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折弯机常见故障处理方法及保养

分类 故障现象 处理方法

参数调整

折弯角度两边有误差

1. 自动工步中“校正ð1” “校正ð2”分别是校正 Y1Y2 两边角度的，矫正公式为：校正角度=实际角度-系统输入

角度；

2. 如果两边角度相差特别大，先在手动页面，选好指定模具后，角度先校正 1°，观察 Y 轴的数值变化了多少毫

米，记录此值，然后进入机床参数—Y轴参数—Y1 参考点/Y2 参考点，校正调整方法：角度大了，参考点数值

减小，角度小了，参考点数值增加，加减的值=需要校正的度数 X 之前记录的 Y 轴变化值。

3. 例如：试折一块 2500mm 长板，Y1 角度为 90 度，Y2 角度为 98 度，需要将“校正ð2”的值改为-8；校正参考点

如下：手动页面将现有模具选择好，角度校正 1°，观察 Y轴值变化了 0.07 毫米，进入机床参数—Y轴参数

—Y2 参考点，将 Y2 参考点的数值减小 0.07x8=0.56mm。

X 轴寻参后尺寸有较大变化，关机重启

后又有变化

1. 这是 X 轴参考点零脉冲未准确找到，处理方法如下调整 X 轴参考点感应片，用 2mm 板检查感应片与参考点是否

垂直，然后将感应片，往前调整一下，或者往后调整一下（黑色箭头方向），空间有限，稍微动一下即可，只

要不在原来的位置就行，然后反复找参，确认尺寸不在变化后，进入机床参数—辅助轴—X 轴参数中，校正参

考点位置，尺寸偏大多少，X 轴参考点增大多少，尺寸偏小多少，减小多少。



参数调整

伺服轴常见报警（安川驱动）

1. A.710,A.720,A.910 均为过载报警，清理 X 轴丝杠上的油脂，重新上电两次。（注意只能加 2号润滑脂）

2. A.7AB 伺服单元内置风扇坏，通知售后服务更换驱动

3. A.C90 编码器通讯故障，检查电机到驱动的编码器线缆是否松动，机床断电重新拔插插头。如果问题依然解决

不了，联系售后服务人员

4. 驱动器上只有一个红点在闪烁，驱动器坏，更换驱动器

伺服轴常见报警（ESTUN 驱动）

1. A.04 过载报警，清理 X轴丝杠上的油脂，重新上电一次。（注意只能加 2号润滑脂）

2. A.12 过流，重新上电，故障依然更换驱动器

3. A.13 过压，检查总进线电压 380V 是否不稳定，电压浮动+10%,-5%

4. A.14 欠压，检查总进线电压 380V 是否不稳定，电压浮动+10%,-5%

5. A.10 编码器通讯故障，检查电机到驱动的编码器线缆是否松动，机床断电重新拔插插头。如果问题依然解决

不了，联系售后服务人员

伺服轴常见报警（台达驱动）

1. AL002 过压，检查总进线电压 380V 是否不稳定，电压浮动+10%,-5%

2. AL003 欠压，检查总进线电压 380V 是否不稳定，电压浮动+10%,-5%

3. AL006 过载，清理 X 轴丝杠上的油脂，重新上电一次。（注意只能加 2号润滑脂）

PM 主伺服

5. A.04 过载报警，清理 X轴丝杠上的油脂，重新上电一次。（注意只能加 2号润滑脂）

6. A.12 过流，重新上电，故障依然更换驱动器

7. A.13 过压，检查总进线电压 380V 是否不稳定，电压浮动+10%,-5%

8. A.14 欠压，检查总进线电压 380V 是否不稳定，电压浮动+10%,-5%

A.10 编码器通讯故障，检查电机到驱动的编码器线缆是否松动，机床断电重新拔插插头。如果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联系售后服务人员



