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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PLC即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它主要借助于自身携带可以编程的存储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
制、定时、计数以及算术操作等指令,这项技术在数控机床的运行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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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LC Mechatronics Technology in CNC Machine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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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Tianhuang Technology Industrial Co., Ltd.
[Abstract] PLC can program logic controllers. It mainly uses its own programmable memory to execute logic
operations, sequence control, timing, counting, and arithmetic operations. This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peration of CNC machine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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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机床主要包括五个核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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