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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手册描述了 Delem 型号为 DA-65W 系统的操作，主要用于指导操作本台机器的操作人

员。 

只有授权人员才允许新建或编辑现有的程序以及对模具数据进行编程或编辑。为此，系

统上装了一个钥匙开关以防止未允许的编程。当该开关处于关闭位置时，操作人员只能执行

一个选定的程序，不能够修改参数。 

 

版本历史 

随着性能的增强和功能的更新，本系统的软件会定期进行升级更新。手册也会随之进行

更新。如下列表显示了软件版本和手册版本之间的对应关系。 

软件版本            手册版本         描述 

V2.1     V0404    第一次发布 V2 

V2.2     V1104    更新 

V2.3     V0505    更新 

     

本手册应用于软件版本 V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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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操作概览和综合介绍 

1.1．控制单元 

系统外观如下图所示： 

 

 

1.a 

系统的具体配置可能有所变动。 

系统的操作主要通过前面板上的各个按键实现。关于所有按键以及它们的功能我 

们将在下一节中进行描述。 

除了前面板上的按键以外，系统还配备了一个嵌入式的触摸板或者一个外部 USB

鼠标，来用作定位设备以对菜单项目、参数或软按键进行选择。是否有这样的设备可用

具体要取决于具体配置。在本手册中，“鼠标”代表着任何可用的定位装置，它的操作

在本手册里进行了介绍。  

1.2．操作模式 

此系统有如下四种模式： 

 

 

 

手动模式：该模式下可以设定单次折弯的所有参数。按下系统启动键，执行所

有参数，后挡料将到位。亦可以用手轮移动各轴。 

 

 

 编程模式：该模式下，折弯程序可以被创建或修改，还可以写入磁盘或从磁盘中 



读取。 

 自动模式： 自动执行所选程序。 

 

 单步模式：选中的程序可以按折弯逐次执行。 

 

每个模式都可以通过按压相应的按钮来选择。按钮上的 LED 灯指示了该模式是否处于活

动状态。 

1.3．前面板 

前面板，除了四个操作模式按钮之外，还包括如下组成： 

键盘： 

 

 

 

光标路径控制： 

- 10 个数字键（0 到 9），包含文字和数字输入 

- 小数点 

- 加/减切换 

- 清除键：清除监视器屏幕左下角数据输入区域的内容。

- 回车键，确认一个设定的值。 



 

停止按钮      启动按钮 

  

 

手轮：手动控制各轴的移动（Y + 后挡料各轴） 

  

 

急停按钮：由机床制造商来执行。 

 

 

软按键：监视器屏幕底部对这些按键的功能进行了描述。 

 

 

 菜单设定结束。 

还可能通过按外接键盘上的<ESC>或者用鼠标点击左上方菜单上的标志来离 

开某个菜单。 



 

在屏幕上有“？”标志的页棉，可以按“？”来获得相应功能或对要设定参 

数的解释。 

 

集成触摸板 

系统上可配置一个触摸板，它的功能就如鼠标一样。它下方的两个按键起着与鼠标的按

键一样的功能。 

 

1.4．编程模式 

1.4.1．主菜单 

 编程模式：选择编程模式。 

 

编程模式下的主菜单界面如下： 

 



 

1.b 

菜单中的每个项目都可以有几种方式来选择： 

-  输入菜单的编号后按 Enter 

-  用箭头按键滚动至所需要的菜单项目并按 Enter 

-  用鼠标点击想要的菜单项目 

 

菜单项目的解释 

1．  在屏幕上绘制工件图并计算折弯工序（图形编辑）。 

2．  编辑工件图并计算折弯工序（图形编辑）。 

          3．   创建一个新的 CNC 程序（数字编辑）。 

 4．   修改现有的 CNC 程序（数字编辑）。 

 5．   从工件库中选择一个程序。 

 6．   写程序到一个备份媒介或从一个备份媒介中读取程序。 



 7．     对上模的尺寸进行设定。 

 8．     对下模的尺寸进行设定。 

 9．   对机床上部尺寸进行设定。 

 10．  对机床工作台的尺寸进行设定。 

          11．    设定具体的编程数据。 

          12．    将加工数据和机床外形写入到一个备份媒介中或者从一个备份媒介中 

读取加工数据和机床外形。 

1.4.2．帮助文档 

本系统已具有在线帮助文档的功能。当屏幕右下角有问号显示时，这个帮助文档才可用。 

 

 

图 1.c 



 

要激活一个参数的帮助窗口： 

- 按前面板上的问号键 

- 或者在帮助标志上点击鼠标 

此时会弹出一个窗口，显示活动参数的相关信息。 

 

 

图 1.d 

帮助窗口使用如下： 

如果文本处于单个窗口中，可以通过按任意键去除该窗口。如果有许多文本交叉显示在

多个窗口，帮助标志下面会出现一个箭头标志。使用左右箭头键或者用鼠标点击箭头标志可

以在帮助文本中实现前后浏览。 

1.4.3．列举菜单的功能 

系统上有些参数只有有限的几个可能值。在这样的参数旁边会出现这个标志 。 

 

 

 



这是指可以按右箭头键 打开一个下拉菜单，菜单中会把该参数可能的值都列举

出来。这个列举菜单也可以通过鼠标点击 打开。 

 

 

1.5．绘图设计 

可以从主菜单中选择一个可能的编程。为了设计或者编辑一个新的工件，出现了绘图设

计工具。该工具是一个完备的工件设计工具，允许绘制工件的轮廓。它包含了一个机床库及

模具库，允许快速自动、交互或者手动进行折弯工序计算，可以显示工件、模具、机床之间

可能的冲撞以及设计后长度。 

绘图设计工具可以为一个工件选择 理想的折弯工序，可以帮助用户选择 短的工件生

产时间和操作可能性。 

设计工具的特点 

- 二维或三维（如果可用）绘图设计工件的形状 

- 自动缩放比例 

- 可以输入水平和垂直投影尺寸 

- 落料长度计算 

- 实际比例模具设计 

- 10 种不同的机床上部形状以及 10 种不同的机床下部形状（操作台） 

- 长度和角度的改变 

- 冲击（大圆弧） 

- 增加或删除折弯 

- 对现有工件进行复制、改变或另存为一个新的工件 

- 生产时间指示 

- 闭合尺寸或者 高精度误差选择 

- 连接二维程序用于三维生产 

折弯工序计算 

- 短生产时间的快速自动计算 

- 交互折弯工序定置 

- 手动折弯工序定置 



- 图形显示工件、模具、机床之间的冲撞 

- 自由选择模具和机床形状 

- 转弯次数、后挡料速度等的分配 

- 折弯工序模拟 

- 自由选择 R轴位置 

图纸的后期加工 

后加工工具计算： 

-   完全自动进行 

-   机床调节，比如： 

 Y 轴位置 

 泄压 

 X 轴位置 

 X 轴退回 

 Y 轴开口 

 R 轴 

 Z 轴 

 

按照机床配置的轴 

二维设计将在第二章里解释。 

三维设计（若可用）将在第三章里解释。 

1.5.1.控制按键 

绘图软件使用到前面板上的一些功能键。功能取决于系统的型号（是二维还是三维功能的） 

- S1 到 S8 

- 画图光标用如下按键控制： 

 

 

 

- 缩放功能 

在二维工件的折弯模拟的概览中（折弯工序菜单和自动模式）： 



  增大 

   减小 

 

在三维工件的折弯模拟概览中（折弯工序菜单和自动模式）： 

   增大 

    减小 

 

- 三维工件的翻转功能 

和     翻转水平轴 

 和     翻转垂直轴 

 

- 二维工件的绘图光标控制 

如果正在绘制工件或模具的轮廓，光标键可以被用来直接做出 45 度倍数的角度，比如： 

    135 度 

        45 度 

        -90 度   

        90 度 

 

- 二维工件的水平或垂直投影 

当输入行间隔的长度后，用户可以指定该行间隔为标称长度、水平或垂直长度。如果绘

图光标相应的线条里，那么在输入区域里给出的长度尺寸就为线条的长度 L。 

 

水平投影使用： 和   



垂直投影使用：  和  

 

 

 

 

如果设计无法实现，则屏幕上会有提示。 

1.6.以太网 

本 CNC 系统配有了一个网络接口。该网络功能使操作者可以直接从网络目录导入工件文

件或输出完成的工件文件到要求的网络目录下面。 

 

 

 

第 7 章里提供了更多有关网络功能的信息。 

1.7.软件版本 

在编程模式下，菜单屏幕的上侧显示了系统中软件的版本。 

版本号的示例： 

VA 2.1 

VA 代表版本 

L 是标准的输入线条长度 

V 是垂直投影的线条长度 

H 是水平投影的线条长度 



2 为版本编号 

1 为版本级别 

 

当软件中增加了新的特点时，版本号会增大；当现有版本号中需要有较小的修正时，级

别号码会增大。 

1.8.Delem 有限担保 

1. 本 DA-系统对操作者或机床没有安全防护规定。机床制造商对 DA-系统的应用完全负责。

DA-系统的外部必须采取安全措施以保证机床操作人员的操作安全，同时也为防止 DA-

系统出现任何故障。该 DA-系统在正常操作中因直接或间接原因引起的各种可能的损

坏，或者甚至当它的功能未按技术规格运行时，Delem 公司对此不承担责任。 

2. Delem 提供该手册，跟以往一样，不承担任何明确的或暗示的产品担保，包括且不限于

对特殊目的的免责。Delem 可以随时对产品或手册中描述的程序进行改进和/或修改。

该手册可能包括技术错误或印刷排版错误。手册中的信息会定期进行修改。这些改动将

会体现在发行的新版本中。Delem 授权人员可以提供所需的该产品的复制品以及该产品

的技术信息。 

1.9.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许可证 

- 已获得的装置含有了经 Delem 公司许可的来自美国微软公司或其会员公司的软件。这些

已安装的微软血统的软件工件，以及关联的媒体，印刷材料，在线或电子文档（“软件”）

均受到国际知识产权法和条约的保护。本软件只是许可使用，而不是销售。版权所有。 

- 如果不认可此 终用户许可协议，不得使用本设备或复制软件。请立即联系 Delem 以获

得指导，对未被使用的设备进行退回和获取退款。任何软件的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在本

设备上的使用，等同于同意该 终用户协议（或者任何原先协议的认同）。 

- 软件许可证的给予。该 终用户许可协议同意获得下列许可： 

 只能在该设备上使用本软件。 

 非故障容差。本软件为非故障容差。Delem 公司已经独立决定如何在该设备中使用本

软件。微软公司已信任 Delem 并由 Delem 来实施充分的测试以决定软件是否适用于这

样的用途。 

 本软件无担保。该软件像以往一样，提供时不保证没有任何瑕疵。与令人满意的质量、

性能、精度以及努力（包括缺乏疏忽）相关的所有风险，均由用户承担；而且对用户

在享用该软件时发生的冲突或侵害，Delem 不提供任何担保；如果用户得到任何关于

设备和软件的担保，均非来源于微软，对微软无约束力。 

 Java 支持的说明。本软件可能包含对 Java 程序的支持。Java 技术为非故障容差，其

设计、生产和原意不是为了使用或转售要求失效保护性能的危险工作环境中的在线控



制设备，例如在原子能设备的操作中，航天器导航、通讯系统、空中交通控制、直接

生命维持机器或武器系统，在这些设备中 Java 技术可能导致直接死亡、人身伤害、严

重的物理和环境的损伤。Sun Microsystems Inc.已经以契约形式要求微软对此无承诺。 

 损失免责情形。除法律禁止的之外，对任何因/或与使用或软件性能有关而引起的非直

接的、特殊的、相因而生的或伴随的损害，微软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即使补救失效

的情形该限定也将适用。在任何情况下，微软承担的担保金额 多不超过 250 美圆。 

 对于反向工程、剥离和分解本软件的限制。用户不可对本软件反向工程、剥离和分解，

除非在有适用的法律允许的情形下。 

 软件转让约束。在 终用户许可协议的条件下，用户可以以销售或转让形式永久转让

所有权，前提是接受方必须同意本用户 终协议。如果软件为升级版，转让时必须连

同先前版本的软件一起进行。 

 出口约束。用户承认本软件源自美国。用户答应遵守应用于本软件的一切适用的国际

和国家法律规定，包括美国出口管理规定，也包括了美国或其他政府颁发的对 终用

户、 终用户和国家目的地的约束规定。欲知其他关于出口本软件的信息，请访问网

址：Http://www.microsoft.com/exporting/. 