分类 故障现象 处理方法

快 下 动

作异常

1、 明显感觉快下速度变慢时，调整比

例增值，加大此参数；

2、 快下时到达速度转换点（快转慢的

点）比较慢，加大速度前馈制动值和速

度前馈增益，反之减小；

3、快下两边误差较大时，可检查两边导

轨是否松紧，适当调节，同时加大平

行度增益；



分类 故障现象 处理方法

工 进 动

作异常

1、工进抖动时减小比例增益的值；

2、工进不到位检查折弯角度值，角度

不到编程值时，判断压力不足，增加

压力值；

3、角度小于编程值说明吓死点位置过

深，通过校正角度或者增大参考点

值；

4、工进时间长，增加速度前馈制动值，

增加速度前馈增益



分类 故障现象 处理方法

快 下 动

作异常

1、回程速度慢，适当增加比例增益，机

床回程不可有抖动现象，也可适当增加

压力值；

2、回程到达上死点卡顿，出现二次回程

时，UDP 位置撤出这个参数可适当增大，

例如改成-7mm；

3、回程过程过冲，到达上死点有撞击声，

可适当减小速度前馈增益、比例增益，

适当减小 UDP 位置撤出这个参数，例如

参考值-3.5mm；

4、回程两边不同步时，增加比例增益值，

减小跟随误差范围。



分类 故障现象 处理方法

油泵无法启

动

1、主电机启动电路故障，如：未释放

急停按钮、电缆接线松动、24V 控制

电源等；

1、检查主电机启动电路是否有急停未释放、接线松动，24V 控制电源；

2、主电机启动部分的相关元器件故

障，如：急停开关、热继电器、断路

器、交流接触器等过载保护或已损坏；

2、检查主电机启动电路部分的元器件是否有过载保护，查看热继电器 FR1 红色蓝色按钮，按复位键；检查断路 QF1

器是否跳掉,检查继电器 KA0 是否得电，不得电说明线路不通，考虑继电器故障或者急停开关故障；

3、主电源问题 3、测量机床三相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系统屏幕问

题

53T 系统触摸不灵敏
1. 停止油泵，点击屏幕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考虑为主回路带来的电磁干扰，请检查进线接地和机床接地

2. 停止油泵，点击屏幕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考虑为屏幕故障，联系售后及时诊断

52S 系统屏幕显示不正常

1. 系统出现白屏、蓝屏、花屏时考虑屏幕硬件故障，联系售后更换屏幕

2. 屏幕突然黑屏，检查脚踏线缆、其它线缆是否出现短路现象，观察开关电源指示灯，灯灭或者闪烁为线路短路，

检查脚踏接线

T-3500/DA66TE 系统

1. 开机时屏幕不可有任何遮挡，屏幕自检通不过会出现触摸不灵敏现象

2. 检查屏幕边框是否太脏，注意定期保养

3. 屏幕保护膜是否起翘，膜的表面是否存在气泡或者割伤，将膜撕下继续观察

4. 屏幕校正，点击机床----维修记录------校准触摸屏，完成 5点校正过程观察

5. 以上四点均已处理无果联系售后诊断

DA66TX/DA69TX
1. 停止油泵，点击屏幕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考虑为主回路带来的电磁干扰，请检查进线接地和机床接地

2. 停止油泵，点击屏幕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考虑为屏幕故障，联系售后及时诊断



分类 故障现象 处理方法

T3500/66T

错误报警

系统出现此报警，是因为最新编辑的模具或者程序有错误，系统需要初始化，步骤如下：机床

断电，按住停止键不送，机床上电，5秒后松开，出现如下界面

点击 clear non-volatile data 按键进行清除，然后在点击 Reboot 按钮重启，系统重启后，手动删除操作人员最新编辑的项目（程序或者模具）。



机床

保养

润滑点 名称 油量大小 加油间隙时间 润滑油种类及牌号

1 左右丝杠 中 40 小时 2号钙基润滑脂

2 左右导轨 中 40 小时 2号钙基润滑脂

3 横梁导轨 中 40 小时 2号钙基润滑脂

4 滑块左右 中 40 小时 2号钙基润滑脂

良好的润滑是保障机床正常运转和延长使用寿命的重要条件，本机床采用周（或每隔 40 工作小时）润滑，选用 2号钙基润滑脂，用黄油

枪注入到各润滑点，对外露的零部件滑动表面，滚动轴承等即使没有设润滑点，每周也应润滑一次，各润滑点位置及名称。



周检

 导轨:润滑

 后挡料:检查同步带张紧程度

检查平行度

检查传动部件

模具: 检查清洁及损坏程度

液压系统的维

必须每季度检查油位, 当滑块处于上死点位置时,通过观察液位液温剂的刻度线可以看到油位情况,如果需要, 通过油箱加油

口的空气滤清器加注液压油。

滑块处于上死点位置时，油位必须达到液位液温剂的上刻线（从油箱后侧可以看到）。

在工作 200 小时后,过滤器滤芯必须作清洗处理,以后每隔 6个月或 1000 个工作小时,检查一次。

油箱内的油温在 10℃～60℃范围内工作，如超出此范围应采取升温或降温措施。

后挡料各个轴的参考点位置必须每星期检测一次，若有偏差在数控系统上补偿。

 基础检测

 所有螺丝连接检测

 导轨检测

 传感器信号传输检测

 滑块紧固性检测

 后挡料传动检测

 后挡料紧固性检测

 模具调节性检测

 板料折弯测试检测



更 换 油

料滤心

1.液压油必须每 2年或 4000 个工作小时后更换一次,首次应在机床运行 2000 工作小时后。

2.移动滑块至上死点，并用等高木块将滑块两端支撑好。

3. 旋下油箱底部放油口上的螺塞，排泄液压油。清洗油箱。

4. 通过加油口的空气过滤器重新注入新的液压油至油标 2/3 位置，并使滑块停在上死点位置上。

5. 在重新起动机床工作前，使液压油循环大约 1小时

循环之后，重新插入一只 10um 的滤芯

液 压 油

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