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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过程控制泛指石油、化工、电力、冶金、核能等工
业生产中连续的或按一定周期程序进行的生产过程自动
控制，其被控量通常为压力、液位、流量、温度、PH值
等过程变量，是自动化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用：在现代工业生产过程自动化中，过程控制技
术可实现各种最优的技术经济指标、提高经济效益和劳动
生产率、节约能源、改善劳动条件、保护环境卫生等方面
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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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由被控过程和检测控制仪表组成

过程控制采用各种检测仪表、控制仪表和计算机等自动化工具，对整个生产过
程进行自动检测、自动监督和自动控制。检测仪表把工艺参数电信号或气信号，
反映生产过程状况；控制仪表接受检测信号对过程进行控制。

被控过程的多样性

生产规模不同、工艺要求各异、产品品种多样导致过程的结构形、动态特性多
样。通常被控过程属于多变量、大惯性、大时延、多变量特征，还有非线性与
时变特性。（锅炉、热交换器、精馏塔）

控制方案的多样性

被控对象复杂导致控制方案多样性。单\多变量控制系统、常规仪表控制\计算
机集散控制系统、提高控制品质的和实现特定要求的控制系统。单回路、串级、
前馈、比值、均匀、分程、选择性、大时延、多变量系统，还有先进过程控制
系统(自适应、预测、补偿、智能、非线性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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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的控制过程多属慢过程，而又多半属参量控制

被控过程具有大惯性、大时延(滞后)等特点。主要对表征
其生产过程的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成分、PH等过程参量进
行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石油、化工、冶金、电力、轻工、制
药）

定值控制是过程控制的一种主要控制形式

设定值恒定或在很小的范围内变化。

控制目的：如何减小或消除外界扰动对被控量的影响，使
被控量能控制在给定值上，使生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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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针对易燃易爆特点设计；参数越线报警、链锁保护；故障
诊断，容错控制。

稳定性

抑制外界干扰，保证正常运行。

经济性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掌握工艺流程和被控对象静态、动态
特性，运用控制理论和一定的技术手段（计算机、自动化仪表）
设及合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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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变送与执行

测量变送装置与执行装置实现

◆ 操作安全与环保

保证生产安全、满足环保要求的设备（独立运
行）

◆ 常规与高级控制

实现对过程参数的控制，满足控制要求。

◆ 实时优化

实现最优操作工况（时间，成本，设备损耗）
而设计的方案

◆ 决策与计划调度

对整个过程进行合理计划调度和正确决策，使
企业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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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前后(手工阶段)：手工操作状态，凭经验人工控制
生产过程，劳动生产率很低。

● 20世纪50年代前后(仪表化与局部自动化阶段)：过程控制发展的
第一个阶段，实现了仪表化和局部自动化。

主要特点：检测和控制仪表-----采用基地式仪表和部分单元
组合仪表(多数是气动仪表)；

过程控制系统结构------单输入、单输出系统；
被控参数------温度、压力、流量和液位参数；
控制目的------保持这些参数的稳定，消除或者减少对生产过

程的主要扰动；
理论-----频率法和根轨迹法的经典控制理论，解决单输入单

输出的定值控制系统的分析和综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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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综合自动化阶段)：

检测和控制仪表-----采用单元组合仪表(气动、电动)和组装仪表，计算机控制
系统的应用，实现直接数字控制(DDC)和设定值控制(SPC)；

过程控制系统结构------多变量系统，各种复杂控制系统，如串级、比值、均匀
控制、前馈、选择性控制系统。

控制目的------提高控制质量或实现特殊要求。

理论-----除经典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开始应用。

前馈控制-----按扰动来控制，在扰动可测的情况下，可以地提高控制质量。

选择性控制-----在生产过程遇到不正常工况或被控量达到安全极限事，自动实
现的保护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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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盘自动化阶段)：发展到现代过程控制的新
阶段，这是过程控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主要特点：

检测和控制仪表-----新型仪表、智能化仪表、微型计算机；

过程控制系统结构-------由单→多变量系统，由PID控制规律     
特殊控制规律，由定值控制→ 最优控制、自适应控制，由仪表控
制系统→ 智能化计算机分布式控制系统；

理论-----现代控制理论应用到过程控制领域，如状态空间分析，
系统辨识与状态估计，最优滤波与预报。

｛全盘自动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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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型计算机控制系统

外设

过程控制计算机
AI
DI

AO
DO

                     
被控过程（对象）

被控变量 操作变量

…… …… }{

输入子系统 输出子系统

优越性： 从表面上看——信息集中，集中型计算机控制可以实现各种
更复杂控制功能；便于实现优化控制和优化生产。

问  题：由于当时计算机总体性能低，容量小，容易出现负荷过载，控
制集中直接导致危险集中，高度集中使系统变得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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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散控制系统 DCS