2.二维工件制图/编辑 

2.1.介绍 

菜单上选择 1，可以绘制一个新工件，选择 2，可以修改一个现有的工件。该页面下，

系统首先要求输入工件编号和图纸编号，图纸的编号里可能含有文字和数字，可以在功能键

“Alphanum”“S6”的帮助下输入文字和数字。如果输入一个已存在的工件编号，系统会警

告该工件已存在。系统会询问是否以新的工件替换已存在的工件，如果选择是，将删除已存

在的工件；如果输入否，系统要求必须输入一个新的工件号。 

在图纸编号上，正负符号按键提示了一个 - 字符，“.”按键提示了一个“/”字符。 

 



 

图 2.a 

如果系统上安装了三维设计选件，系统首先要求用户确认图纸设计是按二维还是三维方

式。三维图纸的绘制详见第三章。 

在完成输入后，用户必须输入具体的工件数据，然后才可以开始绘制工件图。 

在编辑方式下，可以为当前工件制作备份，此时会显示一个特殊的功能键“复制工件”。 

 



 

图 2.b 

 

功能键 

 工件复制   复制当前工件。按压此键后，必须为新的复制件输入一个新工件号。 

 图纸编号  进入工件和图纸编号显示屏幕，对图纸编号进行编辑。 

 编辑注释  打开一个显示当前工件注释的窗口。 

 

按压功能键“编辑注释”后，屏幕上出现一个新窗口，用户可以对当前工件的注释进行

编辑。 

图 2.c 

 

厚度…………………………TH = 

板料的厚度以毫米为单位。 

材料…………………………M =        

选择材料类型。系统预设了 4 种已编程的材料，总共可以编程 99 种材料。如何编程材

料，参见第 8 章。按压 键，来选择需要的设定。 

长度……………………L =    



板料 Z 长度的单位为毫米。 

尺寸…………………………D1 =    

该参数决定绘制工件图形时使用外部尺寸 A 还是内部尺寸 B。 

图 2.c 为两种尺寸的定义。按 进行选择。 

 

 

图 2.d 对两个尺寸都进行了定义。 

按 键选择所要的选择。 

图 2.d 

普通的工件数据的输入完成后，绘图屏幕显示出来。屏幕上部的信息栏会显示：工件编

号、图号和内、外部尺寸选择。 

创建工件的折弯轮廓。首先输入工件的基本长度数值，然后输入该条边和与之相邻的下

一条边的角度，继续此操作，直到工件具有了所要求的轮廓。图形上的小圆圈显示了真实的

位置。使用光标控制键可以在图形上移动小圆圈到另一个位置（角度或长度）。绘制工件轮

廓图过程中，绘图软件一直按照相应比例显示工件。 

图 2.e 

在 2D 工件的“工件绘图”或“编辑工件”中，每个工件 多可以设定 25 道折弯（图示

编辑）。 

功能键： 

  插入/删除：删除一个角度/线段或插入一个角度，取决于光标所在的位置。（参 

见 2.2） 

 精度：    用圆形光标定义选择的线段，为获得较高的精度，或者如果它将成 

为闭合尺寸。（参见 2.3） 

大圆弧：  当光标在一个角度上，可以用创建一个带大圆弧的角度。 

 

改变数据： 工件数据的页码。 

 



任务：  选择折弯工序计算的任务（见 2.5）。 

         

折弯工序： 设定折弯工序（见 2.6）。 

 

 返回主菜单。 

 

这些按键的功能将在前面概览中提到的章节中进行说明。 

2.2.删除一个角度/线段或插入一个角度 

   软按键 S1 的功能取决于绘图光标的位置： 

-  如果光标在线段里，可以插入一个折弯角度，按回车键确认； 

-  如果光标定位在一个折弯上，则可以删除该折弯； 

-  如果光标在工件的一条结束线上，可以删除该线段。 

2.3.精度选择 

当小圆圈在线段上时，用（S2）功能键可以选择高精度或闭合尺寸。该功能键有三种可 

能的选择：高精度、闭合尺寸和标准情形。 

 



图 2.f 

- 高精度 

在折弯工序计算时，选择后挡料的停止位置可得到尽可能高的行间隔精度。 

- 闭合尺寸 

在折弯工序计算中，选择后档料的停止位置可得到因此导致的行间隔公差。 

举例： 

 

图 2.g 

如果可能的话，标记有开放圆圈的行间距必须是直接放在后挡板和模具中心线之间。 

注意： 

用高精度和闭合尺寸指定行间距可能会导致生产时间延长。而且，如果它被设为“如果

可能的话，服从”，则它比前扩展比率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参见 2.5. 

2.4.大圆弧 

要处理带圆弧的折弯，系统采用圆弧模式。使用该模式，工件上的一个大圆弧可以通过

一些连续的小折弯获得。 

图 2.h 

要设计这样一个大圆弧折弯，必须对如下参数进行设定： 

半径 =  想要的大圆弧的半径，单位为毫米 

分段 =  创建圆弧需要的分段数量 

大圆弧中的折弯次数为分段数量加上 1。 

选择的分段越多，创建所设计的圆弧时所使用的折弯的次数越多，精度也越高。折弯段

较多时，需要使用一个较小的垂直模具开口以达到正确的折弯。系统会计算并在屏幕上显示

出可接受的模具 大垂直开口。 

关于工件里与大圆弧段连接的要设定的线条长度的定义，参见图 2.i。 



 

 

图 2.i 

线段长度 L1 和 L2 必须大于或等于大圆弧半径 R。 

在必须要设定这样的折弯时，首先设计一个有相邻边的标准角度。然后光标定位在该角

度上，按压功能键“圆弧”S2，此时系统会提示用户对半径和分段的数量进行设定。这些参

数设定完成后，该圆弧便被绘制在工件图形上，同时可用的垂直模具 大开口将显示在屏幕

上。屏幕显示如图 2.j 所示： 

图 2.j 

 

规格项目： 

半径输入值：   

小值 = 0.1 mm； 

大值 = 2500.0 mm。 

在“任务”菜单中，可以修改圆弧分段折弯的方式，参阅 2.5 章节以获取更多信息。 

2.5.任务         

按“任务”键，将出现参数页面。 

如果变量编程被设定为有效（“Variants On”会显示在标题栏上），系统会警告更正值

将会丢失。按“Yes”继续进行该任务或者按“NO”返回编辑屏幕。关于变量编程，具体参

见 2.8 部分。 

自动折弯工序计算会使用几个标准，以在工件/机床和工件/模具都没有碰撞情况下的

短生产时间、处理可能性之间找到一个 理想的折弯工序。 

为找到一个 理想的状态，必须设定几个计算参数来计算折弯工序。这些参数中有些是

机床相关的，如轴的速度；有些是与操作可能性和翻转次数相关。二维图形设计有三个屏幕

的参数。 



 

图 2.k 

 

功能键： 

   前一页 

   下一页 

   载入缺省值: 

载入默认的任务设置。用户可以决定采用具有 优化数值的一组任务，按压软按键 S4

（存为默认值）可将该设置储存在内存中。在设计另一个工件时，可以通过软按键 S3 载入

这组原先确定的设置值。 

   存为默认值     储存为默认的任务设置值。 

   结束           返回绘图屏幕。 

 

 参 数 解 释 

佳度数 -----------------------------------------OD= 

范围 1-5 



每次折弯要计算的可供选择的工序数量必须在这里输入。 

该数量越大，会有越多的选择被处理器检查，因此计算时间也越长。 

前扩展比率-------------------------FR= 

范围：0.0 – 1.0 

这是允许的工件 小长度的比率，工件在压力机前方延展到工件的总落料长度。要抓持 

该工件，必须在压力机前方加一个工件 小长度。 

 

接受前扩展比率————————————————FA= 

- 假设设定为 0（如果可能，一致）这意味着在可能的时候，计算机会努力与前扩展比率相

一致，只有在该方式下没有可发现的解决办法时，系统会接受前部长度小于指定的比率。 

- 假设设定为 1（一直保持一致） 

  计算机会始终与前扩展比率相一致，这时可能会出现没有可发现的解决办法。 

按  键选择设定。 

 

 参 数 解 释 

后挡料功能 

 

 

图 2.l 

 

允许后挡块靠着尖角……………………SA= 

0 如果不允许 



1 如果允许 

按  键选择设定。 

指定后挡块是否可以挡一个小于 90 度的角。 

 

 

图 2.m 

 

后挡块模具，中间折弯……………………IB= 

如果在模具和后挡块之间可能有一次折弯，设定为允许。 

 

 

图 2.n 

 

可用的选项： 

0= 允许 

1= 避免：努力用低优先权避免 

2= 如果无法避免则允许：在出现无可用的解决办法时，允许 

3= 禁止： 从不允许  

按  键进行选择。 

 

边缘公差------------------ET= 

假设后挡块与平板料相靠，可以允许有一个角度误差（与水平线的偏差） 

可设定的公差角度范围：0-90 度输入。 

 



 

图 2.o 

 

90 度公差--------------------CT= 

当后挡料与非 90 度折弯角度相靠时，允许的与垂直 90 度之间的 大误差。 

 

图 2.p 

支撑后挡块的限位---------------BL= 

当折弯机的移动 R 轴上安装了后挡料挡指时，该参数（毫米）有用，有一个所谓的“搁

置”结构。当机床背侧的板料长度大于这个限位，X 轴、R 轴位置将自动纠正，因此板料可

以在后挡料的挡指上停留一下。（0-3200.00mm） 

    该功能只有在自动 R 轴有效时可用。 

 

 

图 2.q 

 参 数 解 释 



 

图 2.r 

落料长度计算 

后加工完成后，系统计算工件展开长度和折弯许可。展开长度计算和折弯许可的要点是

内部折弯半径。每次计算，都可以设定一个校正因子（RF ，AF）。 

 

圆弧因子的落料长度…………………………… RF= 

计算的内部半径与该因子相乘，以纠正工件的总折弯长度。RF 初始值是 1。 

 

圆弧因子 X-轴位置……………………………… AF= 

计算所得的内部半径乘上该因子，以纠正 X 轴的位置，这样在每次具体折弯后均可得到

一个正确的工件尺寸。可以通过单步折弯以及折弯一个确定尺寸的工件来检查这个因子，比

如外部尺寸 100mm。参见图 2.s. 

系统计算 X轴位置,以获得如图 2.s 中所示的 L=100。L 的精度取决于材料参数如厚度、

强度和类型，为了得到具有正确半径因子 AF 的纠正功能，可以优化此计算。 

    RF 和 AF 互相不干扰，推荐首先优化 AF 因子，然后找出正确的展开长度纠正 RF 的值。 

 

 

图 2.s 

小 Y-轴开口………………………… YM= 



系统在对编程的工件进行后加工时，总是计算出一个滑块和工件之间 小开口，开口

小值可由用户自行设定，设定的值为速度转换点 MUTE 上方的距离。 

 

X-许可 DIN………………………… XA= 

在二维图形后加工过程中，计算展开长度和折弯许可时，要用到一个 Delem 公式，也可

选标准 DIN 公式（DIN6935）。 

该参数缺省值为 0， Delem 公式关闭；该参数缺省值为 1， DIN 公式启用； 

Delem 公式的默认值为 0。按 键选择需要的设置。 

 

相等尺寸圆弧分段设为可用……………………………EB= 

当工件需要一个带圆弧的折弯，系统根据段数计算圆弧段的尺寸，这一点已经由用户来

定义。标准的开头段和结尾段的值被计算为中间段的一半，如此可得到一个较好的结果。然

而，选择适合折弯这些小分段的模具时会有问题。因此系统计算出一个所有分段的相等尺寸，

可以用这一参数来定义： 

0 = 不使用（无相等尺寸） 

1 = 使用 （有相等尺寸） 

按 键来选择需要的设置。 

参数设为 1时，所有的分段尺寸相等。如果此时在折弯工序的菜单里检测到模具垂直的

尺寸有问题，用户会被询问是否选择带相等尺寸段的重新计算。 

2．6 折弯工序 

绘图之后，按功能键 S5 选择“折弯工序”模式。系统会要求用户首先输入机床下部、

下模、机床上部和上模的编号，此编号与相应模具库内的编号一致（菜单 7、8、9、10）。     

如果输入一个未知编号，系统提示“未编程”，在折弯工序计算前必须要编入机床外形

和模具。编程可通过程序菜单上相应的选项来进行。按 S2 键（展示模具），相应模具库里可

用的模具可显示在屏幕上。该选项可以概要显示每个可用模具的主要特性。 



 

图 2.t 

如果没有要选择的模具，按功能键“View”和“Graph.dir”,图形显示出可用模具的信 

息。 

 

 

图 2.u 

在机床和模具库里可编入 10 种机床上部外形，10 种机床下部外形，99 种下模和 99 种

上模。必须要选择一组，且在决定折弯工序过程中可以修改选择，这些选择在屏幕左下角会



有提示。在折弯工序界面，软按键“Show libraries”一直处于活动状态，以图形显示如上

所示的模具库概述。  

当机床部分和模具被确定下来后，工件和机床会被画在屏幕上。 

 

 

图 2.v 

如图所示，工件被直接放在上模下面，在一个可能的 后一次折弯位置上。 

在 后一次折弯之前，工件的形状被放置在下模的顶端。当某个角上有一个大圆圈时，

表明该步折弯可以进行，没有冲突。 

在第 2.25 页，会显示该屏幕中所有可用软按键的概述。功能键“More>>”所起的作用

即为在初始行与第二行功能键之间切换。 

 

 

 

 如果工件有机床模具方面冲突，屏幕上会有警告信息的指示。 

 

 用此键，可在冲突保护开关打开或关闭之间切换。这在屏幕上部会有指示， 

当选择碰撞冲突“关闭”时，也可选其它与模具或机床部分有冲突的折弯。 

当前折弯完成后随之的折弯内半径会显示在屏幕顶端。 

用这些键选择折弯中 后一次折弯。折弯可能性以圆形光标显示。



   

按下“未折弯”键，折弯位置会通过一个小圆圈指示，见图 2.w. 

