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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仪表与装置间的通信方式

第一章　概论

自动化仪表的信号与供电

自动化仪表简介

前言

过程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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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一、彼此认识

二、关于社会需求

三、关于本课程及与之相关性的体系说明

四、参考书目

五、教授内容（分章节）

六、要求（平时、实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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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过程控制系统

一、概念

    过程控制（process control）通常是指石油、化工、电力、冶金，轻工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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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自

动化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连续型、离散型、混合型

    习惯上，把连续型的工业称为过程工业（process industries)

    有时为突出其流动的性质也称为流程工业（fluid process industries)

二、过程控制系统的组成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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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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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成

自动化装置

被控对象

测量元件与变送器

控制器

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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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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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系统组成

常规仪表过程控制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

   

   被控对象：（被控对象与被控变量的关系）

    传感器和变送器：（标准统一信号问题）

    控制器：（扰动）

    执行器： （分类）

    控制阀： （输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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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过程控制系统

三、过程控制系统的特点：

 1、对象复杂多样

 2、对象存在滞后

 3、对象特性的非线性

 4、控制系统较复杂

 　结论：控制方案确定、控制系统的设计、控制参数的整定都要以

　　　　对象的特性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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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过程控制系统

四、过程控制系统的发展概况：

　　　　　　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全局，从低级智能到高级智能

　　三个发展阶段： 

　　　1、１９５０年代以前（初期阶段）

　　　　理论基础：传递函数、根轨迹法、单入单出

　　　　控制目标：局部自动化

　　 2、第二阶段（仪表化阶段）

　　　　发展背景：

　　　　理论基础：以状态空间分析方法为基础

　　　　控制目标：提高控制质量

　　　3、第三阶段（工业生产自动化进入计算机时代）

　　　　标志特点：

　　　　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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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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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二、自动化仪表的分类

1、按能源形式分类

   可分为电动、气动、液动等几种。

   工业上普遍使用电动控制仪表和气动控制仪表。 

导管、管路板导线、印刷电路板 接线

气动元件 电子元器件 构成

气压信号 电信号(电流、电压或数字) 传输信号

气源（140kPa） 电源(220VAC，24VDC)能源

气动仪表电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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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结构形式分类 

  A、基地式仪表

  B、单元组合式仪表

  C、组件组装式

  D、集散型计算机控制系统

  E、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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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地式控制仪表

相当于把单元组合仪表的几个单元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仪表。

 通常以指示、记录仪表为主体，附加控制、测量、给定等部件而构成；

其控制信号输出一般为开关量，也可以是标准统一信号；

一个基地式仪表具有多种功能，与执行器联用或与变速器联用，便可构成一
个简单的控制系统；

性能价格比高，适用于单参数的控制系统。 

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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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单元组合式仪表：

将各种单元进行不同组合，可以构成多种多样、适用于各种不同场合需要
的自动检测或控制系统。

有电动单元组合仪表（DDZ）和气动单元组合仪表（QDZ）两大类。都经历
了I型、II型(010mA) 、III型(420mA, 15v)的三个发展阶段。

根据控制系统各组成环节的不同功能和使用要求，将仪表做成能实现一定
功能的独立仪表（称为单元），各个仪表之间用统一的标准信号进行联系。

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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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集散控制系统（DCS系统）：分散控制、集中管理

控制站（下位机）

操作站（上位机）

过程通信网络

   数据采集、处理及控制

  由DCS系统的基本控制器（包括控制  

卡、信号输入输出卡、电源等）构成

  或由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包括CPU、I/O、
电源等模块）或带有微处理器的数字式控制仪
表构成

实现操作站与控制站的连接

提供与企业管理网络的连接

过程信息的集中显示、操作和管理

由工业控制计算机、监视器、打印机、鼠标、
键盘、通信网卡等组成

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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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系统）

现场控制和双向数字通信

将传统上集中于控制室的控制功能分散到现场设备中，实现现场控制

现场设备与控制室内的仪表或装置之间为双向数字通信。 

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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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信号类型分类 

模拟式

数字式

由模拟元件构成

传输信号通常为连续变化的模拟量，如电流信号，电压
信号，气压信号等

线路较简单，操作方便，使用灵活，价格较低 

以微处理器、单片机等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为核心

传输信号通常为断续变化的数字量，如脉冲信号

可以进行各种数字运算和逻辑判断，其功能完善，性能优越，
能解决模拟式仪表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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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防爆能力分类 

