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烟台山科自动化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7PC 版 自动定位使用说明书 
 



                     一、自动定位系统介绍 
 

1.  DW-7 系列冲床自动定位送料系统是为冲床自动送料而开发的自动化检测设备，该定

位系统与本公司的冲床送料机配套配套使用，采用电子对线方式代替了原始的人工对线方

式，大大的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印板冲压的精准性。目前该自动定位系统已经广

泛应用于印刷板料冲压制盖等行业。其以定位精度高±0.05mm，定位速度快，得到了广大

用户的青睐，是制盖行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工水平的最佳产品，也是制盖行业实现自动化生

产的关键设备 

 

2. 用户在使用自动定位系统前，首先需要了解定位系统各个部件的名称和功能，这样

才能够更快更熟练的掌握和使用自动定位功能，下面我们将一一介绍。 

7PC 系统使用自动定位功能时，需要按系统面板上的“定位投入”键，打开自动定位功

能，同时定位投入指示灯点亮；如果程序编辑中有 G9 自动定位指令，系统会自动打开自动

定位功能。只有在定位指示灯点亮的状态下，系统面板上的“教导/定位”键才有效。反复

按“教导/定位”键可以在【自动教导】和【手动定位】界面之间切换；只有在【自动教导】

或【手动定位】界面，定位控制盒上的按键才有效。 

图 1 为自动定位控制盒： 

 

 
图 1 

【自动教导键】：在【自动教导】界面，按一下该按键送料机进入教导位置，再次

按下该按键，系统将自动对印板定位线进行识别；在【手动定位】界面下，按下该按键，

系统会进行自动定位识别。 

【C 轴回零键】：按该键送料机将从定位位置返回至夹板位置，同时 C 轴活动夹具

返回原点。 

【C+键】：系统在【自动教导】或【手动定位】界面，按该键 C 轴（活动夹具）向

后移动。 

【C-键】：系统在【自动教导】或【手动定位】界面，按该键 C 轴（活动夹具）向

前移动。 



3.  图 2 为自动定位送料机的平面示意图： 

 

图 2 

1. 【X 轴色标传感器】：其作用为识别[水平左侧定位线]（上图 13）。 

2. 【C 轴色标传感器】：其作用为识别[水平右侧定位线]（上图 14）。 

3. 【Z 轴色标传感器】：其作用为识别垂直向定位线（上图 15）。 

4. 【C 轴活动夹具】：工作中带动印板前后移动 

5. 【C 轴原点传感器】：安装于 C 轴活动夹具上，用于确定自动定位过程中 C 轴原点的

位置。 

6. 【Z 轴原点传感器】：用于确定自动定位时，Z 轴原点的位置。 

7. 【定位控制盒】：用于在自动教导时的手动操作控制。 

8. 【水平向定位块】：用于确定印板水平方向的装夹位置。 

9. 【垂直向定位块】：用于确定印板垂直方向的装夹位置。 

10. 【X 轴伺服电机】：带动 X 轴丝杠前后移动（垂直于冲床的方向） 

11. 【Z 轴伺服电机】：带动 Z 轴丝杠左右移动（平行于冲床的方向） 

12. 【冲床】：与送料机配合进行冲压工作。 



 

二、确定色标传感器位置及印板装夹位置 

 

1. 用户在冲床与自动送料机安装固定之后，首先要调整 X、C、Z 轴色标传感器的位置。

因为自动定位采用 X 轴色标传感器识别【水平左侧定位线】，C 轴色标传感器识别【水

平右侧定位线】，以此来确定印板的水平方向。而印板相对于模具左右移动时都与模具

平行，才能保证加工精度，所以必须使 X 轴与 C 轴色标传感器两点确定的直线与模具

绝对平行。具体操作步骤的如下： 

 

（1） 按下数控系统的【定位投入键】，定位投入指示灯点亮，然后按“【教导/定位】”键，

系统屏幕转至【自动教导】界面进入教导模式，如下图 

 

 

注：7PC 系统定位方

式有普通送料机右侧、普

通送料机左侧、自动上料

机右侧、自动上料机左侧

四种定位方式，按系统面

板 键可以选择

定位方式。系统默认为普

通送料机右侧，用户一般

不需要更改。 

 

   

 

（2） 装夹一张板料。按【前进】键将印板移动至模具上，以模具上的某个点作为参考

点，按【左移】【右移】键左右移动送料机，观察板料前边左右两端是否在同一参

考点，以此来确定板料与模具之间的平行；如果不是，紧靠【垂直定位块】把板

料调整后重新执行这一过程直到印板前边左右两端离模具参考点的距离相同。 

 

（3） 确定板料与模具平行之后（此时不能松开夹子） 

A、按定位控制盒上的【自动教导】键，送料机慢速右移直到【Z 轴原点传感器】亮

如下图，Z 轴定位原点和 C 轴原点前实心方框点亮，送料机进入教导定位位置。 

 

           

 

 

 

                    

 

 

 

 



 

 