 

 

见图 2.w 

注  意： 

大圆弧在折弯工序计算时显示，但作单步折弯对待；系统在后处理过程中计算生产大圆

弧所需的 CNC 数据。 

折弯工序计算时，从 后一次折弯向上到第一次折弯，均可以激活，但也可手动激活

后两次折弯，并为剩下工序计算 佳折弯工序。该计算将从 带“*”号指示的折弯开始，该

交换功能的帮助，用户能计算多种可能方案。 

 

  在自动折弯工序计算中，按中断则放弃计算，如果计算被中断，计算机通常会 

给出一个折弯建议，它可能不是 优化的方案。 

  当决定了折弯工序后，一个 CNC 程序可以被计算或储存。该过程被称作后处理。 

后处理完成后，工件展开长度会显示出来。 

扩大或缩小完整的图形



   打开一个图示折弯的概览图，以进行可视检查。概览图中镜象可以通过上下 

光标键进行缩放，功能键 S7 和 S8 放大或缩小显示在屏幕中的图象（ 小 4 

大 25）。 

 

 

图 2.x 

    图形总览中的各图均可以通过使用上下光标键进行缩放。通过功能键 S7 和 S8，可增加

或减少在一个屏幕上显示的图形数量。（ 少为 4， 多为 25） 

 

功能键： 

 交换折弯  交换折弯工序中两个折弯的位置。 

 移动折弯  移动折弯工序中的一个折弯到另一位置。 

 放大      放大所有的图片，减少显示在屏幕中折弯的数量。 

 缩小      缩减所有图片的尺寸，增加显示在屏幕中折弯的数量。 

 

移动折弯 



在折弯工序总览图中，可以简单地通过移动一个折弯到另一位置来改变折弯的顺序。按

“Move bend”按钮，首次折弯的编号将高亮显示。用箭头键移动光标至必须要移动的折弯

上。当所要的折弯以高亮显示时，按回车键选中该折弯。现在可以移动该折弯到工序中的正

确位置，在到达正确位置后，按回车键确认。 

 

交换折弯 

使用该命令，折弯工序里的两个折弯可以互换位置。按“交换折弯”按钮，移动光标至

一个所要的折弯，按“交换”按钮或者按回车；然后移动光标到需要互换的折弯，按回车或

“互换”按钮，此时折弯的互换便达成了。如果因为任何原因需要取消操作，在操作过程中

随时按软按键“中止互换”即可。 

 

 恢复一个折弯工序 

退出折弯工序菜单后，一个部分决定的折弯工序不会自动复位。 

当用户再次进入该折弯工序菜单，仍可以继续当前的折弯工序。 

再次进入该折弯工序菜单时，用户有如下两个选项：    

 

  

图 2.y 

“新折弯”  开始新的折弯工序，已有折弯工序被复位； 

“继续”    当前折弯工序继续，已有的折弯工序被恢复且显示在屏幕上。 

 

如果调入一个工件图，该工件图已经后处理过，此时用户在进入折弯工序时会有第三个

选项：   

“恢复”    恢复后处理程序中的折弯工序，该折弯工序从后处理折弯程序中恢复并显 

示在屏幕上。 



 小折弯长度 

可能的 小折弯长度从垂直开口参数计算（1/2V），也取决于折弯材料的厚度和折弯角

度，见图 2.z。如果工件编程不符合 小长度，屏幕上会有警告提示。 

 

 

图 2.z 

 机床/模具选择 

每次折弯时，用户均可以从数据库中选择已有的机床外形和模具。显示的序号是目前被

选中的模具和机床外形在库中的序号。 

正确输入新的编号后，将选择另一个模具或机床外形被直接绘制在屏幕上。 

使用回车键，可以在上下模、机床上部分和下部分编号之间切换。 

用户还有可能根据机床外形改变上下模具的方向，此时模具代号必须被编为负数（如下

图） 

 

图 2.aa 

要得到一个可用模具的概览图，用户在折弯工序菜单时，按下功能键“展示库”S2，此

时可用模具的概览图会显示。 

    哪些类型的模具被显示，取决于哪些类型被提示在折弯工序界面：上模、下模，机床上

部还是下部。 

 翻转指示 

屏幕左下角显示了折弯工序的每步折弯的翻转指示。 



 

图 2.ab 

* 星号表示当前显示的折弯。 

 

 生产时间 

在排序翻转信息 上部（在第一次折弯之前）生产全部的时间被指示。此时间按下述设

置计算而得出： 

- X 轴速度 

- Y 开口和 Y轴速度 

- R 轴速度 

- 编程在翻转时间分配表中的翻转时间。 

 

使用自动折弯工序计算，系统设法得到 短的生产时间。 

 

 屏幕参数 

在屏幕顶部，一些常用的重要参数会显示出来。 

Col.prot.on  冲突和后挡料检测开/关 

Punch:1      上模编号选择 

Die:1        下模编号选择 

R-In=1.3     使用选择的模具所获得的折弯内半径 

变量开启     变量编程使能：工件有一个有效的 CNC 程序，该程序可以在工件图形菜单 

里被修改。 

 功能和控制键摘要 

：不折弯/下一步，不折弯图形工件 

：折弯/前一步，折弯图形工件 



：调整挡料，选择后挡料位置 

：交换，工件前后翻转 

：保护开/保护关，开/关冲突警告来切换冲突检测。 

：计算    工序计算从当前选择的折弯序号开始。此功能使用户只有唯一的可能 

性以交互形式确定折弯工序，如部分手动和部分自动。 

：存贮   自动计算所有轴位置（完成 CNC 编程），并储存到后加工的工件库中。 

：更多    该模式下软按键被分成两行。按此键从一行切换到另一行。 

：结束   返回绘图界面。 

 

功能键第二行： 

 显示折弯工序    在一个嵌入的屏幕中，显示折弯工序逐步概览图。 

 显示库文件      软按键，以获得一个模具库文件的概览图。 

 

控制键          

              

 

 折弯工序计算       

用“计算”功能，折弯工序的计算可以自动进行。 

该计算只针对一套模具而言。这些模具是在 终一次折弯处选择的模具。 

折弯工序的计算从屏幕左下角有*号指示的折弯开始。 

 

放大 

 

 

缩小 



示例： 有 7次折弯的工件 

 

 

图 2.ac 

在第一个例子中，折弯 7 和折弯 6 被手动选择，从 5 直到 1随后便被自动计算。 

在第二个例子中，完整的折弯工序被计算（从 7 直到 1）。在计算过程中，所有的分配都很

重要，因此用户在开始折弯顺序计算之前必须确保所有的分配均已正确设置。 

 

 存储             

折弯工序完成后，系统将产生一个 CNC 程序，该程序将被存储在系统的内存里。 

2．7  变量编程 

“变量编程”是指操作人员可以修改工件图菜单中已有的程序，无须从头开始建立一个

新的 CNC 程序。现有的程序可以改变，但不丢失现有的更正和折弯工序。如果这样的一个已

有程序包含了正确的轴值和工件位置，那么该信息将保持不变，只有 终的改动（角度、板

料长度）被重新计算并输入在程序里。 

比如，在工件图中，一边的长度被改变，系统会给出“储存”命令，随之会出现一个问

题询问如何计算一个 CNC 程序。 

 



图 2.ad 

 

当用户选择更新 S4，已有的 CNC 程序被改成修改的数值（角度，长度），但是折弯参数

的其他值保持不变。“再次使用更正”是指那些可能已经被输入在某一个生产模式中的更正。

这些生产模式将在第十章里解释。 

当新 S5 被选择，系统会计算一个新的 CNC 程序，在已有 CNC 程序中的更正会丢失。 

为保留已有的程序，检查“变量开启”指示是否仍在标题栏中。当用户开始运行一个会

严重改变程序的动作或命令，系统会发出一个报警。 

 



 

图 2.ae 

 

当选择“是”S4，“变量开启”指示会在标题栏里消失。在下一次启动一个新的后加工

命令时，系统会新建一个 CNC 程序并且原来的旧程序将失去。选择“否”S5，该动作被取消，

“变量开启”将保持。 

提示信息“CNC 程序和更正将丢失”从字面上说并不准确。CNC 程序仍然存在着，但是

不能再从工件图屏幕进行更新。如果必须储存旧的 CNC 程序，仍可以进入“数据编辑”模式

以不同的工件编号储存该程序。 

第四章  数据准备/数据编辑 

4.1 介绍 

在主菜单中选择“数据准备”，可创建一个新的 CNC 程序。 

在主菜单中选择“数据编辑”，可修改一个已有的 CNC 程序。 

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均会出现一个如下图所示的屏幕。两种模式下，编程和改动数据的

操作方法一样。 

要编辑一个非当前载入的程序，选择主菜单中的“工件选择”。在提供的列单中，用户

必须选择想要的程序编号。 

 



 

图 4.a 

该页面显示了所有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程序中的每一个折弯都是相同的（程序的主数

据）。 

   用于将光标移动到某一个参数上，该参数的当前输入值显示在屏 

幕左下角的输入区。 

       输入的内容可以被清除，以输入新的数据。必须提供所要的数据， 

这样编程才能继续进行。 

       按下回车键后，编程值将被放置在相应的参数上。 

功能键： 

：  第一次折弯  光标跳到显示首次折弯信息的页面。 

:   编辑注释          打开一个带有当前工件注释信息的窗口。 

：  结束    完成数据准备并返回编程菜单。 

 编辑注释 



可以给工件增加一条注释，储存与当前工件有关的注释和背景信息。 

图 4.b 

该注释文件是一个简单的文本，对工件数值或折弯工序计算无影响。该注释允许的 大

文本长度为 1023 个字符。 

a-z 

A-Z 

0-9 

?!%*∧+ -:;,.-_ 

要编辑一个注释，需要一个键盘。根据系统类型，用户可以连接一个额外的 USB 键盘或

者使用一个集成的键盘。 

按 END 键可退出注释编辑。如果注释被修改了，系统会询问是否保存修改后的注释或者

不对原文件做任何修改。 

 

 参数说明 

角度选择 ……………………………… mα 

     选择 Y 轴（滑块）的编程方式： 

      0 = Y 轴的折弯位置以绝对尺寸显示；  

      1 = Y 轴以直接角度编程。 

        按 选择所要的设定。 

厚度………………………………………TH  

准备加工的板料厚度（单位：mm）。 

材料类型 ………………………………………M： 

从编程的板料中选择一种板料，用于计算折弯深度。系统已包含 4 种编程了的材料，系

统里总共可以编程 99 种材料。参阅编程常量章节获取如何进行材料编程的信息。 

按 选择所要的设置。 

 

 E-模块（牛/平方毫米） 抗张强度（牛/平方毫米） 

1 = 钢 

2 = 铝 

3 = 锌 

4 = 不锈钢 

210．000 

70．000 

94．000 

210．000 

400 

200 

200 

700 

 

落料长度……………………………… L 

 折弯工件所要求的原始板料长度。如果程序是根据 2D 图纸处理的，数值已经计算好。

此参数还用在生产模式的 2D 图形显示。 

 

连接……………………………………CN  

该参数使得将某些程序与另一个程序相连接成为可能。该选项可用于生产 3D 工件。（见



下一页） 

 

 连接 CNC 程序 

用户可以用“参数连接”来创建一个三维工件。系统从不同方向连续自动执行折弯工序。

系统的编程步骤如下： 

三维工件程序编程介绍（9 步）： 

1) 在一个方向创建一个工件； 

2) 在另一方向创建一个工件； 

现在一个工件在两个方向上有了两个折弯程序。按如下步骤可以连接这两个程序： 

3）为需要先折弯的方向选择工件程序，通过菜单 3 选择工件编程、工件选择。 

4）进入数据编辑菜单，选择参数连接，输入工件在另一方向上的程序号； 

5）按步骤 3选择第二个程序，重复第 4 步骤。如果用户想连接两个程序，如例子 

所示，要输入第一个程序的程序号。该循环关闭。 

如果需要执行两个以上连续的工件程序（不一定为了创建一个三维工件），第二个程序

必须连接到第三个程序，第三个程序必须连接到第四个程序，如此类推，并且循环中的 后

一个程序必须始终连接到第一个程序。 

    可按如下四步进行带连接程序的工件的加工： 

6）选择第一个程序； 

7) 选择自动模式； 

8) 输入想要加工的带库存计数参数的工件数量，； 

9) 按启动键开始加工。 

当第一个程序执行结束后，第二个程序会自动开始执行，程序计数器显示了重复次数。 

4.2  折弯编程 

每一道折弯的参数分为 2 页显示。 

 



 

图 4.c 

折弯工序号、工件号、程序号和图号显示在屏幕顶行，软按键的功能显示在屏幕底部的

提示行。 

 

功能键: 

 

： 前一道折弯  选择前一道折弯； 

：下一道折弯  选择后一道折弯； 

: 展示模具库  打开一个窗口，概要显示模具库。在这里，可以选择模具，在 

程序光标定位在一个模具上时，选择才可进行。 

：后一页  下一页，为这次折弯选择要编程参数的第二页。 

：轴功能 改变当前折弯中可用轴的速度或退让距离（该功能依赖于机床的结 

构）； 

：所有折弯    列出该程序中的所有折弯（仅在数据编辑中可用）； 



： 结束数据准备/编辑模式并退出主菜单。在出现的对话框里，系统提示输 

入一个新的工件号或者继续现有的工件号。 

 

 轴功能 

使用该命令，可以设置机床的可用轴的速度和退让。该功能取决于机床本身，通过按“数

据编辑”屏幕中的 S6 来激活。 

 

 

图 4.c 

一个弹出的窗口会显示出所有可编程的轴尺寸。在此窗口显示哪些轴，取决于机床配置。

按“结束”按钮离开本窗口。 

 

轴速度 

选中轴在当前折弯中的速度。速度可以编程，按 大可允许速度的百分比进行。 

 

退让 

选中轴在当前折弯的退让距离。该距离总是以毫米设置。如果在此窗口内，X 轴的退让

距离被修改了，X 轴的退让参数会自动进行调整。 

 

 参 数 说 明 

上模……………………………UP  

模具库中上模的编号。 

下模…………………………….UN = 1：  

模具库中下模的编号。 



编程所要的模具编号或者按回车键从清单中选择模具。使用功能键“展示库文件”，可

以检查可用的模具。 

 

