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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DAC-310剪板机数控系统，提供数控剪板机的通用控制

功能，包括后挡料的控制、刀口间隙和剪程控制 

DAC-310 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具有先进的线路设计，采用

简单的参数编程并备有完善的检测，系统对所输入的数据进

行检测并提示校正，同时还能对系统本身进行硬件诊断。 

DAC-310 可以配备一个单速或双速的交流或直流伺服

电机，具有单向或双向的定位功能从而能自动消除丝杠间隙 

DAC-310 可自动或手动进行参考点搜索，也可在断电后

自动记忆最后实际位置的数值。 

高清晰的 LCD显示 

数控系统提供简洁明了、快速的编程优点. 

DAC-310 具有以下三种工作方式 

— — — — 手动方式 

— — — — 单步方式 

— — — — 自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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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件 

2．1 前面板 

 
2．2显示 

DAC-310系统有一个单色的液晶显示屏，128×64 

显示屏显示下面的信息： 

1． 显示屏的左边显示的是一些被激活的状态参数。 

2． 显示屏的中间显示的是一些参数的值和相关的位置的

设定值和系统显示的实际位置。 

3． 显示屏的右边显示的是几个可以选择的参数符号

（Xm,Xp,#,ST,M） 

2.3前面板 

DAC-310前面板上包含下面的按键： 

0 ~ 9   10 个数字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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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数点键 

‘±’ 正/ 负键 

清除键，清除参数值 

光标键，上下选择参数 

‘+’ 手动正方向慢动 

‘-’ 手动负方向慢动 

++ X - - 手动快速键须与‘+’或‘-’同时按下 

停止/ 手动方式键 

单步方式键 

自动方式键 

 

 

3 操作模式 

     
 

DAC—310 有三种工作方式手动方式单步方式自动方式 

DAC-310系统在编程时每个程序可以编辑100个单步（0

－99）。 

使用‘＋’键和‘—’键进行浏览。 

手动模式选择 ‘ST’功能参数为0。 

自动模式时当程序编辑后并确认，移动到第一个单步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按下自动运行键系统开始自动执行程序。 

单步模式执行程序的一个单步 

在一个程序编辑完成后按下单步方式键则系统会自动执行

当前程序单步并停止。 

     在一个程序编辑完成后按下自动模式或单步模式键则

后挡料会自动定位到当前程序设定的位置。相应的运行模式

的LED灯会亮。 

     当按下停止键时DAC-310系统可以使后挡料保持在当

前的实际位置。同时停止键的LED灯会亮。 

 

 

 

     下面是有关与DAC-310三种操作模式的详述。 

 3．1 

    当按下系统运行键时，编程值Xm和实际值Xp显示在显示

屏上。 

当轴定位到设定的编程位置时，Xp的背光会亮，并且显

示的值会与编程值几乎保持一致。 

     当停止键被按下后可以移动光标键选择功能参数。 

 

 

3．2手动模式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手动模式选择 ‘ST’功能参数为0，在显示屏的左上角有

一个手形的图标显示。 

在手动模式下所有的编程参数可以被设定。 

在手动模式下按下自动运行键或单步运行键后挡料会

自动定位到设定的编程位置Xm. 

程序每运行一次，程序的循环次数‘#’将增加或减少。 

在减计数循环模式下‘#’运行到0时DAC-310系统会自

动切换到停止状态。 

在系统运行时‘#’显示在屏幕的上方。 

手动移轴： 

1：系统必须在停止状态（按下停止键） 

2：用光标键移动到实际位置‘XP’(背光亮)，此时在显

示屏左上角的手形图标的两侧会出现两个箭头符号。 

3：按下面板上的手动位移键就可以移动轴的位置，共

有三个键操作： 

‘+’ 手动正方向慢动 

‘-’ 手动负方向慢动 

‘++’ X‘ - -’键须与‘+’或‘-’同时按下为手动快速移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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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自动模式 

   
在自动模式下系统可以执行一个多步的程序。 

在自动模式下编辑一个多步程序，按下自动运行键后档

料会自动定位到程序的第一个单步的编程位置。 

只有在START 换步信号输入有效的情况下（由高到

低）自动执行程序的下一个单步直到程序结束。 

     在执行一个程序的单步时，单步的循环次数大于 1时，

系统要等此单步循环执行结束才换步的下一个单步。 

     因为在自动模式按下自动运行键后系统会执行程序的

第一个单步，所以在编辑 ‘ST’的值时设定值必须大于 0。 

 

