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2000PLC 在平面口罩机上的应用

1.概述

常见的口罩从外形上可以分为平面口罩和立体口罩。常用的一次性医用口罩

就术语平面口罩。立体口罩多用于日常防护常见的有 KN95 型的 N95 型的等。

平面口罩机系列还可以根据耳带的焊接方式的不同分为：内耳带口罩机，外

耳带口罩机。根据耳带的使用方式可以分为绑带式口罩与挂耳式口罩机。平面口

罩机都可以使用相同的本体机。下图为口罩机本体机外形图。本次应用为

NA2000PLC 在外耳带口罩机上的应用。

2.系统组成

平面口罩机根据耳带机（焊耳机）与本体机的数量可以分为一拖一、一拖二

和一拖多型机型。一拖一表示由一台本体机和一台焊耳机组成，生产速度较低。

一拖二由一台本体机一台分片机和两台焊耳机组成，生产速度较快。一拖多由由

一台本体机一台分片机和多台焊耳机组成，生产速度最快。本次应用 NA2000PLC

为一拖二口罩上的应用。



 本体机

本体机是负责把 1~4 层 PP 纺粘无纺布活性炭以及过滤材料制作成口罩本体

的机械，由料架，压制焊接印字，切片等部分组成。

 分片机

分片机是负责把本体机生产好的口罩分配到不同的焊耳机的机械。在一拖二

和一拖多设备上使用。

 耳带机

耳带机是给口罩焊接耳带的机械，在口罩机系统总最为复杂。焊耳机一般由

超声波焊接部分，耳带输送与裁剪部分，主输料以及成品封装部分组成。

3.电气控制

本次应用的口罩机由本体机、分片机和耳带机组成。每套机械配套一个电气

控制柜，控制柜中配备低压

电器，伺服，调试器，超声

波焊接设备，PLC 以及触摸屏

组成。

触摸屏放在操作台上方

便进行操作以及查询修改数

据。耳带机与分片机均有故

障信号传送给前级，如果遇

到故障可以与前级设备联动

防止堆料的发生。

右图为分片机电气柜

图。

3.1 PLC 设备清单



本体机 PLC 配置

序号 名称 型号 说明

1
NA2000 系列基本型

CPU
CPU2001-2401

16 点 DI，8 点晶体管 DO(漏型 NPN),DC24V 供电，2

路高速输出，2路高速计数，2 个以太网接口，2 个

RS485 串口

2 NA2000 系列触摸屏 NA2070-21

7"TFT 液晶显示，真彩 26 万色（LED 背光），16：9

分辨率（800×480），A8处理器600M主频，128MFLASH，

2 个串口（RS232 或 RS422 或 RS485），1 个网络接

口

分片机 PLC 配置

序号 名称 型号 说明

1
NA2000 系列基本型

CPU
CPU2001-2401

16 点 DI，8 点晶体管 DO(漏型 NPN),DC24V 供电，2

路高速输出，2路高速计数，2 个以太网接口，2 个

RS485 串口

2 NA2000 系列触摸屏 NA2070-21

7"TFT 液晶显示，真彩 26 万色（LED 背光），16：9

分辨率（800×480），A8处理器600M主频，128MFLASH，

2 个串口（RS232 或 RS422 或 RS485），1 个网络接

口

耳带机 PLC 配置

序号 名称 型号 说明

1
NA2000 系列基本型

CPU
CPU2001-2401

16 点 DI，8 点晶体管 DO(漏型 NPN),DC24V 供电，2

路高速输出，2路高速计数，2 个以太网接口，2 个

RS485 串口

2
NA2000 系列数字量

输入模块
DIM2001-0801 数字量 DC 输入模块，8 点输入 24VDC

3
NA2000 系列数字量

输入模块
DIM2001-1601 数字量 DC 输入模块，16 点输入 24VDC

4
NA2000 系列数字量

输出模块
DOM2001-0801

数字量 DC 输出模块，8 点输出 24VDC 晶体管(漏型

NPN))