折弯方式 …………………… BM 

选择气折弯的标准，底部或整平操作。 

       0 = 气体折弯； 

       1 = 压底折弯； 

      10 = 压平折弯； 

      11 = 压底压平折弯相结合。 

    按 选择所要的设置。 

注意点一： 

在选用压底折弯时，Y 轴滑块的 终折弯位置由工作的吨位决定，如果系统提供的压力 

足以让滑块到达系统计算的 终折弯位置，则滑块的行程将被限制在这一位置值。 

注意点二： 

每一个工序都可以选择压平折弯。压平折弯用于将于先折出的尖角压平。压平折弯可以

实现气体折弯和压底折弯结合使用。当压平折弯被选择后，Y 轴值将由系统自动计算。 

长度……………………………BL  

模具之间的板料长度。 

角度/折弯位置……………………α/Y 

折弯的角度或者当压底折弯被选择时滑块的位置以毫米显示。 

开口……………………………DY 

该参数的出现是由于在折弯后，上下模之间有一个间隙开口，正值表示间隙开口在速度

转换点以上，负值表示间隙开口在速度转换点以下。如果要限制工件的生产时间，可以设定

一个小的正值或设为负值。 

速度转换点……………………………M 

速度转换点是滑块由快下速度到工进速度的变换点，此处设定的该参数为速度转换点在

板料上方的距离，缺省使用下模的速度转换点值。该参数显示与否由机床设值决定。 

后挡料位置……………………X 

后挡料的位置。当该参数设定为负值时，表示后挡料尺寸为增量尺寸。增量尺寸被从 X

轴的实际位置减去。因此，此参数还可用作链量。 

 

只有配置了 R 轴后，当光标条被放在 X 轴参数上时，功能键“挡料功能”会出现。 

 



 

图 4.e 

按压“挡料功能”，会弹出一个小窗口，显示三个可设定的参数： 

 

 

 

挡料位置…………………… GP 

使用该功能可以为一个具体折弯设定另一个挡料位置。具体挡料位置（参数 GP）的编

程依赖于挡料尺寸。挡料尺寸在“编程常量”里设定。 

 

缺省挡料位置 = 0（没有挡料支撑）； 



其他可能的位置有： 

挡料位置 = 1（板料支撑在挡指的第一个台阶上）；  

             = 2（板料支撑在挡指的第二个台阶上，仅用于 GN=3）； 

             = 3（板料支撑在挡指的第三个台阶上，仅用于 GN=4）。 

 

编程挡料位置时，后挡料的位置发生变化，但是对于板料来讲挡料的位置并没有变化，

即如下两个参数“R—挡指位置”和“X—挡指位置”保持不变。举例： 

 

 

R—挡指位置……………………R    

缺省值 = 与板料接触的挡料位置沿 R 轴方向的高度。 

该参数可以根据需要在该窗口进行手工调整。 

 

X—挡指位置………………… X 

缺省值 = 与板料接触的挡料位置沿 X 轴方向的长度。 

    该参数可以根据需要在该窗口进行手工调整。 

按 END 键可退出窗口并保存新参数的值。如果按取消键，则退出窗口，不改变任何参数

的值。如果改变挡料位置的值，X 和 R 方向上轴的位置都将发生改变，即后挡料位置…X 和

R—轴…R 的位置已经改变。新的值由编程常量中设定的后挡料挡指的尺寸决定。如果改变

了 R—挡指位置和 X—挡指位置的值，则这些改变也包含在内。 

退让……………………………DX  

折弯过程中后挡料的退让距离，后挡料的退让在板料的夹紧点处开始。 

挡料代码…………………………… CX 

该参数可设定，用于决定折弯结束后，下一道折弯何时有效，即何时换步。可能的值有： 

0 = 泄荷结束后立即换步； 

1 = 滑块在回程过程中经过速度转换点时换步； 

2 = 滑块到达上死点时换步； 

3 = 滑块到达上死点时换步，系统处于停止状态，任何轴都不移动； 

4 = C 信号有效且滑块静止时，系统换步，滑块仍在运动时，后挡料将不会退让；请参见 

代码 5。 

5 = C 信号有效且滑块在上死点时，系统换步。此时可以移动滑块，后挡料将执行退让功 

能； 



10 = 泄荷结束后立即换步，Y 轴滑块在夹紧点等待后挡料退让到位； 

11 = 滑块在回程过程中经过速度转换点时换步，后挡料退让时，Y 轴滑块在夹紧点等待 

后挡料退让到位； 

12 = 滑块到达上死点时换步，后挡料退让时，Y轴滑块在夹紧点等待后挡料退让到 

位； 

13 = 滑块到达上死点时换步，任何轴都不移动。后挡料退让时，Y 轴滑块在板料夹紧点 

等待后挡料退让到位。使用该代码折弯后，系统停止。 

15 = 滑块位于上死点且 C 信号有效时，系统换步，滑块可以移动但不是必须，后挡料 

退让时，Y 轴滑块在夹紧点等待后挡料退让到位后继续折弯； 

 

没有提及的 CX 值没有意义。 

 

延时………………………………TX  

换步之前的延时时间（0—30sec）。 

 

参数说明（第二页） 

可以在该页设定一些折弯辅助功能。 

 

 

图 4.g 

循环 ……………………CY  

     0 = 跳过该工序；  1—99 = 该工序要重复的次数。 

速度……………………………V      

滑块工进时的速度。该数值原来自编程常量菜单中的“工进速度”复制而来。 

压力……………………………P   



压制时可调节的 大吨位（系统自动计算）。 

停顿时间………………………T   

上模在折弯点的保压时间。 

背压速度……………………………BS     

背压速度可设定，在设定的泄压行程过程中有效。 

泄荷………………………DC    

折弯后的卸荷行程，用于缓慢释放工进压力。 

平行度…………………………Y2     

左、右侧油缸（Y1、Y2）之间的差值。该参数为正值时，右侧油缸比左侧油缸要低；该

参数为负值时，右侧油缸比左侧油缸要高一些。设定的值在夹紧点以下有效。 

 

 

附加轴…………………………R/Z/Aux 

 如果机床配置了附加轴（如 R 轴、Z轴或板料支持），这些轴相应的参数会显示在这里。 

角度编号…………………………AN    

在计数从左到右经过工件轮廓(图 4.i)时，角度的排列序号。小数点前的数字描述了排

列序号，小数点后的数字描述了在有大圆弧折弯时的折弯工序号。 

标准角度折弯时，圆弧编号应始终为 1。在进行圆弧折弯时，圆弧工序里所有折弯的角

度编号都应当一样，但是圆弧编号不同。用这种方法编程一个圆弧折弯，将允许在生产模式

下进行圆弧更正。 

 

后挡料数………………………XN    

后挡料停止位置的排列号。计数从 0 开始，从左到右进行（如图 4.j）。如果板料折弯

时必须架在挡指的台阶上， XN 值加上 100，在随后的每次停滞位置时，后挡料值（200，300

等等）再相应增加 100。 



 

机床上部外形…………………M1 

机床下部外型…………………M2      

 加工工件时使用的机床部件编号，这些部件已经被绘制在机床部件库中。 

 

注意：  

后 4 个参数是用于在生产模式下（自动模式或步进模式）对工件的折弯情况进行图视

模拟。这种视觉模拟不需要工件图，只要求参数正确设定即可。而且，要获得图视化必须正

确设定“落料长度”参数。 

选择了新的工件程序后，它将作为是前一工件程序的复制，用户只需要设定与前一次折

弯不同的几个参数即可。 

例子： 

要制作的工件： 

 

 

0 到 5 是后挡料的几个可能的位置。 

1 到 4 是角度编号。 



 

 

折弯             角度                后挡料 

1                  1                   0 

2                  4                   5 

3                  3                   1 

4                  2                   1 

 

比如当在第一次折弯时，板料必须架在后挡料挡指上，编程数值参见下表： 

折弯             角度                后挡料 

1                  1                   100 

2                  4                   5 

3                  3                   1 

4                  2                   1 

 

随动轴： 

 根据机床的具体设定，每一个辅助轴都可以拥有一个或多个可以独立编程的随动轴。系

统默认为每个随动轴的位置与主动轴保持一致。如果要为随动轴设定不同的位置，就要将光

标移动到相应的主动轴上，屏幕下方将显示 show slaves （S7）软按键，按下此键后，会

弹出一个包含主动轴和它的随动轴数值的窗口。 



 

每一个随动轴的值都可以单独设定。如果不进行设定，随动轴的值与主动轴保持一致，

并且为主动轴设定的 大值和 小值对随动轴同样有效。 

 

就绪程序的折弯列表 

数据编辑模式中，按下软按键，将会出现一个完整的显示设定折弯的总览图，将光标置

于选定的参数上，按 END 键，当前页面将被恢复到选择的页面 

 

 

图 4.n 

 



在屏幕上可以选择一个具体的折弯，将高亮度条定位在所要的折弯上，然后按 END。 

屏幕分为 2部分，上部显示工件的通用参数，屏幕的大部分以电子表格的形式显示折弯 

参数。 

在该屏幕中，可以对工件程序进行修改，电子表格中所有折弯参数均可以修改，还可以 

交换、移动、增加和删除折弯。  

功能键： 

 

前道折弯（S1）： 当有效时，进入到前一折弯； 

下道折弯（S2）： 当有效时，进入到前一折弯；  

插入折弯（S3）： 在某折弯后插入一个新的折弯，先用光标选择其后必须要插入折弯的那个 

折弯，然后按 S1 插入，新的折弯是前次折弯的复制； 

删除折弯（S4）： 删除程序中的某个折弯，先要光标选择要删除的折弯（高亮度条）； 

移动折弯（S5）： 用此命令可在屏幕中改变折弯工序； 

交换折弯（S5）： 将两折弯相互交换位置； 

END：   退出折弯参数。 

 

移动折弯： 

在折弯工序的电子表格显示中，可以简单的将折弯工序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来改变折弯的

顺序。用箭头键将移动光标到必须要被替换的折弯上，然后按下“移动折弯”按钮，该折弯

高亮显示，将光标移动到目标位置，当正确的折弯工序高亮显示时，按回车键。该折弯将被

插入选择的当前选择的折弯前面。 

 

交换折弯： 

使用该命令，折弯工序中的两道折弯可以互换位置。将光标移动到一个想要的折弯上，

按“交换折弯”按钮，然后将光标移动到要互换的折弯上，按回车键或“交换折弯”按钮确

认。如果因任何原因必须取消操作，可以在此过程中按“中止交换”按钮。 

 

结束数据编程/数值编辑： 

在数据编辑屏幕,按"END"键，系统显示新的页面，显示了工件号和图纸号。 



图 4.o 

在该页下，编程号和图纸号必须提供给新准备的程序，或者可以在编辑模式下修改。 

如果输入的号码已存在，系统会警告工件已存在，提示用户是否用新工件更换已存在的

工件：如果输入“是”(S4)，已存在的工件将被当前工件程序替换；如果输入“否”(S5)，

用户必须输入一个新的工件号。 

输入图示号后按“ENTER”键确认，然后返回主菜单。 

 

4.3 编辑的特殊功能 

创建一个程序后，需要进行多次测试，通过按相应的模式按钮，操作人员可以直接从数

据编辑模式切换到自动模式，反之亦可。在程序数据编辑状态下，选择了某一道折弯，操作

人员现在可以选择自动模式或单步模式。如果在执行状态下需要进行程序的编辑，按编程键

就可直接切换到数据编辑状态。使用该功能，节省了很多按键操作的时间，可以快速改变程

序。 

注意： 

这种特殊功能不能用于连接了的程序。 

4.4 编辑中的注意事项 

如果在数据编辑中改变了程序数据，系统将不自动计算下列参数： 



1. 压力； 

2. 卸荷； 

3. 拱顶装置设置； 

4. Z—轴位置偏移； 

5. X—轴位置校正。 

 

只有编程常量中自动计算编辑（见菜单“编程常量”）已激活，即参数值设为 1，上面

列出的 1—4 号参数才会自动重新计算；只有在编程常量中折弯允差参数（见菜单“编程常

量”）已激活，即参数值设为 1，5 号参数才会重新自动计算。在自动模式和单步模式中，通

过使用参数“校正 X”和“挡料校正”（用于当前活动程序的所有折弯），可以对 X 轴的位置

进行额外的校正。欲知更多详情，请参见自动模式和步进模式章节。 

有一个例外：当折弯方式参数发生改变，压力和卸压将会自动调整。当模具和/或 X 轴

的尺寸发生改变时，用户还将发现图视模拟折弯变得不正常。 

 

第五章    工件选择 

5.1 介绍 

本章介绍工件选择。 

 

 

图 5.a 

在“工件选择”总视图里会有一个清单，显示主内存中的所有程序。用户可以在输入区



域输入新的工件编号或图示号，以从主内存中选择/载入一个新的程序。自动模式下，载入

的工件可以直接运行。清单中的每个项目包含了一个符号和数字。数字即为工件编号，符号

可以有如下含义： 

 

 

功能键： 

S1  前一页    有工件概览显示的前一页 

S2  下一页    有工件概览显示的下一页 

S3  删除      根据选择，加载或删除一个工件或图纸（切换功能加载-删除） 

S4  查看      该按钮用于从如下三种可能的查看模式中选择其中一个： 

              - 标准目录显示 

              - 目录显示扩展 

              - 图形目录显示 

S5  图纸编号  图纸编号/工件号/搜索；选择工件号、图纸号或者开始一个搜索（切换 

功能） 

S7  本地目录  通过本地目录获取手动创建的工件目录结构的总视图； 

S8  删除全部  删除内存中所有程序 

END           结束工件选择。 

 

当按压“查看”功能键时，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临时按钮条，显示额外的软按键： 

 

 

功能键： 

S4   标准目录显示    标准设置。选择工件集合的标准视图。 

S5   目录扩展        获得工件集合的详细信息总视图，显示有每个工件的额外信息。 

S6   图形显示目录        选择工件集合的图形总视图。 

 

