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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概述

    1、定义：自动化仪表不是指
电流表、电压表、示波器这些
通用仪表，而是指生产自动化
中，特别是连续生产过程自动
化中必需的一类专门的仪器仪
表



2、作用：

     代替人们对生产过程进行
测量、控制、监督和保护，是
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必不可少
的技术工具。



3、发展过程

(1)仪表化与局部自动化阶段(20 
世纪50～60 年代)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采用
的过程检测控制仪表为基地式
仪表和部分单元组合式仪表，
而且多数是气动仪表。



　　过程控制系统的结构绝大多数
是单输入—单输出系统。

被控参数主要是温度、压力、
流量和液位四种工艺参数，控制
的目的主要是保持这些工艺参数
的稳定、确保生产安全。

过程控制系统分析、综合的理
论基础是以频率法和根轨迹法为
主体的经典控制理论。



(2) 综合自动化阶段(20 世纪60～
70 年代中期)

　　大量采用单元组合仪表(包括
气动和电动)和组装式仪表。与此
同时，计算机开始应用于过程控
制领域，实现了直接数字控制
(Direct Digital Control，DDC)
和设定值控制(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SPC)。



　　在自动化仪表过程控制系统的
结构方案方面，相继出现了各种复
杂的控制系统，如串级控制、前
馈—反馈复合控制、Smith 预估控
制以及比值、均匀、选择性控制等，
一方面提高了控制质量，另一方面
也满足了一些特殊的控制要求。



　　自动化仪表控制系统的分
析与综合的理论基础，由经典
控制理论发展到现代控制理论。
控制系统由单变量系统转向多
变量系统，以解决生产过程中
遇到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3) 全盘自动化阶段(20 世纪70年代
中期至今)

　　开始采用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
智能单元组合仪表(包括可编程序控
制器等)；成分在线检测与数据处理
的应用也日益广泛；模拟调节仪表
的品种不断增加，可靠性不断提高，
电动仪表也实现了本质安全防爆，
适应了各种复杂过程控制的要求。



　在过程控制系统的结构方面，
由单变量控制系统发展到多变量
系统，由生产过程的定值控制发
展到最优控制、自适应控制，由
自动化仪表控制系统发展到计算
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等。



(4)计算机时代

    当前，自动化仪表控制已进
入了计算机时代，进入了所谓
计算机集成过程控制系统
(Computer Integrated 
Process System，CIPS)的时代。



　　CIPS 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整个企
业的运作过程进行综合管理和控制，
包括市场营销、生产计划调度、原材
料选择、产品分配、成本管理，以及
工艺过程的控制、优化和管理等全过
程。分布式控制系统，先进过程控制
策略以及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等将
是实现CIPS 的重要基础。



4、分类

   一般将自动化仪表
分为过程检测仪表和
过程控制仪表　



　　一次仪表

　　　　　　　过程检测仪表

　　二次仪表

自动化仪表

　调节器、可编程调节器

过程控制仪表 　执行器

　操作器



一次仪表-----将被测量转换为便于
计量的物理量所使用的仪表。

二次仪表-----将测得的信号变送转
换为可计量的标准电气信号并显示
的仪表。即包括变送器和显示装置。







按使用能源分：

液动仪表、气动仪表和电动仪表

按结构形式分：

基地式仪表、单元组合式仪表和

组装式仪表等



按信号类型分：

模拟式仪表和数字式仪表

按单元组合方式分：

气动单元组合仪表和电动单元组

合仪表



标准信号:

气动控制仪表：0.02～0.1MPa

的模拟气压信号，作为仪表间

的标准联络信号。



电动控制仪表：

电动Ⅱ型:0～10mA（DC）电流信号

电动Ⅲ型:4～20mA（DC）电流信号

         1～5V（DC）电压信号









气动控制仪表的特点：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可

靠，维护方便，价格便宜，并且具有本质安全

防爆性能，特别适用于石油、化工等有爆炸危

险的场所。



　电动控制仪表的特点：可以实现无滞后的远距离传送，

同时又具有能源简单、便于和计算机配合的特点。由于

采取安全火花防爆措施解决了防爆问题，电动仪表同样

也能应用于易燃易爆的危险场所，因此在工业生产过程

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单元组合式仪表

　　按各组成环节的不同功能和使用要求，

将整套仪表分为若干单元，各单元能独立

实现某种功能，使用时可以按生产工艺的

不同要求挑选需要的单元加以组合，其特

点是应用灵活，通用性强，使用维护方便，

特别适用于中、小企业的过程控制系统；



基地式仪表

1. 一般与检测装置、显示装置一起组装
在一个整体之内

2. 同时具有检测、控制与显示的功能

3. 结构简单、价格低廉、使用方便

4. 通用性差，信号不易传递

5. 一般应用于简单控制系统中。 



　模拟式：传输信号通常为连
续变化的模拟量，其线路简单，
操作方便，价格较低

模拟式仪表：基地式

　　　　　　单元组合式

　　　　　　组件组装式仪表　





可编程调节器：

 　　具有比传统模拟仪表更为丰
富的运算和控制功能，它可以提
供多种软件功能模块，由用户根
据生产控制的要求通过组态完成
各种运算处理和复杂控制，具有
很大的应用灵活性，但其软件系
统比较复杂。