● 80年代---集散控制系统(DCS) 
集散控制系统
    是集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通信技术和图形显示技术为一
体的装置。系统在结构上是分散的(生产过程是分散系统)，但过
程控制的监视、管理是集中的。
优点：
    将控制装置分布到车间。使系统的危险分散，提高系统的可
靠性，方便灵活地实现各种新型的控制规律与算法，实现最佳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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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控制系统的结构组成：

过程输入-输出接口：又叫数据采集站，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对实时数据进一步的加工，操作站的显示与打印。

过程控制单元：又称基本控制器，是集散控制系统的核心。
不同的集散控制系统其差别较大。

高速数据通路：实现集散控制系统各处理机之间数据传送。

管理(上位)计算机：进行集中管理与最佳控制，实现信息-
控制-管理一体化。

CRT操作站：是集散控制系统的人-机接口装置。执行监控操
作、系统组态、编程、动态流程图显示以及部分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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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层网络

管理层网络

远程节点

Web服务器

Internet

 现场设备层

 操作站  工程师站

DCS的物理层次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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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以来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fieldbus control system) 

是计算机网络技术、通信技术、控制技术和现代仪器仪表技术的最
新发展成果。它将具有数字通信能力的现场智能仪表连成网络系统，
并同上一层监控级、管理级联系起来成为全分布式的新型控制网络。

计算机集成过程控制CIPS (compututer intergrated process system) 

以企业整体优化为目标（市场营销、生产计划调度、原材料选择、
产品分配、成本管理、工艺过程控制与优化），以计算机和网络为
主要技术实现管理与控制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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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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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连接智能现场装置和自动化系统的数字式、双向传输、
多分支结构的通信网络。 

·双向数据通信能力避免了反复进行A/D、D/A的转换

·把控制任务下移到现场设备，以实现测量控制一体化

 全分散 

·已成为全世界范围自动化技术发展的热点

·涉及整个自动化和仪表的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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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总
线式变
送器

现场总线
式阀门定
位器

安
全
防
爆

工业以
太网安

全
防
爆
总
线

非安全防爆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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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室

控制台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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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盘
操作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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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站
CRT

工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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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一贮罐液位控制系统。
要求贮罐液位保持一定，以满足生产需要；
图中液位变送器、控制器和执行器构成了一个单回路控制系统。

分析:

贮罐液位由液位变送器转
换成相应的标准信号送到
控制器，与给定值相比较，
控制器按比较得到的偏差，
以一定的控制规律发出控
制信号，控制执行器的动
作，通过改变贮罐液体出
料的流量，从而使贮罐液
位保持在与给定值基本相
等的数值上。

过程控制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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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被控对象 

变送器

z

x e = x-z

-

u q y
干扰

通常安装

于控制室

通常安装

于  现场

显示
仪表

阀门：调节阀、电磁阀、气动阀…
泵：开关泵、变频泵

控制阀

22



电厂锅炉过热蒸汽温度控制流程图

汽鼓产生饱和蒸汽，经减
温器到过热器产生过热蒸
汽。

图中温度变送器、控制器
和执行器构成了一个单回
路控制系统。

1热电阻，2变送器，3调
节器，4调节阀

例2:电厂锅炉过热蒸汽温
度控制系统。
要求过热蒸汽温度约4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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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系统一般性框图

 被控参数（亦称系统输出）y(t)：被控过程内要求保持稳定的工艺参数；

 控制参数（亦称操作变量控制介质）q(t)：使被控参数保持期望值的物料量或
能量；

 干扰量f(t)：作用于被控过程并引起被控参数变化的各种因数；

 设定值r(t)：与被控参数相对应的设定值；

 反馈值z(t)：被控参数经测量变送后的实际测量值；

 偏差e(t)：设定值与反馈值之差；

 控制作用u(t)：控制器的输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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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系统的结构特点分类：

◆反馈控制系统

◆前馈控制系统

◆复合控制系统

反馈控制系统-----反馈控制系统是根据系统被控量与给定位
的偏差进行工作的，最后达到消除或减小偏差的目的，偏差
值是控制的依据。又称闭环控制系统。是过程控制系统中最
基本的一种。前面的液位控制系统，就是一反馈控制系统。
当系统复杂时可采用多回路反馈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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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馈控制系统-----直接根据扰动量的大小进行工作的，扰动
是控制的依据。不构成闭合回路，故也称为开环控制系统。

           由于前馈控制是一种开环控制，无法检查控制的效果，所
以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是不能单独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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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馈—反馈控制系统(复合控制系统)