其他的功能键无法在此处选择，直到这三个功能键中的某一个被选择时才可以。临时的 

显示条会再次消失。 

 

工件有 CNC 程序，无图纸； 

工件有 2D 图纸，无 CNC 程序； 

工件有 2D 图纸和 CNC 程序； 

工件有 3D 图纸，无 CNC 程序； 

工件有 3D 图纸和 CNC 程序； 



扩展目录： 

 

 

即工件的总览，对每个工件均包含了如下信息： 

工件号； 

图示号； 

折弯数； 

程序的类型（2D、3D 或数值程序）； 

连接程序（0=无连接）； 

选择模具（在首次折弯时） 

 

功能键： 

S5   图纸编号   按下此键，工件目录会自动按图纸编号的字母顺序分类列出来 

     搜索       开始搜索功能，搜索某一特定的名称或编号。 

 

搜索功能 

搜索功能被选择后，用户可以用特定的编号或名称来搜索工件。屏幕下端会显示“选择

以加载”文字，指示用户可以输入要系统搜索的一行字符，用户可以输入完整的名称或者只

输入名称的部分内容。按“回车”开始搜索。 

当输入部分名称并且该部分名称同时出现在几个工件名中，系统将列出包含所输文字的

所有工件。用户还可以将名称和编号结合起来输入，以进行查询。 



 

图 5.d 

5．2 目录 

系统上的折弯程序可以存在不同的目录下。目录可以用于工件的储存。活动的当前目录

名会显示在页眉位置。按压工件菜单里的“本地目录”功能键后，会出现一个新的窗口，显

示系统上目录的总视图。 

 

 

高亮的指示条可以通过光标被移动到另一个子目录。按回车键选择带工件的子目录。只

有当前活动的本地目录可以被载入。 



功能键： 

S4  创建子目录   新增的子目录的名称可以是任何的字母、数字结合， 多 8 个字符。（避

免使用斜线(/)） 

S5  移除子目录   移除一个子目录。如果子目录为非空，系统返回一条信息“无法移除目

录”。移除一个空的子目录系统不会有任何警告。默认目录“工件”也可

以删除。当所有子目录均被删除后，系统将自动创建默认目录。 

S6  选择         选择光标定位的目录。也可以通过按“Enter”确认选择.  

 

  

在该菜单里，用户也可以删除现有的子目录（只能是空目录），并且创建新的子目录。

按“创建子目录”，输入新名称。子目录名称的由来是因为这些目录均在本地目录“\工件”

名下。 

 

用户还可以将工件从一个子目录复制到另一子目录。工件必须通过菜单“工件备份”被

储存在一个子目录中。子目录的名称不能修改。 

离开工件选择菜单后，在另一个目录被选择之前，系统会记忆当前活动的子目录和活动

的工件（如果选择了一个工件的话）。 

 

上光标键/下光标键      选择另一个子目录。



第六章 模具的编 程 

6.1 简介 

   本章介绍了模具和机床外形的编程。 

 

6.2 上模编程 

6.2.1 上模菜单 

上模的编程从选择主菜单中的“上模”开始，上模的外形可以借助于系统里的编程工具

来创建。 

 

 

图 6.a 

系统提供了编程在内存里的上模列表。 

    通过移动上模图形中产生的高亮光标条来选择上模。 

 

 



 

功能键： 

前一页（S1）：  在上模数据库中向前翻页； 

后一页（S2）：  在上模数据库中向后翻页； 

图形查看（S3）：     按压此按钮来选择所要的查看方式： 

- 目录扩展 

- 图示目录 

保存到磁盘（S5）： 将模具库的模具保存到磁盘； 

从磁盘载入（S6）： 从磁盘中加载模具到系统； 

删除模具（S7）：     从数据库中将模具删除； 

编辑图纸（S8）：   编辑模具图形或编辑上模的数据。 

 

按压“查看”功能键后，出现一个带有两个软按键的崭新的临时按钮条： 

 

 

功能键： 

S3 目录扩展     选择模具集合的标准视图。这是标准设置。 

S4 图示目录     获得一幅数据库中包含尺寸在内的所有可用模具的总视图。 

 

其他的功能键无法在此处选择，直到这三个功能键中的某一个被选择时才可以。临时的 

显示条会再次消失。 

 

图示模具： 



 

 

使用 S4（底角），用户可以获得一个总视图，显示哪些上模已经被设定成带底角形状功

能。 

 

编辑上模图形 

当用户编辑一个新的上模（模高、模具角度）时，屏幕开始提示上模的初始尺寸。此时

可输入角度和长度的尺寸，就如在使用工件绘图工具一样。 

 

 



图 6.d 

 

功能键： 

自动完成（S1）： 系统自动完成模具外形，直到 上端； 

高度改变（S2）： 改变模具的高度尺寸； 

线段删除（S3）： 删除选定的线段元素； 

图形删除（S4）： 从模具库中删除整个模具； 

数据改变（S5）： 改变当前模具的参数和代码（见 6.2.2 节）； 

END：   返回模具列表总视图。 

 

屏幕中上模的绘图方向 

    1）模具的右侧为后挡料方向； 

2）上模的 下点在折弯机外形的中线上。 

 

6.2.2 具体的上模数据 

 

图 6.e 

 

代码……………………………………C      

字母或数字组成的模具名， 长 20 个字符； 

抗强…………………………………R      

上模允许的单位长度上的 大压力； 



长度……………………………………L 

上模的使用长度（即板材宽度）； 

Z 轴位置………………………Z 

上模中心与机床中心间的偏移位置值，缺省为 0 mm，如果安装了自动控制的 Z 轴，系统在

计算 Z 轴位置时会使用以下参数：Z轴长度和 Z 位置； 

顶视图 

 

半径…………………………………RA     

上模尖端的半径，该参数必须被用作选择准则，在实际计算公式中不起作用； 

压平高度……………………………FH  

当使用一个特定的压平压平上模来压平工件时，该参数必须设定。 

该可设定的高度被用于在压平工作方式下计算 Y 轴位置，缺省值为模具的标准高度，已

经事先设定好。出于安全考虑，每次该模具标准高度被改变后，压平高度将自动改变到与新

的模具高度相同。见图 6.g. 

上模的总高用于计算速度转换点的位置，压平高度用于计算压平工件时的 Y 轴的 终位

置，在计算时会自动考虑 2 倍的板料厚度。用户也可在“编程常量”中设定压平补偿，该值

与 2 倍的板料厚度累加后参与计算。 

 

 

支撑类型 肩支撑/顶支撑 0/1……………………………ST 

切换参数，以解释不同安装形式的上模。安装形式的不同将会造成模具高度以及随之引



起的 Y 轴位置的误差。系统对两种设置进行了区分，“顶支撑”和“肩支撑”。 

0 = 肩支撑；（默认设置） 

1 = 为顶支撑。 

按 选择所要的设置。 

 

 

 

如果选择肩支撑，使用标准模具高度计算 Y 轴位置，这是缺省设置；如果选择顶支撑，

在计算 Y 轴位置时就要一个校正值。 

 

 

6. 3 下模编程 

6.3.1 模具菜单 

下模的编程从选择主菜单中的“下模”开始。 



图 6.j 

 

系统给出一个已编程模具的列表。 

       

 

功能键： 

前一页（S1）：  在下模数据库中向前翻页； 

后一页（S2）：  在下模数据库中向后翻页； 

图形查看（S3）：     按压此按钮来选择所要的查看方式： 

- 目录扩展 

- 图形显示目录 

保存到磁盘（S5）： 将模具库的模具保存到磁盘； 

从磁盘载入（S6）： 从磁盘中加载模具到系统； 

删除模具（S7）：     从数据库中将模具删除； 

编辑图纸（S8）：   编辑模具图形或检查下模的数据。 

END                 返回程序菜单。 

 

按压“查看”功能键后，出现一个带有两个软按键的崭新的临时按钮条： 

通过高亮光标条来选择一个下模。 



 

 

功能键： 

S3 目录扩展     选择模具集合的标准视图。这是标准设置。 

S4 图示目录     获得一幅数据库中包含尺寸在内的所有可用模具的总视图。 

 

其他的功能键无法在此处选择，直到这三个功能键中的某一个被选择时才可以。临时的 

显示条会再次消失。 

 

图形显示模具： 

 

 

图 6.l 

当开始绘制下模图形时，屏幕提示下模的主要尺寸： 

 

高度--------------------------H 

典型的下模高度 

垂直开口-----------------------W 

模具的垂直开口。 



垂直角度-----------------------α 

模具的垂直角度。 

半径-------------------------RA 

    垂直开口边缘的半径。 

 

模具垂直开口： 

 

垂直开口的数值是两延长切线交点之间的距离。输入完这些参数后，就可以就可以开始

绘制下模外形的重要尺寸了。下模的右侧是后挡料的方向，垂直开口的中线与机床外形的中

线重合。 

 

图 6.n 

系统使用下模右侧平面的长度以计算出检测 R 轴与下模发生碰撞所需要的 X 轴 小位

置。 

功能键： 

软按键功能与上模编辑界面的完全相同，这里不再重复。 



6.3．2 具体的下模参数 

 

图 6.o 

代码．．．．．．．．．．．．．．．．．．C  

多由 20 个字母或数字组成的模具名称； 

强度．．．．．．．．．．．．．．．R   

下模允许的单位长度上的 大压力； 

X 轴安全区域．．．．．．．．．．．．．．．．．．SN  

计算出的 X轴安全区边界即 小 X轴值，在安装了 R 轴后此功能方有效，用于防止挡指

与下模发生碰撞。该 小值由系统根据模具尺寸自动计算： 

X 轴安全区 = FS + V*0.5  其中： 

FS： 下模右侧平面的长度； 

V：  下模垂直开口的值。 

 通常该公式中还要加上一个小的安全值； 

X-轴安全区域转变（负方向）．．．．．．．．．．．．．．．．．．ST  

如果下模反过来安装，该第二安全值才有效。可以在编程模具折弯工序时输入负值使系

统知道模具反转安装。如：2 号模具反转安装后模具号应输入-2。此时，ST 参数将用作后挡

料的安全区域。 

速度转换点．．．．．．．．．M  

速度转换距离。速度转换点到板料向上的距离。 



 

压平高度．．．．．．．．．．．．．．．．．．FH  

如果需要用特定的压平模具来压平工件，必须先设定压平高度。该可编程的参数被用于

计算压平时 Y 轴的位置，系统提供的缺省值为模具的标准高度，出于安全原因，每次模具的

标准高度发生改变时，该参数自动保持与模具的标准高度一致。 

 

 

下模的总高度用于计算速度转换点的位置，压平高度用于计算压平工件时的 Y 轴滑块的

终位置，在计算时会自动考虑 2倍板料厚度。压平补偿可以在“编程常量”菜单中进行设

定。该值将要加上 2 倍的板料厚度。 

 

第二 X 轴-安全区域．．．．．．．．．．．．．．．．．．SN = 

第二 X 轴-安全区域转向（负方向）．．．．．．．．．．．．．．．．．．ST = 

第二个自动计算出的安全区（即 小 X 轴值）在安装了 R轴时才有效。该值为模具垂直

开口中心到下模图形（在右侧）的 外点之间的距离，计算中还要增加大约 1mm 的安全公差。

在下模处于反向位置的情况下，系统会使用到左侧的距离。每次在模具图纸发生改动时，系

统会再计算这些值。这些第二值不能手动进行修改。 



 

H2 为第二值的高度值，在屏幕上无显示。参见安全区域的示例图形获取相关解释。 

6.4  机床上、下部外形 

 

图 6.s 

功能键： 

 图形查看（S3）：  该按钮用于选择查看模式： 

                        - 目录扩展 

                        - 图示目录 

 保存到磁盘（S5）： 保存库中的模具文件到磁盘； 

 从磁盘加载（S6）： 从软盘中读取模具到系统中； 

 删除模具（S7）：     将模具从库中删除； 

编辑图形（S8）：  编辑机床外形或检查机床外形的尺寸； 

 

按压“查看”功能键后，屏幕上出现一个崭新的带有额外软按键的临时按钮条。 



 

功能键： 

S3 目录扩展         选择模具集合的标准视图。这是标准设置。 

S4 图示目录         获得一幅数据库中包含尺寸在内的所有可用机床外形的总视图。 

其他的功能键无法在此处选择，直到这三个功能键中的某一个被选择时才可以。临时的 

显示条会再次消失。 

机床上、下部外形的绘制跟上、下模的绘制一样。正如对于模具来说，图形的右侧是机

床后挡料的位置。在开始绘制机床外形上下部分图形之前，必须输入机床上部分的滑块高度，

此时机床上侧的运动部分处于机械上死点位置。输入机床外形后系统提示的长度为机床中心

线到机床前侧或后侧的距离。 

 

 

图 6.u 

对于机床下部分，高度定义为从工作台表面到地平面的距离。 



图 6.v 

6.5. 保存/加载模具 

使用功能键“保存到磁盘”（在任一模具菜单里都有）打开“保存上模”对话框。在此

菜单上，模具可以被保存到一个备份位置。所有模具和机床外形的保存步骤相同，不管保存

在什么位置（软盘，网络磁盘都可以）。在按压功能键“保存到磁盘”后，会出现如下所示

的屏幕： 



 

图 6.w 

在屏幕顶端，显示了备份的位置。如果该位置有误，用户可以用软按键“备份目录”来

改变子目录，或者进入编程常量菜单，以改变模具要存向的装置。参见编程常量章节。 

要保存一个模具，输入列表中的模具编号，再按回车。 

 