5
NA2000 系列数字量

输出模块
DOM2001-1601

数字量 DC 输出模块，16 点输出 24VDC 晶体管(漏型

NPN))

6 NA2000 系列触摸屏 NA2070-21

7"TFT 液晶显示，真彩 26 万色（LED 背光），16：9

分辨率（800×480），A8处理器600M主频，128MFLASH，

2 个串口（RS232 或 RS422 或 RS485），1 个网络接

口

3.2 电气柜图纸



下图为耳带机的控制图纸（部分）

下图为耳带机的控制 PLC 图纸（部分）

3.3 平面控制机工作流程



原材料架存放口罩生产的无纺布活过滤材料等。料架上装有光电感应开关可

以对有无料进行检测。本体机电气柜负责有无料的检测。本体机设有超声波焊机

设备负责焊机多层材料。本体机负责材料的翻折焊机和切割等。生产完成的口罩

由输送带送到下级。

分片机负责把口罩分成两条生产线，一般由长线和短线构成。长短线分别对

应一套耳带机，长短线可以同时工作也可以分机工作方便设备检修维护。当分片

机检测到有口罩到来时，根据功能选择把口罩传送到不同的耳带机上。

耳带机负责把传送来的口罩进行焊耳并进行计数包装等，耳带机的设备 IO

点较多，需要控制伺服驱动器，大量的气缸和推杆等，同时还要控制拉耳绳，耳

绳裁剪，尾料包装等电机和设备，因此耳带机最为复杂。耳带机的运行速度也较

低因此一般配套两个耳带机分为长线和短线，这样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原材料料架

本体机

分片机

耳带机 耳带机

包装成品 包装成品



4.程序设计

4.1 NA2000PLC 介绍

NA2000PLC 是南大傲拓基于多年 PLC 研发经验的基础上开发的对现有 PLC 性

能全面提升的系列产品。产品采用嵌入式低功耗处理器，处理速度快，内存大，

通信接口丰富。 NA2000PLC 基于集成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开发思路，面向于

物联网终端控制单元以及自动化终端机械设备控制单元的核心应用。全系列 CPU

单元采用双网口设计，内部集成无线通讯单元，集合丰富的扩展模块能为不同工

业领域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可广泛应用于冶金、建材、轻工、交通、电力、

石化、汽车、矿井、水处理、食品加工等多种行业。

产品特点：

 CPU、I/O 信号、通讯网络、电源之间均采用隔离保护措施。

 采用微型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支持多任务分配，合理地使用 CPU 资源。

 开放式网络，100M 以太网，支持 MODBUS/TCP 协议。

 多串口通讯，支持 MODBUS 及自定义协议。

 支持总线型以太网级联方式。

 支持多种无线通讯方式（ZigBee,GPRS,4G, LoRa），可以实现 PLC 和远程数据中心

的无线数据传输，可以实现 PLC 与 PLC 的无线数据传输，也可以实现 PLC 和无线终

端设备的无线数据传输。

 支持多种 BD 板功能选择，提升性价比。

 支持组态 TFT 屏显示（配选）。

 支持远程下载调试。

 支持 SD 卡数据存储。

 扩展模块采用超薄型结构设计，适合空间体积小的场合使用。

 支持高速脉冲输出，高速计数输入，IO 中断。

 具备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支持任意两轴直线、圆弧插补，适用于自动化设备的运

动控制。

4.2 PLC 程序与画面

PLC 程序分为本体机分片机和耳带机。编程使用 NAPro6.06 编程软件。多个

程序可以分类管理如下图。三个设备的程序放在同一个工程进行管理。

http://www.baidu.com/link?url=jef3b_PVkmVIYZW5qS8IzFdwpNSpl2CkhkuaN2fnpq9YvA5SBcE_aIUhmOtHPZ6MUZ4w2gsGVoKNB0ZK6hxdj8I-hCahKJsKGXLrrWcgUd0-vr2npiU69-gIZDY7tg3911S-xtlYXijQqDiDxo1wa3iRUcXFCr3N4jxNkXNfU7pWyIyRuFmoY0_lyh7tdJE8