    前馈开环控制的主要优点：能及时地克服主要扰动对被控量的
影响。反馈控制的主要优点：克服其他扰动，使系统在稳态时能
准确地使被控量控制在给定值上，能够检查控制的最终结果。构
成的前馈—反馈控制系统可以提高控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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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系统的设定值不同分为：

◆ 定值控制-----系统被控量(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成分等)的
给定值保持在某一定值(或在某一很小范围内不变)中。例如前述的
例子就是定值控制系统。系统的输入信号是扰动信号。

◆随动控制系统-----被控量的给定值随时间任意地变化的控制系统。
作用：克服一切扰动，使被控量及时跟踪给定值变化。例如在加热
炉燃烧过程控制，控制系统就要使空气量随燃料量的变化而变换，
保证达到经济燃烧。

◆程序（顺序）控制系统-----被控量的给定值是按预定的时间程序
而变化的。控制的目的：使被控量按规定的程序自动变化。例如机
械工业中的退火炉的温度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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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要求：稳定、快速、准确

为了保证系统有一定稳定裕度，衰减比一般为4：1—10：1，那么衰减率为
0.75—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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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步骤：
1.确定控制目标

   1）热油出口温度稳定；

   2）出口温度与烟道气含氧量稳定；

   3）温度稳定与热效率最高。

2.选择被控参数

   直接参数（油出口温度、烟道气含氧量、

燃油压力）间接参数（热效率）

3 选择控制量

   燃料油流量还是冷油流量→出口温度

   挡板开度还是送风挡板→含氧量

加热炉过程控制系统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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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定控制方案

  控制精度和干扰决定→系统的简单与复杂。

温度、效率、含氧量等多于一个要求→多输入/
多输出。

如果温度、含氧量定值控制，还要求效率→最优
控制。

5.选择控制策略

  多数采用→PID；复杂过程→高级过程控制

6.选择执行器

  气动与电动，执行期特性与过程特性匹配。

7.设计报警与联锁保护系统

  高、低限值；加热炉停车程序：停燃油泵→关
燃油阀→停引风机→切断热油阀

8.工程化设计

设计图样资料和文件资料→表达设计思想→主管
部门审批→施工单位。

9.系统投运、调试和整定参数

冷

32



二、自动化仪表概述　

自动化仪表（ Automation  Instrumentation）： 用于过程自动
化的仪器或设备。

过程控制系统是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的平台,而自动化仪表

与装置是过程控制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节阀 传感器

变送器执行器

控制器

自动化仪表

被控过程

自动化仪表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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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仪表的分类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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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控制仪表：
     优点： ①信号快速，远距离传输
                 ②易于实现复杂规律的信号处理                   
                 ③易于与其它装置相连
                 ④供电用电方便   无需空压机和油泵、水泵
    缺点： ①不天然防爆   ②易受电磁干扰    ③功率不易大             
     近年的电动仪表多采用了安全防爆措施，应用更加广泛。 

气动控制仪表：以压缩空气为能源。
    优点：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可靠性高，易于维修，天然防爆。

    缺点：气动信号传输速度极限 = 声速340m/s， 体积庞大。

液动仪表 ：以高压油和高压水为能源
     优点：工作可靠，结构简单，功率大，防爆
   缺点：速度传送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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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式控制仪表

是传统的仪表，传输信号通常为连续变化的模拟量。如电流、电
压、气压等。模拟式电动控制仪表以模拟电子元件为组成元件，运
算放大器是信息处理的核心部件。这类仪表线路较简单，操作方便，
价格较低，使用上有较成熟的经验。

数字式控制仪表
以微处理器为核心，传输信号为断续变化的数字量。由于有微处

理器的存在，任何复杂的信息处理都易实现，硬件不变，软件千变
万化，这类仪表的特色就是高度集成、丰富的功能，易于网络互联。
它能解决模拟式仪表难以解决的问题，满足现代化生产过程的高质
量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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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地式控制仪表

    安装在现场，集检测、指示、控制于一身。

   特点：一般结构比较简单、价格便宜．它不仅能对某些工艺变量进行指示或
记录，而已还具有控制功能，因此它比较适用于单变量的就地控制系统。

2.单元组合控制仪表

    将整套仪表划分成能独立实现一定功能的若干单元，各单元之间采用统一信
号进行联系。使用时可根据控制系统的需要，对各单元进行选择和组合，从而构
成多种多样的、复杂程度各异的自动检测和控制系统。常用电动单元组合仪表
(DDZ型)和气动单元组合仪表(QDZ型)。