功能键： 

S3  所有              保存所有模具 

S4  备份目录          在要保存模具的位置改变、创建或删除一个子目录 

S5  代码              选择一个代码，而非编号； 

S8  查看              该按钮用于从两种查看模式中选择一种查看模式： 

                      - 标准目录 

- 目录扩展          

- S4 图形显示目录 

对于备份操作，可以利用子目录。子目录可以被创建在此菜单。按下软键“备份目录”

时，屏幕出现一个新的窗口，显示可用的备份目录列表。选择的目录里可能含有工件和模具，

因此如果有必要，每个用户均可以保留一套自己的工件和模具信息。 



 

 

用软键“创建子目录”和“删除子目录”，用户可以创建新的子目录或删除现有的子目

录。如果系统里已有一些子目录，可以箭头键滚动光标到所要的目录后，按回车选中即可。 

 

功能键： 

S4  创建子目录       新增一个子目录。子目录的名称可以包含文字和字母， 多 8 

个字符。避免使用斜线(/)。 

S5  删除子目录       如果子目录非空，系统会提示“无法删除目录”。 

“载入模具”的操作步骤有别于“保存模具”。选择“载入模具”时，系统会检查模 

具号是否已存在。如果不存在，模具便可以自动从磁盘复制到系统中。如果模具编号在系统

中已存在，此时用户有三种选择： 

- 取消 S3，模具不加载； 

- 覆盖 S4，系统中的模具将被磁盘中的模具覆盖； 

- 重新命名 S5，磁盘上的模具编号在被加载到系统前被要求首先重命名。 

也就是说，在重新命名时，系统会提议使用一个新的模具编号。该新编号成为模具库里

第一个空闲的模具编号。用回车键确认提议的模具编号或者键入另一个空闲的模具编号后再

按回车确认。 



 

图 6.y 

注意： 

模具通过它们在机床里的编号与系统相连接。执行“恢复”操作时，系统只会显示那些

与系统有同样机床编号的模具。如果因任何原因机床编号被改变了，系统将执行一个新的模

具备份操作将此控制模具以它的新机床编号保存下来。 

 

第七章      工件与模具备份 

7.1 简介 

本章介绍工件和模具的备份操作步骤。从/向软盘中、网络或 USB 盘中读/写数据的操作

步骤类似。实际的备份位置由一个装置和一个目录组成。在“编程常量”菜单中选择备份的

装置，目录可以在相关的备份菜单里选择。默认情况为：一个“工件”目录因为工件而创建，

而一个“模具”目录的创建是用于储存模具。如果必要，可以创建和选择其他的目录。在下

图中，“工件”和“模具”在备份过程中已自动生成，目录“自定义”已手动创建。如果用

户需要，也可以选择该目录将工件以及模具储存在目录“自定义”中。工件和模具的备份位

置是单独设定的。欲获取更多有关为工件和模具选择备份设备的信息，参见“编程常量”。 



 

例子： 

用户希望将工件储存在网络上的“工件”目录下，并把模具储存在软盘上的“模具”目

录下。在“编程常量”菜单，设置“工件备份”参数为到网络，“模具备份”设为到软盘。

然后，到每一个相应的菜单里选择要储存的工件和模具。这两步完成之后，工件的备份路径

被认为“\网络\工件”,并且模具的备份路径被认为是“\软盘\模具”。系统会在每个备份菜

单的顶部显示路径信息。可以在备份菜单的任一目录里创建子目录，具体将在下一段落中解

释。 

7.2 工件备份 

在主菜单里选择“工件备份”，将程序备份到外部磁盘。 

 

 

在该屏幕上，备份或恢复功能可以使用。还需要指出的是备份到哪个位置（软盘、网络



等）。在“编程常量”菜单里的“备份/恢复路径”参数中选择具体位置。 

功能键： 

S1 备份工件         打开备份菜单，将工件保存到磁盘。 

S2 恢复工件         打开恢复菜单，从磁盘载入工件。 

当选择了“备份工件”后，系统显示如下屏幕： 

 

 

图 7.c 

功能键： 

S3 所有              载入所有的工件。 

S4 备份目录          改变、创建或删除备份目录。 

S5 图纸编号          切换图纸编号/工件编号 

S7 本地目录          获取手动创建在系统磁盘中的工件目录结构总视图。 

S8 查看              该按钮用于选择查看模式： 

- 标准目录显示 

                     - 目录扩展 

                     - 图形显示目录 

备份操作被无条件执行。当恢复操作开始执行时，系统检查工件在系统中是否已存在，

如果是，系统会询问是否以当前工件替换已存在的工件或者是否要取消恢复操作。 

在按压“备份目录”软键后，系统出现一个新窗口，列表显示可用的备份目录。 



 

功能键 

S7  创建子目录      新增一个子目录。子目录的名称可以是文字和字母， 多不超过 

8 个字符。避免使用斜线(/)。 

S8  删除子目录      删除一个子目录。如果子目录为非空，系统会提示“无法删除目

录” 

7．3． 模具备份 

要备份模具至磁盘，在主菜单按“模具备份”。 



 

图 7.e 

通过该菜单，可以对系统上所有已编程的模具进行备份：上模、下模和机床外形。当模

具备份被激活时，系统提示目标磁盘上的现有同名模具将被替换。 

功能键： 

S1 备份模具           保存所有的模具到磁盘； 

S2 恢复模具           从磁盘恢复所有模具； 

S4 备份目录           改变、创建或删除备份目录。 

 

要载入或保存只是几个模具，进入这几个具体的模具菜单里，再分别保存或载入即可。

关于此操作已经在关于模具的章节里作了详细解释。恢复的操作与备份操作相似，程序开始

执行时，系统提示系统上现有模具将被导入的模具所替换。 

模具通过其机床编号和系统连接。当一个恢复操作启动时，系统只会导入那些与系统有

相同机床编号的模具。如果因任何原因机床编号发生了改变，需要执行一个新的模具备份操

作，以系统模具的新机床编号进行保存。 



 

图 7.f 

8．编程常量 

8．1． 介绍 

选择主菜单中的“编程常量”对编程常量进行设定。 



 

图 8.a 

英寸-选择 1/0……………………………………………IS 

1 = 尺寸以英寸为单位 

0 = 尺寸以毫米为单位 

  按 选择所要的设定。 

吨/千牛 选择 1/0 

    1 = 吨 

    0 = 千牛 

    为所有可用吨或千牛表达的力数据选择单位，按 选择所要的设定。 



 

图 8.b 

按 选择所要的设定。 

 

    语言选择…………………………………………LA 

    0 = GB  (英语)         9 = FI  (芬兰语) 

    1 = D   (德语)         10= P   (葡萄牙语) 

    2 = DK  (丹麦语)       11= PL  (波兰语) 

    3 = F   (法语)         12= LI  (立陶宛语) 

    4 = I   (意大利语)     13= SL  (斯珞文尼亚语) 

    5 = NL  (荷兰语)       14= TR  (土耳其语) 

    6 = S   (瑞典语)       21=CHI  (中文) 

    7 = CS  (斯洛伐克语)   22=CHT  (繁体中文) 

    8 = ESP (西班牙语)     23=KO   (韩语) 

24=J    (日本语)  

可用哪些语言取决于机床的配置。 

使用 或者 S2 键，可以选择系统参数的下一页（7.2），也可以通过使用软按键

S2c.q.S1 在下一页或前一页继续。 



 

材料的数量……………………………………M= 

查看材料的特性。 

一旦光标被放在此参数上，软按键“编辑材料”即可用。按压该软键，系统出现一个新

窗口，显示材料表。 

 

 

在本窗口，材料的特性可以被设定。用户可编辑现有的材料，编程新材料或删除现有材

料。系统里 多可编程 99 种材料。对于每种材料，均有三种特性可以显示、查看和编辑。 

材料名称-------------------------------NA= 

    材料名称。 



抗张强度------------------------------S= 

    所选材料的抗张强度。 

E 模块---------------------------------E= 

    所选材料的 E 模块。 

 

功能键 

 

S4   删除材料    删除显示在当前屏幕上的材料。 

S5   编辑名称    改变当前选中的材料名称。 

 

各材料 初是按照它们的材料编号进行列举，材料编号显示在第一栏（ID）。该清单可

以根据材料的不同特性来分类。如果安装了鼠标，则可以点击某一栏的标题栏，现有材料会

按特性递增或递减的顺序进行分类。 

要改动一个现有材料，可以到相应数值行把数值改成用户认为较合适的值，然后回车确

认输入的数值。 

要删除一个现有材料，移动光标到相应行，按功能键“删除材料” 即可删除此材料的

数值。 

要编程一个新的材料，移动光标到一空白位置，并开始设定该材料的数值。 

 

 

压力校正……………………FF=   

计算的实际控制压力阀的吨位百分比。 

换页延迟时间………………PD=  

在 近一次进入某一屏幕页面之后，在从该页切换到下一页前的停顿时间。 



激活折弯允差表……………………BE=   

        0 = 内部 /1 = 折弯允差表 

折弯允差：因板料折弯后长度变短，需要用此参数来校正 X 轴。利用该参数选择折弯允

差的计算方式。“内部校正”是指使用标准的公式计算折弯允差；“折弯允差表”是指可以使

用带校正值的折弯允差表。“折弯允差表”选项只在系统中装有折弯允差表时下才能使用，

选择该表后，相应的允差表的名称会显示在屏幕上（如果允差表有名称的话）。 

按 选择所要的设置。 

 

数据准备折弯允差……………………BA 

0 = 校正关闭 / 1 = 校正开启 

用此参数用户可以决定是否使用折弯允差校正。开/关设置仅用于在“数据编程”菜单

的工件编程过程中的校正。如果输入的数字程序带有允差校正，轴的校正会被计算并储存在

程序里。在生产模式下，这些校正值可以查看并修改，具体参阅“自动模式”。 

按 选择所要的设置。 

本选择不影响工件图形绘制模式下的后处理功能。当系统使用后处理命令根据一个带折

弯工序的工件图形计算一个 CNC 程序时，系统将始终把折弯允差考虑在内。 

当有允差表时，软按键 S5 可用，显示“表编辑”；利用此软按键，表可以被修改以满足

用户的要求。表显示在一个新窗口里，同时显示了功能键。 

 

 

 

表的每一行包含一个条目，几个参数。在该屏幕里，如下的功能键可用： 

功能键： 

S4：新条目              在表格里输入一个新行。 



S5：删除条目            删除当前行。 

S6：保存表格            当前屏幕里显示的表格被储存在系统内存里。 

使用箭头键滚动鼠标到所要改动的输入区域，然后输入新值并按回车确认。不能通过此

界面创建一个表，只能对系统中已有校正表进行编辑。欲知折弯允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Delem 手册中折弯允差内容。 

 

Z-距离………ZD  

当安装了自动控制的 Z轴时，系统自动计算后挡料挡指与板料侧面边缘的距离。 

 

压底压力因子………BF 

空气折弯所需压力与这一因子相乘，以得到模压压力。 

夹紧校正 …………………CC 

板料被夹紧时滑块的位置，由系统计算出来。为了使板料被牢固地夹紧，可以将计算出

的夹紧点位置按这里设定的值稍稍偏移。正值使位置比计算值更低，负值使滑块位置比计算

值更高。 

压平补偿…………………OF      

压平工件时，系统自动计算的 Y 轴滑块深度由用户设定的特定模具的压平高度，板料厚

度的 2 倍和此处设定的补偿共同决定， 终使工件按用户的要求进行压平。 

压平开口…………………OP    

根据机床的结构，用户可输入上模的开口位置，可以在此位置放入工件进行特殊的压平

加工。系统的第二变速点输出将被激活并使滑块停止，这取决于机床的界面连接。开口距离

也会使用 2倍的板厚进行计算。 

 

库存计数模式-------------------SC= 

 在生产模式，为库存计数器进行的设置，可设定库存计数（工件计数）为正计数还是倒



计数。 

选择减计数时，在生产模式下，每完成一个机器循环后，工件计数器自动减少，减到 0

时，系统停止。在下一次重新启动时，工件计数器会复位到初始值。 

选自增计数时，每完成一个机器循环后，工件计数器自动增加。 

 减计数在需要进行预计划的配额生产时使用；增计数可用于报告当前的生产进程。 

    按 确认所要的设置。 

板料支撑的归位速度---------------------PR=  

 完成折弯后，板料支撑的返回速度，其值是 大速度的百分比。只在安装了板料支撑时

有效。 

板料支撑的附加角度------------------------PE=  

板料支撑单元的附加角度。泄荷结束时，此角度被加到板料支撑的角度位置上，这样在 

滑块向上移动到上死点时，板料支撑将移动到新的位置，滑块到达上死点时，板料支撑将返

回零位。只在系统上安装了板料支撑时有效。 

 

 

平行度偏移…………………PO=     

此参数用于设定整个 Y轴行程的全局平行度。在加工过程中，系统将根据 大允许平行

度偏差来检测设定的值。可以为每个折弯设定的平行度仅在夹紧点下方有效，其平行度的值

是该 Y2 参数与平行度偏移参数之和。 

自动换步折弯模式……………………………CS= 

该参数可用于在 “逐步折弯”模式的折弯过程中实现自动换步。可设为 0 或者 1。 

设为 0： 

不自动换步（下一折弯参数有效）。要执行下一工序，必须选择新的折弯并按下 “启动” 