3.4 单步模式 

 
单步方式执行程序的一个单步，在一个程序编辑完成后

按下单步方式键则系统会自动执行当前程序的第一个单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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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停止。 

执行单步的循环运行类似与自动运行模式，有以下的不

同之处： 

1：在每个单步运行结束后系统会自动停止。 

2：在执行当前的单步程序时，系统要等此单步程序的

循环次数执行结束后才会切换到停止状态。 

3：在单步模式下可以选择程序的任意的一个单步开始

执行。 

 

 

 

 

 

 

 

 

 

 

 

 

 

4 参数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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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介绍 

DAC-310是一个可编程的后挡料控制系统，系统可编辑

一个 100个单步的程序，并具有相对位置编程与绝对位置编

程两种编辑方式，从而方便操作者的使用。 

 

4.2程序步的说明 

一个程序步的程序号的范围是 0-99，就是说一个程序可

以编辑 100个单步并存储到系统存储器里。 

单步程序号为 0是一个特定设置，仅用于手动模式，在

多步编程里不会使用。 

在多步编程里设定的ST的值会显示在显示屏的左上角，

用‘+’或‘—’可以浏览设定的多步程序，一直按住‘+’

或‘—’可以起到快速的效果。 

 

 

4.3参数的设定 

4.3.1  概要 

设置一个参数之前首先要用光标选择好此参数，每个参

数都有自己的标记代码。 

每个参数的设定只能在有效的范围内选择（最小值与最

大值之间），设定的值小于最小值系统就显示最小值，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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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大于最大值就显示最大值。 

‘Xp’是不可以设定的参数，当用光标选中它时，后挡

料的实际位置会显示在显示屏上。 

这些参数包括如下： 

—‘Xp’：后挡料的实际位置； 

—‘Xm’：后挡料的编程位置； 

—‘#’:   剪切程序循环次数； 

—‘ST’：程序步号； 

—‘M’：进入系统内部常量的路径。 

 

 

4.3.2 后挡料的实际位置 Xp 

用光标选中 Xp 时，后挡料的实际位置会显示在显示屏

上,当系统没有找到参考点时，屏幕显示的实际位置上显示的

是一条虚线。 

当编辑完一个程序后，在状态参数里 Xp不可以被选择，

只能在屏幕的中间看到它值的显示。 

在手动模式下(ST=0)，选中 Xp后，可以按动‘+’或‘—’ 

移动后挡料的实际位置。 

 

4.3.2. 后挡料的编程位置 Xm 

Xm是设定的后挡料需要定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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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执行程序时，后挡料会移动到每个单步编辑的 Xm

的位置，实际位置由 Xp 显示，当后挡料定位到设定的 Xm

位置时，实际位置 Xp 显示的值与编辑的 Xm 值几乎一致。

此时 Xp的值在屏幕上会有一个醒目的显示。 

后挡料的编程位置 Xm 可以选择 mm 或 inch 为长度单

位。 

注释：在多步程序里，可以对 Xm编辑一个负值，就是

所谓的相对值的编程。Xm 编辑正值时为绝对值编程，Xm

编辑负值时为相对值编程（适合于前送料程序编辑）。 

 

 

4.3.4    COR位置校正 

若剪出的板材长度与设定的数值有小的误差，因为板料

的拱凸等原因从而使得实际剪切长度有误差。 

若剪出的板材长度多出0.2mm 可进行COR 的编程即将

光标移至COR 处将COR 编为-0.2 即可。 

缺省值：0 

    注释：新系统上电后在操作界面无此参数，需要在功能

参数内打开设置。 

  

4.3.5 DX 退让距离 

     在厚的板材进行剪板时为了防止板材发生变形挤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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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刀具与丝杆，后挡料在压角压到板材时后挡料可实现退

让功能。 

例如：退让距离的设置在DX 上例DX 设为5 则说明在

压到板材时后挡料后退5mm 

    缺省值：0 

注释：新系统上电后在操作界面无此参数，需要在功能

参数内打开设置。 

 

 

 

4.3.6 F功能输出 

共有两个功能输出（on/off）：F1和 F2。 

两个输出的值可以像参数一样被设定。 

Value F2 F1 

00 off off 

01 off on 

10 on off 

11 on on 

 

缺省值：00（都为 off） 

F功能的输出由 F1和 F2组合设定。 

设定值的数字输出在系统运行时使能信号的输入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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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高开始有效，在系统运行时一直有效，当系统停止时功能

输出复位。 

注释：新系统上电后在操作界面无此参数，需要在功能

参数内打开设置。 

 

