin2.0固件的文件路径不能有中文建议路径不要太长，否则编译出错)点击 File→Open

Folder,打开 marlin2.0固件的文件夹导入 marlin固件。

2、主板型号定义

打开 board.h，能找到MKS_SGEN_L的主板类型定义为 BOARD_MKS_SGEN_L

需下载 github和网盘指定 marlin2.0文件才有 SGEN_L的主板类型，其他公版 marlin2.0暂时没

有这个主板类型。后续会在公版进行添加

在配置文件 configuration.h中将主板类型配置为 BOARD_MKS_SGEN_L

3. 根据机器情况进行参数配置（详情见 marlin2.0基本参数配置）

4. 固件编译

点 击 左 下 角 的 PIO Build → 输 入 框 输 入 芯 片 型 号 1768 → PIO Clean(LPC1768) → PIO

Build(LPC1768),编译完后打开 marlin 固件的文件夹→打开.pioenvs→复制 firmware.bin 到 TF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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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到主板卡槽刷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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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完成之后在这个路径下会有一个 firmware.bin 文件，将文件拷打 TF 卡根目录更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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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数配置说明

5.1 smoothieware 参数配置

1. smoothieware.基本参数配置

（1）以下是需要根据机器修改的参数

直接修改 SD 卡上的 config.txt 文件，保存后重新上电，参数配置即可生效。

注：因为电机驱动改为直插式驱动，所以驱动电流的调节，不能在配置文件里面进行调节。而

是通过直插驱动上的旋钮进行调节.(详情参考下文，驱动电流的调节和注意事项)。

（2）以下是根据需要选择配置的参数

各个轴运行的速度和加速度设置，可根据自身需求设置。

如果出现回零状态异常，则可以对相应轴的开关的开关类型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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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挤出机 E0 参数设置

默认设置即可

（4）双挤出头参数设置

如果是使用双头打印，需要去掉以下配置前面的注释（#）。

对应的 pin 脚和类型信息，在没有很熟悉的情况下，建议使用以上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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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热床设置

上图为使能热床，如果不需要用到则改成 false则为禁用热床

以上两部分加热头和热床的默认传感器类型 temperature_control.module_name.thermistor

RRRF100K

为普通的 100K NTC 热敏电阻。如果使用其他类型的传感器，则需要到固件官网，查询对应型号

所对应的名称。

.PID 设置

用于调节关于固件参数问题造成的温度跳动过大的问题

首先运行 M303 指令，例如：

M303 E0 S190

# 针对打印头 E0 经常加热到 190 度的情况 ，自动运行 PID 运算

#系统运行大约 8 个循环，显示类似以下信息

可以把得到的 PID 值直接写入 config.txt，或者直接运行 M500 保存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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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风扇设置

（7）限位开关设置

如果要使用到限位开关，则“endstops_enable”这一项设置一定要为“true”。

Alpha，beta，gamma 对应三个轴。

Homing_direction 为回零的方向，回最小方向为 home_to_min，回最大方向为 home_to_max。

Alpha_min 为最小行程,alpha_max 为最大行程。其他轴同理。

（8）自动调平设置

仅限于普通的接近开关设置。

调平过程，用上位机软件执行以下过程：

1）G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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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调平过程

2）G28

#归零

3）G0 Z5

#Z 轴上移 5mm

4）手动调整 Z 轴高度，直到打印头和热床之间只有一张纸的厚度

5）M306 Z0

#设置当前高度为 0

6）G28

#再次归零

7）G0 Z1

#设置当前高度为 1mm，并测量打印头是否距离热床 1mm

8）M500

#将当前数据保存到 EEPROM 中；

#注意执行了 M500 之后，系统不会再从 config.txt 中读取参数，需要运行 M502 清除参数后，

才会在下次启动时从 config.txt 中读取参数。

（9） LCD 显示屏设置

MKS LCD MINI12864/MKS LCD12864A（需移除 RPK2 排阻）

屏幕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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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S LCD 12864屏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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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marlin2.0参数配置

5.2.1 基本参数配置

Marlin2.0参数设置可以直接通过 Atom软件进行修改设置和编译

通过 atom打开 marlin固件，点击 File→Open Folder,打开 marlin2.0固件的文件夹导入 marlin固

件。打开 configuration.h文件，可进行基本的参数，设置内容和 1.0版本的 marlin的内容大致相

同。

1. 主板波特率设置

2. 主板类型设置：主板类型设置为 BOARD_MKS_SGEN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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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挤出头数量及热敏类型设置