按钮。 



设为 1：下一工序的参数被自动调入，但在按下“启动”按钮后，轴会开始定位。 

X1、X2 差值编程……………XX                  

0=角度方式              

1=投影方式 

如果机床有两个独立的 X1、X2 且可选功能 OP-X1X2 已安装，则可以按照某种关系设定

X1 和 X2 的值，即可以设定 X1 值和一个角度值（角度方式）或者在投影方式下。 

如果 OP-X1X2 已安装，请向供货商询问该选项的描述。 

仅当此功能被安装了时，此参数方有效。 

X-轴代码的缺省值…………XC  

系统进行后处理时，系统为了快速操作会计算出一个优化值，此参数决定在整个程序中

何时调入下一折弯工序的值。如果设定 CX = 0，滑块到达折弯点后直接换步；根据工件情

况，有可能必须在在速度转换点进行换步，此时开口（CX=1）或者在折弯(CX=2)完成后换步

在上死点。利用该参数值，用户可决定理想的换步点。 

此参数的缺省值为 2。也可在“准备数据编程”或“数据编辑”模式下使用“CX”参数

为分别每一工序进行设置。 

X 的时间缺省值……………XT   

在后处理过程中，X 轴的换步等待时间设置为 0。通过此参数，可以预设一个较长的换

步时间用于板料的夹持。 

X-参考点校正………………XR  

当 X 轴的实际机械位置与系统显示值不相符时，可通过此参数对位置进行校正。设定计

算的差值。 

例如： 

- 当设定和显示的值为 250，实际的机械位置为 252，则 XR 参数的值设定为-2； 

- 当设定和显示的值为 250，实际的机械位值为 248，则 XR 参数的值设定为+2。 

X2-参考点校正……………XR  

其功能与前一参数相同，但是用于 X2 轴。 

自动计算编缉………………AC  

在“程序数据编辑”模式，可以改变被输入的参数值，这些改变将影响其它参数的值。

使用该参数，可以选择让系统自动重新计算其他的参数值。设定“自动计算编辑”为 1，系

统提供三种可以进行自动计算的情况。 

1．假如参数“材料类型”或者“板料厚度”被改变，则系统会自动计算并改变如下参 

数： 

   - 压力；- 卸荷距离；- 工作台设置； 

2．假如参数“长度”被改变，则系统会自动计算并改变如下参数： 

   - 压力；- 卸荷距离；- 工作台设置；- Z 轴位置； 

3．假如“上模”或“下模”参数被改变，并且新上、下模的高度与原来不同时，并且 

只有当“折弯方式”选择为“压底”或“压平”时，系统会自动计算并改变如下参 

数： 



- Y 轴位置（“折弯位置”）（当选择“空气折弯”时，系统会自动计算 Y轴位置） 

如果自动计算被关闭（缺省条件），有参数改变时这些参数将保持不变。但是当光标键

被移动到相应的参数上，系统重新计算的值将显示在输入行；当按回车时，重新计算的

值终究还是替换旧值。因此，用户可以有选择地改变数值。 

Z 轴运动的中间 X 轴值----------------XS 

该参数定义了 X 轴的临时安全区，用于避免 Z 轴在移动过程中与下模发生碰撞。利用该

参数，X 轴的标准安全区被定义下来，该定义对所有的工件程序都有效。该参数输入 0 将禁

用此功能，该参数不应与“X—安全区”参数混淆起来。 

该参数对于安装了几种不同宽度下模的机床特别有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中间 X 轴值

应当大于已安装的 大下模的安全区。 

 

 

当后挡料必须要移向一个不同的 Z轴位置时，系统会检查当前 X 轴的位置是否安全。可

以区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 X 轴的原来位置和新位置都在安全区外：X 轴和 Z 轴同时移动，不改变； 

○ X 轴的原来位置在安全区外，新位置在安全区内：后挡料被定位为 Z 轴先移动，Z 轴到位 

后 X 轴才开始移动； 

○ X 轴的原来位置在安全区内，新位置在安全区外：后挡料沿着 X 轴移动，当 X轴在安全 

区外时，Z 轴才开始移动； 

○ X 轴的原来位置与目标位置都在安全区内：后挡料移动到中间 X 轴位置，然后 Z 轴才开 

始移动，Z 轴到位后 X 轴开始移动后挡料到新的位置。（见图 8.j） 

X 轴运动的中间 R 轴---------------RS= 

R 轴的临时位置，以防止 X 轴运动过程中与下模发生碰撞。当设为 0 时，禁用该功能；

否则，当 X轴必须在下模的安全区内运动时，该参数会有效。 



 

次序如下： 

○ R 轴移动到中间位置； 

○ 然后，X轴移动到位； 

○ 后，R轴到位。 

 

图 8.l 

机床编号……………………MN = 

当工厂有数台折弯机床时，该参数可用于在系统中对每台机床进行唯一编号。选择的机

床编号将和折弯程序一起储存下来。在系统从软盘或一个网络位置读取程序时，系统会检查

此编号。如果编号不匹配，系统要求用户确认是否继续读取，如果不确认，操作将被中止。

机床编号还会被储存在模具的文件名里。如果在此屏幕修改了机床编号，系统提示对模具做

一次新备份，因为所有模具的文件名都已经按照新的机床编号发生改变。 

串行接口 1/2 

系统配有两个串口（RS-232），用户可通过此参数为串行接口分配特定的用途。要修改

这些设置，需要与机床供应商联系。有如下的设置可以使用： 

DNC 

串口被用于 DNC 操作，即可用一台计算机通过一个 RS-232 的串口连接进入系统。 



Pilz 

该端口用于和安全 PLC 连接。 

如果选择了 DNC,将出现一个附加参数用于设置串口通讯速度。 

角度校正数据库使用/禁用…………………………CD = 

通过切换，可打开或关闭数据库的角度校正功能。 

在生产模式（自动或步进），可进入角度校正。这些角度校正被储存在工件程序中。除

此之外，还可以将这些校正储存在一个带角度校正的通用数据库里。如此，曾用于某些折弯

的校正值在后来的其他工件上仍然可用。当打开此设置，系统在生产过程会检查在数据库中

是否存在用于类似折弯的角度校正。如果有可用的角度校正，它们会被系统提供出来。在其

他时候，校正值可以以内插值被替换和提供。 

在生产过程可以输入新的校正值来调整校正数据库。当使用了校正数据库，所有新输入

的校正值会储存在数据库里。 

系统在搜索类似的折弯时，会搜索与当前折弯具有相同特性的折弯。系统会从如下几个

方面来对折弯进行比较： 

- 材料； - 厚度； - 下模开口； - 下模半径； - 上模半径； - 角度。 

折弯的前五个特性必须要与当前折弯完全相同，系统才开始比较。如果角度与当前折弯

的角度也相同，则该校正被系统提供使用。如果当前折弯角度在两个相邻折弯间的差距达到

大值 10 度，一个校正值会在这两个折弯之间以内插值替换。如两个折弯中有一个因此角

度校正产生了大于 5 度的误差，系统将不提供角度校正。 

8．2． 折弯工序参数 

 

系统为工件计算出 适宜的折弯工序。要实现这一点，用户必须对许多可能影响决定折



弯工序的参数进行设定，有些参数与工件相关，可以和工件一起设置。有些参数与机床相关，

必须在“编程常量”菜单中设置。上面的页面为包含这样参数的第一页。 

X-轴速度…………………………BS = 

   折弯机后挡料的工作速度。 

R-轴速度…………………………RS = 

   机床安装了 R-轴时，R-轴挡指的工作速度。 

后挡料尺寸 

   后挡料挡指会被绘制成特定标准的尺寸，并指出哪 5 个尺寸可以修改。 

使用挡指尺寸，R 轴在运动时和工作/后挡料的碰撞可以被计算出来。 

 

 

图 8.n 

挡料位置………………………………GN = 

    可能的挡料位置， 多 4 个。在图 8.n 中，有 4 个可能位置，0到 4。 

缺省支撑位……………………………GD = 

    当在图形显示折弯工序编程中选择了板料支撑时，系统默认的挡料支撑位置。 

    默认值 = 0， 不支撑 

挡料 R 轴偏移……………………………RO = 

    如果后挡料被定位在靠着板料边缘并且 X轴被定位在下模安全区域之外时，可以设 

置一个 R 轴偏移值。 

 



    当值为负值，则给出一个较低后挡料位置。该偏移仅在挡料位置 0 时有效。 

挡指宽度……………………………FW = 

    后挡料挡指的宽度。 

 

下面的参数描述了后挡料和支撑位置的尺寸。参数的数量必须根据挡料位置的数量进行

设置。如果设置了更多的挡料位置，系统会提供更多的参数。屏幕底端的插图将随着挡料位

置的数量而改变。 

挡指高度……………………………FH 

第一个后挡料挡值尖端的高度或厚度。  

挡料高度……………………………H1/H2/H3/H4 

不同等级挡指的高度。 

挡指长度……………………………FL 

第一挡指的长度。 

挡料长度……………………………L2/L3 

    附加支撑级别的挡料长度。 

 

板料支撑尺寸 

如果安装了板料支撑，本页将用于设置板料支撑单元的尺寸和位置。该页面只在安装了

板料支撑时才出现。 



 

 

板料支持的尺寸被定义如下： 

 

板料支撑长度……………………………PL 

    设置如上图所示的板料支撑单元的长度。 

板料支撑高度………………………………PH 

    设置如上图所示的板料支撑臂的高度。 

板料支撑单元 1/2/3/4/5………………………………………P1/2/3/4/5 

    通过该参数，可以设置板料支撑单元的位置。可能的设置有： 

    缺少（无板料支持或者板料支持被关闭） 

    左前方 

    左后方 

    右前方 

    右后方 

    多可以设置 5 个板料支撑单元。实际显示在本页的板料支撑的数量取决于机床。 



临界尺寸分界线 

 

 

工件的翻转要占用一定的生产时间。该时间取决于工件的长度和宽度。 

对于一个相对小的工件（在 Z 轴方向），由顶向底翻转可以快速完成。但是，一个相对

小的工件如在 X 轴方向上比较长，则在从前往后翻转或者在合并翻转时需要的时间要长一

些。 

翻转时间可以在一个表格中设定，单位为秒。因为这个用途，有 4 个长度间隔（3 个分

界线），每个时间间隔均有一定的翻转时间，取决于翻转的类型。如翻转时间一样，用户也

可以设定长度限制分界线。 

每个工件都必须设置翻转时间，因为它们会随着工件形状的改变而变化。 

 

速度 Y 轴 



 

在该页中，几个 Y 轴的速度必须要设定。Y 轴速度值对于计算生产时间很重要。 

8．3．备份路径 

如下屏幕上显示了工件和模具备份位置的几个参数。 

 

 

备份/恢复的路径…………………………………………PB/TB 

通过这些参数，可以为工件和模具设置备份位置（即备份的装置）。这些参数将和每个



备份菜单中的“备份目录”功能结合起来使用，具体请参见模具及备份步骤。按回车以选择

所要的设置。 

列表中可用的选项要取决于当时连接在系统上的备份设备。如果没有连接任何装置，则

列表为空白。 

\网络\机床 1 

    这表示着一个可用的网络目录。 

\软盘 

这表示有软盘插入了系统的软驱。数据将被备份到软盘。 

\USB 硬盘 

这表示有一个外接 USB 存储设备被接在系统的任一 USB 端口上。 

如果刚插入一个软盘或一个 USB 磁盘，系统会花几秒钟时间来检测插入的设备。 

8．4．维护 

 

图 8.v 

小时：机床运行的小时数。 

行程：滑块已执行的行程数。 



9． 手动模式 

9．1． 介绍 

   手动模式       按压此键，CNC 被设在手动模式。 

 

 

图 9.a 

在手动模式下，用户可以为一次折弯设置参数。该模式对于测试和标定很有用。 

 

功能键 

S3 查看          此按钮用于选择一种可能的查看方式： 

                 - 轴； - 辅助轴； - 缩放值 

S4 显示模具库    打开一个带有模具库总视图的窗口，可以在这里选择模具。         

S6 轴功能        改变当前折弯中的可用轴的速度和退让距离。该功能取决于机床本 

身，具体在“数据准备”章节中有详细介绍。 

S7 手动定位      启用此功能，可以用手轮来手动移动各轴。参阅 9.2. 

