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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杯磨抛解决方案
保温杯抛光机 主要应 用于 保温杯加工的后端工 序，使 用砂轮或 纤维轮对已经 成型的杯 身进行抛光
处 理 ，降 低 表面粗糙 度 、完成平 整 且具有金属光亮感的杯身加工 ，提升杯身造 型 美感的同时 利于
后续镀金 、刻纹 、拉丝等进阶工艺 。
台达保温杯抛光解决方案采用开放式 PC-Based 运动控制平台，搭配触摸式工业 PC，以美观简洁 、
便 捷的操作界面提高编程 、控制效 能 。方案 提 供 手动工单编辑教导 、同时也整合行业 CAD / CAM
方案 ，可实现灵活高效的研磨路径规划 ；双通道控制器的加入 ，可于单台设备轻松安排两个工序的
加工 ，兼具效率与精度 。

系统架构
触摸式工业 PC

运动控制軸卡

砂轮变频器

交流伺服驱动器

远程 I/O 模块

ASDA-B3-E

R1-EC

方案特色
• 采用 15 寸液晶触摸式工业 PC 为主控 ，支持双通道控制
• PC-Based 简易扁平交互设计，减少画面切换 ，核心操作一键直达
• 整合手动调试功能专用画面
• 灵活的工单管理与调用，支援手轮模拟 、单步操作
• 支援 DXF 图档导入后的路径直接规划
• 旋转轴提供杯缝定位与原点回归，检测过程无需加装检测传感器
• 预读加工路径进行进给率规划减少降速 ，转角速度动态计算保证平顺
• I/O 显示与强制取反输出操作

控制系统规格
运动控制軸卡

型号

DAM020C-EPC-A

串行控制接口

RJ-45

行业方案

提供行业方案 LEVEL 1 支持

通讯主从模块

最多连接 64 个模组

运动控制能力

最多同时控制 32 轴

I/O 点数

8-CH IN ( 隔离式，SINK / SOURCE 型 )
4-CH OUT ( 隔离式，SINK 型 )

运动控制方式

软数值控制

型号

ASDA-B3

功率 / 相数
(220 Vac)

0.1 – 1.5 kW 单相 / 三相
2 kW、3 kW 三相

解析度

24-bit 绝对式编码器

响应频宽

3.1 kHz 速度响应频宽

型号

ECM-B3

额定转速 (r/min)

3,000 低惯量
2,000 中惯量

最高转速 (r/min)

6,000 低惯量
3,000 中惯量

功率

0.1 – 0.75 kW 低惯量
1 – 3 kW 中惯量

伺服驱动器规格
交流伺服驱动器

伺服电机规格
交流伺服电机

工单示教

行业软件之核心功能
• 提供手动补偿设定
• 弹性的工单示教编辑 ，支援路径 I/O 插入 、屏蔽 、再编辑
• DXF 导入后杯身及磨轮以 3D 方式呈现 ，直接观看加工成品样式
• 抛光路径 3D 模拟展示 ，提前预判加工
• 提供整段加工 / 区段抛光 / 阶梯抛光等多种工艺选择

G-code

• 自动后台生成 NC 码，直接驱动控制器执行

CAD / CAM

保温杯抛光行业方案画面
工件建模与特征拾取

路径编辑与 3D 模拟

区段研磨设定

后台 NC 档案输出

保温杯抛光行业方案画面
系统主画面

手动调试画面

IO 监控与操作画面

工单示教画面

行业 CAD / CAM 画面

高级参数设定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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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密网络 专业服务
中达电通已建立了 71 个分支机构及服务网点，并塑建训练有素的专业团队，提供客户最满意的服务，公司技术人员
能在 2 小时内回应您的问题，并在 48 小时内提供所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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