根据使用温度传感器类型进行设置

其中#define TEMP_SENSOR_BED 1（此项为热床设置项，设置位 0 则为不使能热床，设为其

他数字则为对应的传感器）

4. 温度设置

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设置（如果检测到实际温度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主板将会进行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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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设置（一般不用进行调节，默认即可）

调节方法和 smoothieware相同。使用 M303 指令，例如：

M303 E0 S190

# 针对打印头 E0 经常加热到 190 度的情况 ，自动运行 PID 运算。运算完成之后，将返

回的数值填写进固件之中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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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挤出保护设置（PREVENT_COLD_EXTRUSION）

默认为 170度，挤出电机需要加热头加到 170度或者以上才能使电机进行挤出。如果机器挤出

不需要加热，则可以将此温度调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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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器设置

机器结构设置，默认为 xyz结构，如果是 corexy或者是其他的结构则需要使能相应的类型

限位开关设置

使能限位开关

设置开关类型（常开/常闭）

注：如果设置类型相反，可能或导致回零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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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类型设置

设置使用的驱动类型，才能配置相应的特殊模式（tmc2208的 uart模式，tmc2130的 SPI模式）

如果没有对几个驱动类型项进行使能的话，则所用驱动均为普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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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脉冲设置（#define DEFAULT_AXIS_STEPS_PER_UNIT ）

可根据机械情况，通过公式进行计算

同步轮电机脉冲数/mm 的公式为：（360÷步距）×细分÷（直径×3.14） ；

丝杆电机脉冲数/mm 的公式为：（360÷步距）×细分÷导程 。

电机方向设置

可以通过调整设置 true和 false进行调整电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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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零方向设置：-1为回最小方向回零，1为最大方向回零。

行程设置：设置 xyz轴最大的运行距离。

6. LCD屏幕设置

语言设置：zh_CN为简体中文，en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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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类型使能

固件中只能使能一种 lcd屏幕，如果使能多种，容易造成错误

LCD12864使能

LCD2004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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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12864和 LCD12864A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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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自动调平设置（z-probe和 3d touch）

在马林 2.0固件上的配置主要参考《3Dtouch使用说明书》

如果使用使用 Z-限位作为调平开关的触发限位的，则使能这一项

#define Z_MIN_PROBE_USES_Z_MIN_ENDSTOP_PIN

如果想使能在其他限位的话，则可以使能这一项，并修改对应限位的 pin脚。

#define Z_MIN_PROBE_PIN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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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 Z-probe则使能上面这一项，如果使用 3dtouch则使用下面那一项。不能同时使能多项，

如果使能使能一项需要将另外屏蔽掉

如果调平开关有使用到相关限位的话，必须对其进行使能。

开关的常开常闭类型也要进行设置，一般默认为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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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调平模式，使能#define AUTO_BED_LEVELING_BILI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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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平点数设置

开启舵机数量并数量改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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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平数据保存设置

需先使能#define EEPROM_SETTINGS

到 gocde- calibrate-G28.cpp文件中添加 set_bed_leveling_enabled(true)，如图所示。

以上为自动调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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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驱动模式设置

驱动模式设置分为 3种：普通模式，UART模式和 SPI模式。

注意：以下驱动设置均基于 mks系列驱动进行，不同厂家驱动设置方法可能设置方法不同。

普通模式（step/dir模式）

在普通模式的情况下，基本所有驱动都是适用。

通过跳线帽调节驱动的细分。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将跳线帽插到右侧两排黑色排针的M0,M1,M2

处，进而实现对细分的调节。

注意：在普通的模式下第四个插针，建议不带跳线帽。但是如果戴上跳线帽可能会影响部分驱

动的使用。（如 TB67S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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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C2130 SPI模式设置

TMC2130 SPI模式设置分为硬件设置和软件设置

硬件设置为，主板跳线帽设置，只需要根据要求插好跳线帽，不需要进行飞线。如图所示

只需要将左侧四排跳线帽插上即可

软件设置：需要 marlin2.0固件当中设置相应的 SPI参数，设置步骤如下

1. 驱动类型设置位 TMC2130



创客基地

39

2. 在 Configuration_adv.h 文件中，进行配置细分和电流。

细分设置：X_MICROSTEPS，一般设置为 16细分，因为 使能 #define INTERPOLATE true

所以芯片内部会将 16细分拓展为 256细分

电流设置：#define X_CURRENT 后面的为电流值，TMC2130驱动电流范围为 500-600mA。

高于 600mA，在没有较好散热条件的发热比较严重。 如果散热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散热片加

风扇散热）可超过 600mA，但最大值不超过 1000mA。温度太高会影响芯片的运行，可能会造

成丢步的情况。

实际驱动的的电流值，为设置的 1.414倍，所以设置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要超过驱动或者电机的