B、按送料机的【前进】或【后退】按钮，移动印板处于 X 轴与 C 轴色标传感器都能

检测到范围之内，使用扳手调整 X 轴、C 轴和 Z 轴色标传感器支架的上下距离，使其

照射在板料上的光栅达到最细（如果板料面不平，需要外加压片以确保板料平整）。 

C、使用扳手调整 X 轴和 C 轴色标传感器支座的位置，使 X 轴色标传感器光栅都照射

在【水平左侧定位线】，C 轴色标传感器光栅照射在【水平右侧定位线】上，两个光

栅尽量照射在同一个水平位置，同时光栅应该照射在定位线的中间位置，以避免照射

在其他印刷线或者图案上。 

D、以上操作一般不能使 X 轴和 C 轴色标传感器与模具绝对平行，还需在工作中对 X

轴或 C 轴色标传感器进行微调，以达到最佳效果。 

（4） 松开夹具，操作者面对冲床，将印板右侧垂直边靠紧【垂直定位块】，然后将印板按

照： 

    X 轴色标传感器光栅，距离【水平左侧定位线】2~3mm 左右； 

C 轴色标传感器光栅，距离【水平右侧定位线】4~6mm 左右； 

         Z 轴色标传感器光栅，距离【垂直定位线】2~3mm 左右； 

          注：X、C、Z 色标传感器的光栅都是照射在定位线里面。 

印板位置摆放正确之后，使夹具夹紧印板；如果夹具位置不合适，可以按【前进】或【后

退】键，将夹具移动至合适的位置再夹紧。印板夹紧后再次按下定位控制盒的【自动教导】

键，送料机移动印板依次对 X 轴、C 轴和 Z 轴色标传感器开始进行教导，如教导成功定位控

制盒面板上方的 X、C、Z 轴 LED 指示灯长亮，系统屏幕 X、C、Z 轴坐标前显示实心方块，

如下图 4a，用户可直接执行第（6）步操作。 

（5）如定位控制盒面板上方的 X、C、Z 轴 LED 指示灯频闪，X、C、Z 中某个轴坐标前未显

示实心方块，说明该轴教导不成功，如下图 2。此时按定位控制盒上的【C 轴回零】键，先

使送料机回到夹板位置，然后再按定位控制盒上的【自动教导】键，送料机移动至教导位置，

用户需要检查色标传感器光栅与定位线的距离是否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同时检查印板是否翘

边，造成传感器光栅变粗，致使教导定位不成功。按照上述第（4）步重新调整印板的位置

并教导。 

 

a.自动教导成功界面                       b.自动教导错误界面 

 

（6）教导成功之后，按定位控制盒上的【C 轴回零】键，送料机返回到夹板位置，并将【水

平向定位块】紧靠印板固定，印板的夹板位置确定。即通过两个【水平向定位块】和【垂直

向定位块】来确定印板的装夹位置。  

 



注：A.每一批次的板料只需教导一次，用来记忆板料的颜色和确定装夹印板的位置。 

                        三、确定首孔位置 

 

自动定位送料机在生产过程中，需先进行自动定位，然后再进行送料工作,所以送料机

在自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送料起点在【定位位置】。由于 X、C、Z 轴色标传感器是某个固

定的位置，一般情况下印板在定位成功之后的首个冲孔位与模具的位置不能完全重合，所以

需要编辑程序，使印板首孔从【定位位置】移动到模具上，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板送料机在【夹板位置】，夹装一张印，按【教导/定位】键将数控系统置于【手动

定位】界面。 

  

手动定位界面                               手动定位成功界面 

 

（2） 按下定位控制盒上的【自动教导】键，送料机将调整印板进行定位工作。如手动定

位成功，控制盒面板上方的 X、C、Z 轴 LED 指示灯长亮，系统屏幕 X、C、Z 轴坐标前显示

实心方块。 

 

（3） 按【前进】、【左移】或【右移】键将印板首孔移动至模具上，此时将屏幕下方【首

孔位置】的 X、Z 轴的坐标值记录下来。 

 

（4） 按定位控制盒【C 轴回零】或系统面板【返回起点】键，使送料机回到【装夹位置】。 

 

（5） 按系统面板的【编辑】键，进入【程序编辑】界面。将记录下来的 X、Z 坐标值写入

到程序的 G0 指令当中，假设记录的坐标数为 X：—56.78，Z：—12.34 

编辑程序的指令为： 

                 N00…  G0   U—56.78   W—12.34 

X 轴坐标值为程序中 U 的数值，Z 轴坐标值为程序中 W 的数值。 

 

 

 

 

 

 

 



四、编辑程序 

 

  7PC 系统使用自动定位功能，需要在【编辑程序】界面加入 G9（调用自动定位指令）。

不使用自动定位功能时，只需要把【编辑程序】界面中的 G9 指令删除并保存，【定位

投入】指示灯熄灭，即可关闭自动定位功能。 

7PC 系统在系统参数设置完成后，会在【编辑程序】界面自动生成包含 G9 指令的程

序段，程序结构如下： 

 