4.2.1 本体机 PLC 程序

本体机 PLC 采集 1到 4个原材布料感应并对生产线速度进行控制，同时控制

超声波加热焊接装置。PLC 能采集后级工作状况及时进行报警等处理。主要控制

设备为超声波焊机、电机运行、电机运行速度以及下级联锁信号和指示灯等。



4.2.2 本体机触摸屏画面

4.2.3 分片机程序

分片机主要控制设备长线短线的的运行和运行速度，单边和双边的选择功能

功能。分选机构的运动控制，来料的感应采集，长短线来料采集工作以及后级的

连锁控制功能。

分片机程序采用结构化编程，实现分片机的各个功能。分片机可以对功能进

行选择，可以选择短边工作，长边工作，长短边都工作等。并且可以进行手动调

试。分片机才用多个子程序，每个子程序实现各自的独立功能。例如 A3 实现长

短边工作，A2 实现长边工作，A1 实现短边工作。



4.2.4 分片机触摸屏画面

主操作画面

主要实现设备启停和复位。可以对生产数量进行计数。

故障查询画面

实现对历史故障的查询。



4.2.5 耳带机程序

耳带机采集来料信号，控制伺服精准移动一个口罩的距离，通过气缸控制超

声波加热焊接耳带。主要控制设备伺服电机、普通电机、气缸等。

耳带机也采用结构化编程，可以对不同的功能块进行单独的编写和调试。

下图中 SD 程序负责手动控制各个 PLC 动作，IN 程序负责所有输入点的信号采集

处理，AUTO 程序实现自动控制。ST 结构文本负责复杂数学运算功能。



自动控制子程序

参数设定子程序

参数设定子程序通过 ST 脚本语言设定参数的初始值，直观方便。本子程序

是设置伺服运动相关的参数。耳带机运行速度也在这里进行设定。

4.2.6 耳带机触摸屏画面

主画面实现耳带机的启动停止复位等操作，也可以实现产量设定与计数等功

能。



参数设置画面实现参数设置。

4.2.7 程序调试注意点

 首先检测接线图。检查 PLC 接线与设备传感器的连接是否正常。接线是否正

确，防止短路和电压接错问题。



 对 PLC 的控制参数进行设置输入基本控制参数。

 检查完成后上电，进入 IO 检测画面，检查每个 IO 输入是否正常。

 输入检查完成后，进入手动操作画面，对每个输出进行操作，检查接线是否

正确，动作是否正常，反馈信号能否正常反馈。这步是调整机械结构与电气

动作的重要步骤，在手动动作没有调整到位前不能进行下一步骤。

 进行保护参数调整，对各个气缸等动作设备的参数进行调整使其工作在稳定

状态。

 进行伺服参数调试，调整对转速和移动距离进行精确调整。设定好单个口罩

运行距离和速度。

 调整完毕后，进行联调测试对各个步骤进行整体动作测试使用口罩进行测

试。

 单个机械设备调试完成后进行整体调试。首先启动耳带机然后是分片机最后

启动本体机。

5.总结

本次 NA2000PLC 在平面口罩机上的应用取的了良好的预期效果。PLC 控制稳

定，7寸触摸屏可以美观的显示机械设备的个种运行状况，同时也能进行各种操

作。PLC 与触摸屏连接采用网线连接，抗干扰能力强通信速度快。7寸触摸屏大

方美观可以显示更多数据方便进行使用和调试。本次平面口罩机的应用中，本体

机和分片机各使用一套 CPU2001-2401，每个耳带机使用一个 CPU2001-2401 两个

DIM2001-1601 和两个 DOM2001-1601 组成。耳带机 PLC+扩展模块的整体尺寸为

23*9*10cm（长*宽*深），尺寸比同类 PLC 小巧不少方便电气柜的布置。本次应

用的平面口罩生产速度约为 100 个每分钟使用单边生产速度为 50 个每分钟。

NA2000PLC 在使用中稳定可靠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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