3-3 测量基本知识

1、分类

（1）直接测量

（2）间接测量

（3）组合测量



按被测量在测量过程中的状态

（1）动态测量

（2）静态测量



2、组成

（1）传感器

（2）变送器

（3）传输通道

（4）显示装置



3、误差



(1) 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测量结果与被测量的
真值之间的差值。

　绝对误差=测量值－真值 

相对误差：测量的绝对误差与约
定值的百分比。



实际相对误差：测量的绝对误差
与被测量的实际值（真值）之百
分比。

标称相对误差：测量的绝对误差
与仪表示值之百分比。

引用相对误差：测量的绝对误差
与仪表的量程的百分比。



引用相对误差

%100%1000 








xxx

标尺下限值标尺上限值


 δ——引用误差
 Μ——仪表量程



　(2) 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和粗大误差

　　系统误差：在偏离测量规
定条件时或由于测量方法引
入的因素所引起的、按某确
定规律变化的误差。



特点：有一定规律的，一般可通过实
验或分析的方法找出其规律和影响
因素，引入相应的校正补偿措施，
便可以消除或大大减小。

产生的原因：系统误差主要是由于检
测仪表本身的不完善、检测中使用
仪表的方法不正确以及测量者固有
的不良习惯等引起的。



　　随机误差：在实际测量条件
下，多次测量同一个量时，如
果误差的绝对值和符号以不可
预定方式变化，则这类误差称
为随机误差。

特点：变化难以预测



　产生的原因：随机误差主要是由于测
量过程中某种尚未认识的或无法控制
的各种随机因素（如空气扰动、噪声
扰动、电磁场等）所引起的综合结果。

　　随机误差在多次测量的总体上服从
一定统计规律，可利用概率论和数理
统计的方法来估计其影响。



   　粗大误差：超出在规定条件下预期
的误差。

 特点：无任何规律可循。

 产生的原因：引起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操
作者的粗心（如读错、算错数据等）、
不正确操作、实验条件的突变或实验
状况尚未达到预想的要求而匆忙测试
等原因所造成的。 



系统误差:提高仪表精度或改变测试方法

随机误差:多次测试,求平均值

粗大误差:直接剔除

处理办法



(3)基本误差、附加误差和允许误差

　基本误差：指仪表在规定的
正常工作条件下所具有的误
差。



附加误差-----指仪表超出
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时所
增加的误差。

允许误差-----指仪表的允
许的误差界限。



(4) 静态误差和动态误差

静态误差：与被测量的变化速
度无关的误差。

动态误差：在被测量的信息处
于变动状态下仪表示值与被测
量的实际值之间的差异，叫动
态误差。



　　在测量系统中，当被测量随
时间变化时，在测量信号的转换
和传递过程中，会遇到各种运动
惯性和时间上的滞后，使得表示
值（输出量）在时间上不能与被
测量的实际值（输入量）精确吻
合。



3-4 基本技术指标

1  量程

量程：该仪表按规定的精度进行测量
的被测变量的范围。

测量下限：测量范围的最小值，简称
下限。

测量上限：测量范围的最大值，简称
上限。



　仪表的量程可以用来表示
其测量范围的大小，是其
测量上限值与下限值的代
数差，即

量程= 上限值-下限值



被测量值在满刻度的
2/3左右，能提高测
量精度。



2 准确度（精确度）

　　仪表的准确度指仪表的允
许误差与仪表量程之百分比。

 A  B

x
0-100℃ 0-1000℃

1℃

思考



  去掉精确度(最大引用误
差)的“%”号，就是仪
表的精度等级



  工业部规定仪表的精度等级：

0.005，0.02，0.1，0.35，
0.5，1.0，1.5，2.5，4.0
等。



一般工业用表为0.5～4级
精度。



      例1：有两台测温仪表，它们
的测温范围分别为0~100℃和
100~300℃，校验仪表时得到它们的
最大绝对误差均为2℃，试确定这
两台仪表的精度等级。 

    解:这两台仪表的最大引用误差
分别为



一台仪表的精度等级为2.5级，而另一
台仪表的精度等级为1级。

%1%100
100300

2

%2%100
0100

2

2

1

















　　去掉最大引用误差的“%”号，
其数值分别为2和1，由于国家规定
的精度等级中没有2级仪表，同时该
仪表的误差超过了1.5级仪表所允许
的最大误差，所以这台仪表的精度
等级为2.5级，而另一台仪表的精度
等级正好为1级。



　　由此可见，两台测量范
围不同的仪表，即使它们的
绝对误差相等，它们的精度
等级也不相同，测量范围大
的仪表精度等级比测量范围
小的高。 



      例2  某台测温仪表的工作
范围为0~500℃，工艺要求测温时
测量误差不超过±4℃，试问如何
选择仪表的精度等级才能满足要
求？

       解：根据工艺要求，仪表
的最大引用误差为：



%8.0%100
0500

4
max 




   应选择0.5级的仪表才能

满足要求



      去掉最大引用误差的“±”号
和“%”号，其数值为0.8，介于
0.5~1.0之间，若选择精度等级为
1.0级的仪表，其最大绝对误差为
±5℃，超过了工艺上允许的数值，
故应选择0.5级的仪表才能满足要
求。



3 变差（回差）

       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被

测参数从小到大（正行程）和从大到

小（反行程）时，同一输入的两个相

应输出值常常不相等。两者绝对值之

差的最大值和仪表量程之比的百分数

称为回差，也称变差。



反行程

正行程

"
max

被测参数

仪表示值



4、灵敏度与灵敏限 



　提高仪表的灵敏度可采用增加
放大部分的放大倍数来实现。不
过仪表的性能主要取决于仪表的
基本误差。



灵敏限-----引起仪表示值
发生变化的被测参数的最
小变化量。
   通常灵敏限应不大于仪
表允许误差的一半。



作业 P10

1、有两台测量仪表，其测量范
围分别为0~800℃和600~1100℃，
已知其绝对误差的最大值均为
±6℃，试求它们的准确度等级。



　　　2、某设备被测温度为
400℃左右，现有两支温度计，
一支测量范围为0~1000℃，准
确度等级为1.0，另一支范围为
0~600℃，准确度等级为1.5，
应选择哪一支温度计进行测
量？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