最大电流

例如：图片在设置位 800mA，实际运行的电流 I=1.414*800mA。

3. 运行模式选择

SPI模式将采用软件 IO模拟 SPI方式，不需要对固件里面的硬件 SPI进行定义默认即可。

在 Configuration_adv.h文件进行工作模式配置

使能 STEALTHCHOP时为静音驱动模式，如果注释掉 STEALTHCHOP（在该项前加双斜线就

可”//）则为 spreadCycle平滑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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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配置混合模式，需先使能 STEALTHCHOP静音模式

使能#define HYBRID_THRESHOLD

对应 HYBRID_THRESHOLD 项后的数值为模式切换的值。如果电机运行的速度大于设置的

100mm/s，则会切换到 spreadcycle模式，低于 100mm/s则为 stealthchop模式

混合模式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性配置



创客基地

41

4. CS引脚设置

因为主板内部线路集成，使用 SGEN-L主板，板卡文件 pin已设置完成。默认设置即可，不用

进行修改。

5. 无限位回零设置

无限位回零配置（调试难度大，可选配）

若使用普通机械限位，可以不用配置此项

在 Configuration_adv.h文件，使能 #define SENSORLESS_HOMING

注意：需要将驱动器 DIAG1引脚的导线连接到 X / Y限位引脚。（Z轴暂时不支持）

如果使用 TMC2130 SGL版本则不需要进行飞线。

X，Y和 Z归位将始终在 spreadCycle模式下完成。

X / Y / Z_HOMING_SENSITIVITY用于调整触发灵敏度。值越高，系统灵敏性越低。较低的值使系统

灵敏性更高。值太低会导致误报，而太高的值会在不触发的情况下碰撞轴。

建议将 X / Y / Z_HOME_BUMP_MM设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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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由于 TMC2130 处理的阻塞检测的逻辑信号为 true，所以当用阻塞检测作为限位时，限位

电平只能设置为 true,否则编译会提示错误；马林固件 Z 轴暂时不能单用阻塞检测作为限位，

用阻塞检测作为限位时也需要限位开关信号,不建议 Z 轴使用阻塞检测作为限位。

以上为 TMC2130 SPI模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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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C2208 UART模式设置

SGEN-L主板配合配合 TMC2208使用，需要进行硬件配置和软件配置

硬件配置根据以下图片，进行跳线帽配置，使用 TMC2208 V2.0版本，可以不用进行短接驱动

上面的 NC和 uart端。

软件配置：UART Marlin2.0配置方法和 2130配置方法类似。

1. 设置驱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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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模式选择

使能 STEALTHCHOP时为静音驱动模式，如果注释掉 STEALTHCHOP（在该项前加双斜线就

可”//）则为 spreadCycle平滑运行模式

如果要配置混合模式，需先使能 STEALTHCHOP静音模式

使能#define HYBRID_THRESHOLD

对应 HYBRID_THRESHOLD 项后的数值为模式切换的值。如果电机运行的速度大于设置的

100mm/s，则会切换到 spreadcycle模式，低于 100mm/s则为 stealthchop模式

混合模式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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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驱动电流设置

细分设置：X_MICROSTEPS，一般设置为 16细分，因为 使能 #define INTERPOLATE true

所以芯片内部会将 16细分拓展为 256细分

实际驱动的的电流值，为设置的 1.414倍，所以设置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要超过驱动或者电机的

最大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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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ART (RX与 TX)引脚设置

因为主板内部线路集成，使用 SGEN-L主板，板卡文件 pin已设置完成。默认设置即可，不用

进行修改。

以上为驱动部分设置的全部内容



创客基地

47

六． 连接打印与驱动安装

如果需要需要联机打印，则需要在电脑安装相应的 usb驱动，COM口才能进行识别。

注意：主板 com口能够被电脑识别的前提是主板已经刷新了固件，如果没有刷新固件，就算安

装对应固件的 USB串口，也无法被识别。

Smoothieware固件的 usb驱动，可以到 smoothieware的官网进行下载安装，或者我们提供的固

件压缩要也有包含，可以自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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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LIN2.0 固件

如果更新了 marlin 固件，但是电脑识别为未知设备的话，可以右击选择更新驱动程序，选择一

下路径的进行更新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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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技术支持及保证

1. 发货前会做通电测试，保证可以正式使用才发货。

2. 欢迎各位朋友加入讨论群：232237692

3. 欢迎光临博客交流：http://flyway97.blog.163.com

4. 3D打印机主板定制，联系黄生：13148932315 谭生：15521395023 彭生：13427595835

5. 有问题可联系我们客服或者在群里找技术支持人员，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创客基地官网 创客基地淘宝

http://flyway97.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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