特点：使用灵活，通用性强，同时，使用、维护更作也很方便。它适用于各种企
业的自动控制。

单元组合仪表分为：变送单元、给定单元、控制单元、执行单元、
转换单元、运算单元、显示单元和辅助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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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元组合控制仪表

变送单元：把各种被测量（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变换成标准输出信号。

控制单元：将测量信号和设定信号之差运算后去控制执行单元。

执行单元：按照控制信号 或手动信号去改变控制量大小。

转换单元：实现不同物理信号到标准信号转换，不同标准之间转换。气<->电

运算单元：信号加减乘除，信号补偿。

给定单元：输出被控量的设定值。

显示单元：参数指示、报警、记录。

辅助单元：特殊需要的（操作器、

限幅器、安全防爆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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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装式控制仪表 
     一种功能分离、结构组件化的成套仪表装置。工程实际中已很
少使用。

4 .集中计算机控制仪表 
      以数字计算机为核心的数字控制仪表。其外形结构、面板布置
保留了模拟式仪表的一些特征，但其运算、控制功能更为丰富，通
过组态可完成各种运算处理和复杂控制。测量变送与执行单元采用
模拟仪表，调节单元采用数字仪表。

QDZⅠQDZⅡ  QDZⅢ
DDZⅠDDZⅡ  DDZⅢ

单元组合式仪表

发   展   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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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集散型控制仪表

    将集中一台计算机完成的任务分派给各个微型过程控制计算机，
再配上数字总线以及上一级过程控制计算机，组成各种各样的、能
适应于不同过程的积木式分级分布计算机控制系统。实现了“控制
分散”或“危险分散”，管理高度集中。测量变送与执行单元采用
模拟仪表，调节单元采用数字仪表。

6.现场总线控制仪表

     是计算机网络技术、通信技术、控制技术和现代仪器仪表技
术的最新发展成果。它将具有数字通信能力的现场智能仪表连成网
络系统，并同上一层监控级、管理级联系起来成为全分布式的新型
控制网络。
采用全数字化、双向传输、多分支的通信网络。通信协议规范化、

标准化、公开化，使各种控制系统通过总线实现互联、互换和互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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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变送器

压力
变送器

常用的控制仪表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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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仪表的信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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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仪表的信号制

②电动信号标准 

电流信号优于电压信号

    电流信号可远距离传输（线路电阻上压降太多，则信号耗损）。

            例  4–20 mA 用0.6mm直径双绞线可传输1km

电流信号4–20 mA不从 0mA 起，可判别是否断路、短路或停电。

数字式仪表的通信标准

数字或智能仪表与计算机之间采用数字通讯模式多种，如RS232、RS485、USB、 
PROFIBUS 、 Control Net 、CAN 、Hart、Modbus。

数字比模拟信号的优势： 1、提高信号传输精度   抗干扰能力强。

                           2、传输信息丰富，可传测量值及厂家信息。

                           3、减少布线复杂性和费用。

电流信号 4-20mA，负载电阻250 Ω 电压信号1-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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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供电：

      380V    220V交流点→降压→整流→滤波→稳压

直流集中供电的优点：

           1）体积↓、重量↓、温升↓

         2）防停电能力增强 

         3）无交流，易于防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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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爆仪表与防爆系统

仪表的防爆性能：

       防爆性能：本质安全防爆性能与非本质安全防爆性能。

       气动仪表本质上是防爆的，因为它不会产生电火花。

电
动
仪
表
防
爆
方
案

结构型防爆：结构上隔离产生火花的电路和爆炸气          
体（类型有充油型、充气型、隔爆型）。

安全火花型防爆：把仪表电路在短路、断路及误操
作各种状态下可能产生的火花限制在爆炸气体的点
火能量之下（具有本质安全防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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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爆仪表与防爆系统

安全火花型防爆等级：

      限制火花能量，不同的气体→不同的能量。电压30V DC时, 不
同爆性物最小引爆电流：

级别 最小引爆电流（mA） 爆炸性混合物种类

Ⅰ i＞120 甲烷，乙烷，汽油，甲醇，乙醇，丙酮，氨，一氧化碳等

Ⅱ 70＜i≤120 乙烯，乙醚，丙烯腈等

Ⅲ i≤70 氢，乙炔，二硫化碳，市用煤气，水煤气等

仪表表面温度过高可能产生自燃引起爆炸。易燃易爆气体自然温
度分5组。a、b、c、d、e，其中e组最低（100℃）。

  仪表防爆等级HⅢe：30V DC、i≤70mA、 ≤ 100℃→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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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爆仪表与防爆系统

安全火花型防爆系统

  条件:现场仪表为安全火花型；安全防爆栅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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