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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C 的控制平台应用于深孔钻床

提升设备性能，降低系统成本
枪钻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例如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等行业领域 － 基本上，任何有精密孔加工要求的应
用场合都会用到此项技术。Kays 工程公司是一家高精度深孔钻系统供应商。为了满足其客户群的高精度要求和不同的钻孔
需求，该公司采用 Beckhoff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对其钻床进行了自动化改造。Kays 工程公司的 Dehoff 枪钻系统配备了 Beckhoff 基于 CX1010 嵌入式 PC 的控制系统。与原先使用的 PLC 控制系统相比，PC 控制系统节约了 50% 以上的成本。

Kays 工程公司的 Dehoff 枪钻系统配备了
Beckhoff 基于 CX1010 嵌入式 PC 的控制系
统。与原先使用的 PLC 控制系统相比，PC
控制系统节约了 50 % 以上的成本

KKays 工程公司位于美国密苏里州的马歇尔市，旗下拥有 2 大系列的深

必须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能够与每一个具体的应用最佳匹配。Kays 工

孔钻系统：Eldorado 系列用于钻四分之三英寸的孔，Dehoff 系列则用于

程公司的控制工程师 Brandon Snell 解释道：“Kays 公司的 Eldorado 系

钻 2 英寸的孔。Dehoff 系列用于控制冷却系统、夹具系统、自动化系

列是一种面向车间的标准机床，而 Dehoff 系列则是根据客户的具体要

统以及根据客户要求安装在机床控制系统内的许多其它可选部件。

求进行定制的钻床系列，能够满足更高层次的客户需求。通常，我们
的客户已经完成了待钻孔部件的设计和尺寸制定工作，形状、尺寸千

Dehoff 钻床与其它钻床的一个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它采用的是平地安

差万别。”Dehoff 枪钻系列配备有一些标准元件，比如伺服驱动器、

装方式，而不是直线导轨安装方式。这样可确保机床具有无与伦比的

电机和其它标准的运动控制部件，但机床却是完全根据具体的应用场

稳定性，最大限度地减少钻孔过程中产生的振动，这种振动会导致成

合而设计的。在过去，Kays 工程公司采用的是一台传统的 PLC 通过一

品出现很多质量问题。此外，Dehoff 钻床主轴转速范围非常大，因此

个模拟量接口来控制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VFD）。操作界面使用的

也具有极大的钻孔灵活性。

是一台单色、低分辨率显示器。早在 2006 年初，Kays 公司即开始寻找
新的控制方案，对来自 6 家供应商提出的解决方案进行了评估，以寻

借助 PC 控制技术提高灵活性

求一种灵活性更高的控制平台，从而满足各种客户定制需求，提供一

除了需要有极高的的精度之外，客户对深孔钻床最主要的要求还是它

个具有出色运算能力的硬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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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英寸 CP7829 控制面板，面板正前
方印有 DeHoff LOGO

基于嵌入式 PC 的紧凑、经济的控制平台

“EtherCAT 的使用大大改善了设备的性能，因为 EtherCAT 除了具有性

Snell 高兴地说道：“Beckhoff 的嵌入式 PC 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解决

能卓越的优点之外，还具有处理速度快、可靠性高等特点，采用标准

方案，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的要求。”Kays 工程公司为 Eldorado 系列钻

的 CAT 5 电缆布线，布线工作更加简单，从而可大大节约成本。我们

床选用的是 Beckhoff CX9010，而为更高性能的 Dehoff 钻床选用的则是

只需使用一种类型的布线方式，而不必担心因为 6 种不同的布线方式

CX1010。Beckhoff CX 系列控制器采用了 EtherCAT 系统作为高速工业以

带来的麻烦。”Snell 解释道。

太网通讯系统。同时，他还强调：“嵌入式 PC 另一个很大的优点就在
于它们采用了闪存进行引导和存储，而不是硬盘。我们评估了其它很

成本更低，性能更高

多运动控制方案，它们的成本都比基于 PC 的控制方案高。简单、经济

“总的来说，新的 Eldorado 和 Dehoff 系列控制系统比原先的系统更加

性是我们决定选用 Beckhoff 基于 PC 的控制解决方案的主要因素。”