 

4.3.7 CY  单步重复次数 

      单步重复次数：系统在执行程序的下一个单步前要执

行完当前单步的重复次数。 

      范围：0—9999 

      缺省值：1 

      注释 1：在多步程序里编辑 CY 为 0 表示该单步被跳

过，系统不执行此单步。 

      注释 2：在手动模式下该值设为 0并且没有意义。 

  注释 3：此参数需要在功能参数内打开设置。 

 

 

      4.3.8  #  程序的重复次数 

       

   

    确定设定的程序次数是由所需加工的产品数量决定的。 

    加工的产品有两种计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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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计数 

    —增计数 

    当#设为 0时，程序一直为增计数。设定的#值大于 1时

程序执行时为减计数。设定#值为-1时，程序计数无效。 

    程序每运行一次，#的数值都会相应的增加或减少，在

减计数模式下#的值减小到 0 时，系统自动停止运行，屏幕

上的光标自动移动到#上，要再次执行此程序#的值必须重新

输入。 

     在增计数模式下，程序每运行一次#的值都会加 1，当#

的值增加到 9999时，程序再运行一次后#的值恢复为 0。 

     程序运行时#的值一直显示在屏幕上。 

 

 

4.3.9   ST  程序的单步数 

     ST的设定为程序需要执行的单步数。 

     当设定为 0时，可以使用‘+’和‘—’浏览系统存储

器里缺省的 99 个单步，若按下自动运行键程序就会从第一

个单步开始执行直到第 99个单步，期间只有按下停止键系 

 

统才会停止程序的运行。若按下单步运行键，系统就会运行

当前的程序步。 

当设定的 ST的值大于 1，设定的值就会显示在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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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ST设 3，屏幕上将显示 1/3，此时按下自动或单步运行

键，系统将运行设定的单步程序。 

当设定的 ST的值大于 1，存储器内多余的单步不可以浏

览，但它们依然保存在存储器内。要浏览多余的单步必须把

ST的值重新设为 0。 

注释：新系统上电后在操作界面无此参数，需要在功能

参数内打开设置。 

 

 

    4.3.10   S  剪切行程 

剪切行程:剪切一个板料所需行程，它是设定一个最大剪

切行程的百分比。 

    注释：新系统上电后在操作界面无此参数，需要在

功能参数内打开设置。 

 

 

    4.3.11    G  刀口间隙 

刀口间隙：工作台与刀口的间隙，该值的是一个绝对值 

 

的设定，单位为 mm或 inch。 

注释：新系统上电后在操作界面无此参数，需要在功能

参数内打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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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M 编程常量 

 

移动光标至状态参数M，回车确认后进入系统编程常量

操作界面。具体介绍见第 5章的介绍。  

 

 

4.3.13 编程锁 

系统可以用一个编程锁的 on/off来控制程序的编辑，

编程锁开关 off 时系统的参数值将不可编辑，它有两

个特例： 

1：在手动模式下，即使编程锁 off，参数依然可

以编辑。 

2：在自动模式下，即使编程锁 off,‘#’值和 ‘Cor’

的值依然可编辑。 

 

 

 

5    编程常量 

     5．1选择编程常量 

     在工作模式下移动光标至 M，按回车键确认后进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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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程常量界面，如下所示： 

Program  constants： 

01 Inch select    =0 

02 X ref cor     =0.0      

04 Contrast      =50 

05 Backliaght    =100 

     按停止键退出编程常量。 

 

5.2 常量参数 

01     Inch  长度单位选择 

选择剪切的长度单位 

0 =  mm 毫米 (缺省值) 

1 =  Inch英寸  

此参数由 0改为 1时，系统上的位置显示值的小数点都

将向左移动一位，受此影响的参数有 Xp,Xm,Cor,Dx. 

 

02     X ref cor  X参考点位置校正 

      系统在参考点搜索方式下用来校正参考点的位

置。此参数的设置只有在系统开机找参考点方式下有

效。 

 

03     Actual pos  X实际位置的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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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设定当前轴的位置为任意值（系统设置的最

小值—最大值），如果当前 Xp 的值与实际需要的位置

不符合，在此参数下输入实际需要的位置即可，但系统

必须是在使用位置示校模式下此设置才会有效。 

系统在没有使用开机找参考点时，后挡料的实际位置在

系统断电后将被存储。 

 

04    Contrast  对比度 

设定屏幕显示的对比度。 

 

05     Backlight  背光 

设定屏幕背光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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