 

按压功能键“查看”后，系统出现一个新的临时按钮条，显示附加的几个软按键。 



 

功能键： 

S3 轴            切换至默认参数查看方式。 

S4 辅助轴        切换到带有辅助轴参数显示的第二种查看方式。 

S5 缩放值        切换到带轴的数值的查看方式。 

 

参  数  解  释 

上模………………………………………………UP 

选择的上模在数据库中的编号。按 确认选择。 

下模………………………………………………UN 

    选择的上模在数据库中的编号。按 确认选择。 

垫子………………………………………………MA 

选择一种已编程的板料，用于计算折弯深度。系统里包含了 4 个预先编程好的材料，共

可以设定 99 个材料。参阅关于编程常量中如何编程材料章节。按 选择所要的设置。 

长度………………………………………………BL 

    模具之间的板料的长度，单位为毫米。 

方式………………………………………………BM 

    0 = 自由折弯 

    1 = 压底折弯 

    10= 整平折弯 

    11= 压平压底折弯 

    按 选择所要的设置。 

校正α………………………………………Cα 

    折弯角度的校正 

    角度校正应当按如下步骤输入： 

    - 设定的角度值为 90 度； 

      - 测量的角度值为 92 度 

则设定校正值为-2。 

- 设定的角度值为 90 度； 

      - 测量的角度值为 88 度 

则设定校正值为+2。 

角度……………………………α 

    要折弯的角度。 

Y 轴…………………………………Y 

设定或计算的以实现某一角度的 Y轴数值。 



速度转换点-------------------------------M 

Y 轴从快速闭合速度转换为工进速度时的工序点。它在此被设为一个 Y轴位置值。 

 

 

反向压力……………………………BP 

折弯后的泄荷行程，以释放工作压力。和数据准备模式里的 DC 参数一样。 

力…………………………………P 

在冲压是可调节的 大吨位。 

X 轴…………………………………X 

   X 轴方向的编程值，以获得具体的后挡料位置。 

退让…………………………………DX 

   折弯过程中后挡料的退让距离。“后挡料退让”在板料的夹紧点启动。 

附加轴…………………………………R 

如果有一个或多个辅助轴（比如说一个 R 轴，一个 Z 轴或者有板料支撑），这些轴的参

数会在这里显示。当有一个 R1 轴和一个 R2 轴时，设定的 R1 轴值会自动复制到 R2 轴值上。

如果需要，R2 的值可以在后来修改。 

开口…………………………………DY 

由于折弯之后，上模和下模之间随之产生一定的间隙开口。正值表示间隙开口在速度转

换点上方，如果值为负，则说明间隙开口在速度转换点下方。当用户想限制工件的处理时间

时，可以设定一个较小的正值或负值。 

速度…………………………………S 

冲压速度。 

减压速度………………………………………………BS 

反向压力速度为泄荷行程中设定的滑块速度。 

停滞时间……………………………………T 

上模在折弯点的保压时间。 

平行度……………………………………………Y2 

左、右侧油缸（Y1、Y2）之间的差值。该参数为正值时，右侧油缸比左侧油缸要低；该

参数为负值时，右侧油缸比左侧油缸要高一些。设定的值在夹紧点以下有效。 



 

通用校正板料支撑……………………………………GP 

它为板料支撑的通用角度校正，可用于所有折弯。 

校正在这里被设定为一个角度值，与当前折弯的板料支撑角度有关。 

校正值被记忆为当前角度的百分数。如果设定了或选择了另一个不同角度的折弯，校正

值将作相应调整。仅在出现板料支撑时可用。 

按压开始按钮后，所有设定的参数全部激活。 

缩放功能 

按压“缩放数值”功能键后，系统切换到一个新的查看方式，屏幕上只显示轴的数值。 

 

 

图 9.e 

9．2．轴的手动操作 

可以通过旋转系统前面板上的手轮来移动各轴。按压手动模式下主菜单里的“手动定

位”功能键后，屏幕显示如下： 



 

 

将光标条定位在要通过手轮移动的轴上，然后简单地旋转手轮并关注所要轴的移动。

移动轴的步骤取决于用户想要移动的轴。 

- 辅助轴： 

利用手轮可以手动定位后挡料。该操作仅在“停机”+“手动模式”时有效。 

- Y 轴 

   利用手轮可以手动定位上模，操作方法与辅助轴相同。该操作仅在“开始”+“手动模式”

时有效。而且，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 “调节”功能必须打开，该功能通过右下角的“调节” 指示在屏幕上。 

   -  Y 轴必须在速度转换点下方。 

- 必须要给 CNC 一个冲压命令。 

示教 

    在手动定位模式下，用户可以指导一个轴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当用手轮移动一个轴到某

一位置时，用户可能想储存此位置。要储存此位置，在此屏幕中按“回车”键。轴的当前值

（左侧）将出现在设定轴输入区域里（右侧）。 

 



10．自动/单步模式 

10．1． 介绍 

 

图 10.a 

按压“开始”键后，自动模式将自动逐步执行程序（编程模式）。当选择了一个新折弯

程序，用户必须检查机床里的模具和模具位置。进入自动模式时，系统也会有“检查模具”

的警告信息。 

在页眉里，信息会显示在折弯编号、折弯的重复、工件编号、图纸号、连接的程序里。

（后面的两个不一定要显示）。 

在水平线上方显示了设定和计算的参数。这些参数被分在两个屏幕上显示：“功能”、

“轴”。水平线下方的参数可以设定。 

功能键： 

S1  前一次折弯         切换到程序的前一次折弯。 

S2  下一次折弯         切换到程序的前一次折弯。 

S3  查看               按压此按钮，激活弹出的附加功能按钮条。 

S4  选择重复的次数     在显示折弯编号或当前折弯的重复次数之间切换。 

S7  手动定位           启动该功能，可用手轮手动移动一个轴并通过比如手动模式下下 

的示教功能去改变各轴的位置。 

按压“查看”功能键后，系统屏幕出现一个新的临时按钮条，显示一些附加软按键： 



 

功能键： 

S3  轴            切换到默认的自动模式查看方式。 

S4  功能          切换到带附加折弯参数的查看方式。 

S5  辅助轴          切换到带辅助轴参数的第二种查看方式。 

 

功能键： 

S6  所有折弯            切换到查看显示所有折弯的表格。 

S7  图形可视化显示      切换到图视化显示程序。 

S8  缩放值              切换到查看各轴的数值。 

 

参  数 

折弯编号----------------------------BN = 

    选择显示在监视屏幕中折弯工序中的一次折弯。 

角度校正α1----------------------------Cα =     

角度校正α2---------------------------- Cα = 

当前折弯的角度校正值。 

在机床的两侧（Y1 和 Y2）都可以设置角度校正值。当输入了一侧的校正值α1 后，该

值会自动复制到为另一侧的校正值α2 上。另一侧的校正值可以修改。在两侧的角度校正值

都输入之后，系统会计算随之的 Y轴和平行度。该校正值将被储存在当前的折弯程序中。角

度校正的输入必须按如下示例进行： 

1）   设定角度值为 90 度； 

测量的角度值为 92 度; 

则设定校正值 Corr.α为-2。 

2)    设定角度值为 90 度； 

测量的角度值为 88 度; 

则设定校正值 Corr.α为+2。 

如果打开了角度校正数据库，系统会检查数据库中是否存在用于此类折弯的角度校 

正值。检查的结果会被提示在输入区域： 

无储存的校正值。未发现当前折弯的校正值。 

发现储存的校正值。发现与当前折弯相匹配的校正值。 

以内插值替换的校正值。 一个校正值已经在其他现有校正值的基础上被计算出。 

如果输入了一个校正值，该值将储存在数据库里。每当出现具有同样特性的折弯时，

系统将提供这一相同的校正值。参阅“编程常量”章节获得更多有关角度校正数据库

的信息。 



Corr. X…………………………………………Cx = 

当前折弯在X轴位置上的校正值。当折弯允差激活（参阅“编程常量”）并且有程序被

输入到数据库时，X轴的校正值为折弯允差的计算结果。该校正值将被储存在当前的折弯程

序里。 

X轴的校正值应当按如下示例进行输入： 

1） 设定值为200毫米； 

测量值为202毫米； 

则需要设置Corr.x为-2。 

2）设定值为200毫米。 

测量值为198毫米； 

则需要设置Corr.x为+2。 

库存………………………………………ST = 

    每个工序循环结束时库存计数器会增加或减少计数。 

G-Corr.α……………………………………Gα= 

    角度的一般性校正，对工序中的每次折弯均有效。该值必须设定，方法与设定每次

折弯的校正值相同。 

G-Corr. x………………………………………Gx = 

    X轴位置的一般性校正，对工序中的每次折弯均有效。该值必须设定，方法与设定

每次折弯的校正值相同。 

G-Corr. PS………………………………………Gp = 

    它是对板料支撑角度位置的一般性校正。可用于所有的折弯。 

        校正在这里被设定为一个角度值，与当前折弯的板料支撑角度有关。该校正被记忆   

为当前角度的百分比。如果选择或设定了另一个不同角度的折弯，校正值将作相应调整。 

    仅在有板料支撑时才有效。 

 

功能屏幕 



 

图10.c 

图形可视化 

 

 

图10.d 

缩放值 



 

图10.e 

圆弧校正 

可以用此功能输入一个圆弧折弯所需要的一般性角度校正。光标定位在角度校正的参数

上时（Corr.α1/α2），该功能被激活。该功能仅在载入的工件中有圆弧折弯时才有效。 

该功能被激活后，出现一个新窗口，可以在其中输入校正值。随后，系统为圆弧的每一

次折弯计算出校正值。 

 

当此一般性校正值被改变时，所有单个的校正值会被重新计算。当任何一个单个校正值

被改变时，系统将重新计算一般性校正。 



两边、α1和α2的圆弧校正可以分别设置。 

在圆弧校正窗口被用来对其中一边进行设定时，校正值不会自动复制到另一边。只有每

次折弯的单独校正值在输入时才会被复制。 

手动定位 

在自动生产模式下，可以通过像手动模式里的示教功能，用手轮手动移动选择的轴并改

变轴的位置。 

 

10．2．单步模式 

单步模式和自动模式只有一个区别。即每完成一个折弯循环，系统会停止。要继续

工作，必须按系统前面板上的“启动”按钮重新启动系统。 



 

图10.h 

每个折弯步骤完成后，系统可以停留在当前折弯或者跳到下一道折弯。这取决于编

程常量中的一个参数的设置。 

 

 

不使用：当一步完成后，系统会停止并停留在当前步骤。 

使用：当一步完成后，系统会载入下一步骤，然后停止。 

要获取更多信息，参阅编程常量相关章节。 

A.参数索引 

该附录包含了本手册中涉及的所有参数的清单，以字母顺序排列。 

第二-安全区域---------------------------------6.14 

第二-安全区域转向（负值）---------------------------------6.14 

90度公差-------------------------------------------2.13 

活动的折弯允差表----------------------------------8.6 

角度----------------------------------------------9.3 

角度校正数据库使用/不使用-------------------------8.16 

角度编号------------------------------------------4.12 



角度选择-------------------------------------------4.3 

角度/折弯位置---------------------------------------4.7 

自动换步模式步骤----------------------------------------8.10 

自动计算编辑--------------------------------------------8.12 

辅助轴-------------------------------------------------9.4 

辅助轴-------------------------------------------------4.12 

背压---------------------------------------------------9.4 

背压速度-------------------------------------------------4.12 

允许后挡料靠着尖角---------------------------------------2.11 

后挡料下模，中间折弯---------------------------------------2.12 

备份/恢复路径----------------------------------------------8.24 

折弯编号---------------------------------------------------10.3 

折弯方式---------------------------------------------------4.7 

落料长度---------------------------------------------------4.3 

压底力因子-------------------------------------------------8.8 

夹紧校正---------------------------------------------------8.8 

代码-----------------------------------------------6.13 

代码-----------------------------------------------6.5 

连接-----------------------------------------------4.3 

Corr.α1------------------------------------10.3 

Corr.α2------------------------------------10.3 

Corr.x-----------------------------------------------10.3 

Corr.α-----------------------------------------------9.3 

数据准备折弯允差---------------------------------------8.6 

泄荷-----------------------------------------------4.12 

默认支撑位置-----------------------------------------------8.18 

默认X轴时间-----------------------------------------------8.11 

默认X轴代码-----------------------------------------------8.11 

延迟时间-----------------------------------------------4.11 

下模-----------------------------------------------4.7 

下模-----------------------------------------------9.3 

尺寸-----------------------------------------------2.2 

停滞时间-----------------------------------------------9.5 

停滞时间-----------------------------------------------4.12 

E 模块-----------------------------------------------8.4 

边缘公差-----------------------------------------------2.12 

允许相同尺寸圆弧折弯段-----------------------------------------------2.15 

挡指高度-----------------------------------------------8.19 



挡指长度-----------------------------------------------8.19 

挡指宽度-----------------------------------------------8.19 

压平高度-----------------------------------------------6.14 

压平高度-----------------------------------------------6.6 

压平偏移-----------------------------------------------8.8 

压平开口-----------------------------------------------8.8 

力 -----------------------------------------------4.11 

力 -----------------------------------------------9.4 

前扩展率-----------------------------------------------2.10 

接受前扩展率-----------------------------------------------2.10 

挡料代码-----------------------------------------------4.10 

挡料高度-----------------------------------------------8.19 

挡料长度-----------------------------------------------8.19 

挡料位置-----------------------------------------------4.9 

挡料位置-----------------------------------------------8.18 

挡料R轴偏移-----------------------------------------------8.18 

G-Corr.α-----------------------------------------------10.4 

G-Corr.X-----------------------------------------------10.4 

G-Corr.PS-----------------------------------------------10.4 

G-Corr.PS-----------------------------------------------9.5 

高度-----------------------------------------------------6.11 

英寸选择1/0-----------------------------------------------8.1 

X轴运动的中间R轴----------------------------------------8.14 

Z轴运动的中间X轴---------------------------------------------8.13 

语言选择-----------------------------------------------8.2 

支撑挡料限制位-----------------------------------------------2.13 

长度--------------------------------------------------------2.2 

长度--------------------------------------------------------4.7 

长度---------------------------------------------------------6.5 

长度---------------------------------------------------------9.3 

机床下部---------------------------------------------------4.13 

机床编号---------------------------------------------------8.15 

机床上部---------------------------------------------------4.13 

垫子-----------------------------------------------------9.3 

材料-----------------------------------------------2.2 

材料-----------------------------------------------4.3 

材料名称-----------------------------------------------8.4 

方式-----------------------------------------------9.3 



小Y轴开口---------------------------------------------2.15 

速度转换点-----------------------------------------------4.8 

速度转换点-----------------------------------------------6.13 

速度转换点-----------------------------------------------9.4 

材料数量--------------------------------------------------8.3 

开口-----------------------------------------------9.4 

开口-----------------------------------------------4.7 

佳度数-----------------------------------------------2.10 

平行度----------------------------------------------4.12 

平行度-----------------------------------------------9.5 

平行度偏移-----------------------------------------------8.10 

板料支撑额外角度----------------------------------------------8.9 

板料支撑单元1/2/3/4/5-----------------------------------------8.21 

压力校正-----------------------------------------------8.6 

上模-----------------------------------------------4.7 

上模-----------------------------------------------9.3 

半径-----------------------------------------------6.11 

半径-----------------------------------------------6.6 

半径因子落料长度----------------------------------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