经济。除了性能更高之外，由于使用了更高效的伺服驱动器，能耗显
著降低。现在，我们使用 Beckhoff 的一种结构更紧凑型的电机来控制

Kays 公司选用 Beckhoff 的 6.5 英寸全彩色控制面板 CP7829 替换了原先

枪钻的轴滑块，这种结构精巧的电机能够生成原先系统中外形庞大的

的显示器，面板正前方印有 Dehoff 和 Eldorado LOGO。CP7829 配备有大

电机才能生成的相同扭矩。”Snell 继续说道。

量的功能键和一个数字键盘，因此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面板通过 DVI/
USB 接口连接到 CX 系列嵌入式 PC。与传统的标准型 IP20 触摸屏相比，

这种自动化改造极大地提高了设备的灵活性和生产效率，但并没有给

这种控制面板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和空间。

Kays 工程公司带来成本上的增加。Snell 高兴地说道：“我们欣喜地看
到，Dehoff 系列钻床的成本优化效果显著 — Beckhoff 基于 CX1010 的控

优化编程

制系统与过去传统的 PLC 控制系统相比，其成本降低了 50％ 以上。采

嵌入式 PC 采用 TwinCAT 软件集成了运动控制功能。“TwinCAT 具有内置

用了 CX9010 的 Eldorado 系统与过去的低性能系统相比，成本也节省了

的运动控制库，可以节省大量的编程时间 — 我们能够方便地访问我们

10％ 以上。每一天我们都花更少的钱，获得更高的性能。”

需要的标准代码块。”Snell 如是说。
Kays 工程公司的成本降低不仅仅局限于硬件的花费，通过采用 EtherCAT
“由于 TwinCAT 支持结构化文本，这大大简化了我们的编程工作。我

和标准的以太网线，控制柜的布线时间也减少了整整 2 个工作日。

们仍能够使用梯形逻辑图，但又不再局限于仅仅使用梯形逻辑图编
程，还可以使用所有的 IEC 61131-3 编程语言进行编程。

全新的 Eldorado 和 Dehoff 机床获得了客户的积极响应，这大大鼓舞了
Kays 工程公司。“这些经过重新设计的机床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后，

Kays 工程公司开发的系统包括一个“钻削参数计算器”，最终用户能

至少 90％ 的 Eldorado 和 Dehoff 系列机床都将完全配备 Beckhoff 基于 PC

够使用该计算器方便地输入待钻削材料的数据以及所需的孔径数据，

的控制系统以及 EtherCAT。”Snell 如是说。

系统自动生成适用于待钻削材料的进给速度和主轴转速。
当然，Kays 工程公司还并没有完全实现他们基于 PC 的控制系统的革新
使用 EtherCAT 实现超高速控制

目标。当他们决定添加更多的运动轴，进一步提高深孔钻系统的性能

驱动系统采用的是带有 EtherCAT 接口的 AX2000 伺服驱动器。“我们选

时，他们看到：Beckhoff 的 CX1020 和 CX1030 嵌入式 PC 可以提供更多

用 EtherCAT 的最大原因在于：采用此项技术之后，我们的机床就能够

的性能提升选项和更大的性能提升空间。“我们能够将系统升级为下

具备即插即用性能。”在过去，若要控制 Eldorado 和 Dehoff 机床上的

一代 CX 系列控制系统。每一台新型机床中的大部分现有的编程和控

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需要一个 4-20mA 的电流回路以及大量的布线工

制系统设计都将保持不变。现在，我们已经对机床设计进行了优化，

作。这种方式可靠性低，达不到 Kays 工程公司的预期目标，特别是考

提高了设备的灵活性，并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

虑到需要长距离布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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