         N0010  M03                        夹具夹紧 

         N0020  G04   F0.3                  延时 0.3 秒 

         N0030  G9                          调用自动定位功能 

             N0040  G0   U-56.78    W-12.34      印板首孔至模具，用户需要将【手

动定位】界面的 X、Z 的数值写入。 

 

N0050  G8                          运行系统参数进行送料工作  

         N0060  M05                         夹具松开 

         N0070  G04   F0.3                   延时 0.3 秒     

         N0080  M30                         程序结束   

用户在程序修改完成之后，按系统面板的【保存程序】键保存程序。 

                

五、调整 

1． 首孔位置及印板平行调整 

（1）程序编辑完成之后，将系统转入【自动运行】界面。 

（2）在【夹板位置】装夹一张印板，将印板第一行的第一个孔和第一行的最后一个空

冲掉，观察第一个孔和最后一个孔的水平方向有无偏差，如果两个孔水平方向没有偏差

说明 X 轴与 C 轴传感器的位置合适不需要调整。如果两个孔水平有误差就需要对 X 轴

或者 C 轴的位置进行调整。 

（3）如需调整，按定位控制盒上的【C 轴回零】键，将送料机返回至【定位位置】。根

据实际印板的误差和方向，以色标传感器光栅照射在定位线的位置为参考，调整 X 轴或

者 C 轴两个色标传感器中任意一个的位置，不建议同时对两个传感器的位置进行调整。 

（4）调整完成之后，按定位控制盒上的【C 轴回零】键，使送料机回到【夹板位置】。

然后操作送料机冲掉印板第一排的第二个孔和倒数第二个孔，观察水平方向有无偏差，

如果有偏差按照上述第（3）步继续操作，直至调整至合适的水平位置。 

（5）如果首孔位置有偏差，观察实际印板的冲孔偏差，在【编辑程序】界面，修改 

            G0   U-xxxx   W-xxxx 的坐标数值。 

 

2. 夹具咬口位置的调整 

在生产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两个夹具相对于印板的咬口尺寸不同，这时我们可以转入

【自动教导】或【手动定位】界面，然后按定位控制盒上的【C+】或【C--】键，调整

C 轴夹具与左侧夹具咬口相同，再调整 C 轴原点接近开关或感应铁片至接近开关点亮

即可。 

 

 

 



六、常见故障 

常见故障 故障原因 解决办法 

教导不成功 1.印板装夹位置不合适 

2．定位主板故障 

3.定位控制线接触不良或断线 

4．色标传感器故障 

5．印板翘边 

1.调整印板位置 

2.更换定位主板 

3.检测定位控制线连接或更换 

4.更换色标传感器 

5.按照印板压片，压实印板 

自动运行时送料机

不工作 

1.印板装夹位置不合适或印板

未夹牢。 

2.定位主板故障。 

3.定位控制线接触不良或断线 

4．色标传感器故障 

5.印板翘边 

6.送料机启动键故障 

1.调整印板位置并夹牢 

 

2.更换定位主板 

3.检测定位控制线连接或更换 

4.更换色标传感器 

5.按照印板压片，压实印板 

6.检修送料机 

C 轴前后都不动作 1.C 轴电机断线或接线错误 

2.C 轴驱动器故障 

3.驱动器电源故障 

4.C 轴夹具机械故障 

5.C 轴夹具电机损坏 

6.未进入自动教导或手动定位

界面操作 

1.检修或更换 C 轴电机线 

2.更换 C 轴驱动器 

3.更换驱动器电源 

4.检修或更换 C 轴夹具 

5.更换 C 轴夹具电机 

6.转入自动教导或手动定位界面再

进行操作 

C 轴向前动作向后

不动作 

1.C 轴原点接近开关故障 

2.C+移动脉冲量超范围 

1.更换 C 轴原点接近开关 

2．按定位控制盒的【C 轴回零】键 

C 轴夹具向后移动

超范围 

1.C 轴原点接近开关断线或故

障 

2. 定位控制线接触不良或断

线 

3.C 原点接近开关感应片位置

不合适 

1．检测 C 轴接近开关至定位控制

盒连线，或更换接近开关。 

2. 检测定位控制线连接或更换 

 

3．调整接近开关或感应片的位置 

屏幕显示“C 轴原

点报警” 

1.C 轴向前太多，开机未返回

原点 

2.C 轴原点接近开关断线或故

障 

3.C 轴夹具机械故障 

1. 按定位控制盒的【C 轴回零】键 

 

2．检测 C 轴接近开关至定位控制

盒连线，或更换接近开关。 

3.检修 C 轴夹具 

自动教导或自动生

产中，送料机向右

移动超范围 

1.Z 轴原点接近开关断线或损

坏 

2. 定位控制线接触不良或断

线 

3.定位主板故障 

 

1.检修或更换 Z 轴原点接近开关 

 

2．.检测定位控制线连接或更换 

 

3.更换或维修定位主板 

自动教导或自动生

产中，送料机不进

入教导定位位置 

1.Z 轴原点接近开关损坏 

2.送料机夹板位置已经在教导

定位位置 

1.更换 Z 轴原点接近开关 

2．将送料机从教导定位位置移开，

在进行自动教导和定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