 普通型：只能用在非危险场所

安全火花型：这种仪表防爆性能最好

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隔爆型：采取隔离措施以防止引燃引爆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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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自动化仪表

模拟式仪表

数字式仪表

控制器

变送器

转换器

运算器

附加单元

执行器

……

可编程调节器

PLC

智能变送器

DCS

F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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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元组合式仪表

1、统一信号：

   气动单元组合式仪表：能源为140KPa的干燥清洁的压缩空气；

                       统一信号为20-100KPa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能源为AC 220V,

                          统一信号为DC 0-10mA     

                         

    I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能源为DC 24V，

                           统一信号懔DC 4-20mA

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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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元
组
合
仪

表 

变送单元 温度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

差压变送器

流量变送器

液位变送器 

将各种被测参数变换成相应的
标准统一信号传送到接收仪表
或装置，以供显示、记录或控

制 

转换单元 

直流毫伏转换器

频率转换器

电－气转换器

气－电转换器 

将电压、频率等电信号转
换成标准统一信号，或者
进行标准统一信号之间的
转换，以使不同信号在同

一控制系统中使用 

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2、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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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元
组
合
仪

表 

控制单元 

运算单元 

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

比例积分控制器

比例微分控制器

具有特种功能的控制器 

将变送单元的测量
信号与给定信号比
较，按偏差给出控
制信号，去控制执
行器

加减器

乘除器

开方器 

显示单元

指示仪

指示记录仪

报警器 

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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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元
组
合
仪

表 

给定单元 

执行单元 

辅助单元

输出统一标准信号，作为被控变量的给定值送到控制
单元，实现定值控制。

给定单元的输出也可以供给其他仪表作为参考基准值。 

角行程电动执行器

直线行程电动执行器

气动薄膜调节阀 

按控制器输出的控制
信号和手动操作信号，
改变控制变量

操作器：手动操作及手动/自动的切换作用 

阻尼器：压力或流量等信号的平滑、阻尼 

限幅器：限制信号的上、下限值 

安全栅：将危险场所与非危险场所隔开，起安全防爆
作用  

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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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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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B、第二部分：分为两节
             
   第一节由两位或三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变送、调节、显示和执行四种单元由三位数字组成。
   前两位代表仪表系列、规格和结构特征，第三位数字代表序号。

   第二节由一个或两个汉语拼音大写字母所组成，表示产品的变型结构
或特殊用途，字母意义如下：
    X（现在安装） J（盘后安装） N（气密式） C（船用）
    K（快速）   F（防腐）    B（防爆）  A(安全火花型）

注：如某产品兼有两种特殊结构，则用两个字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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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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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4、过程仪表与装置的发展概况：三个阶段

　　　　　　A、基地式仪表阶段（1930-40年代）

　　　　优点：简单、价廉、实用

　　　　缺点：只能用于简单控制系统，无法或不便于复杂控制系统

　B、单元组合式仪表阶段（1950年代以后）

　　　　与复杂控制系统的推广应用相适应

　　　　可以很方便组成简单或复杂控制系统

　　　　按其发展可分为I、II、III型

　C、以微处理器为基本组成部分的控制装置阶段（1970年代初）

　　　　灵活，价廉、可靠、性能好，广泛用于工业、国防、家庭等领域

　　　　主要途径：DCS、PLC、微计算机系统（PC、单板机、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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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动化仪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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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动化仪表的供电：

第三节　自动化仪表信号与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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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号制：即信号标准，是指仪表之间采用的传输信  
              号的类型和数值。

第三节　自动化仪表信号与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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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拟仪表的信号制

   电信号分为：模拟信号、数字信号、频率信号、脉宽信号

   模拟直流信号：电流信号4-20mADC
                 电压信号1-5VDC

   DDZII型仪表信号：0-10mADC

   气动调节仪表信号：0.02-0.1MPa

注：活零点（信号制的下限不为零）

第三节　自动化仪表信号与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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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动仪表信号标准的使用

现场与控制室仪表之间采用直流电流信号 

  优点：直流比交流干扰少

        直流信号对负载的要求简单

        电流比电压更利于远传信息

  缺点：多个仪表接收同一电流信息，它们   

必须串联。

  要求：·接收仪表输入电阻小

        ·任何一个仪表在拆离信号回路之前

首先要把该仪表的两个输入端短接，

否则其它仪表将会因电流中断而失

去信号

        ·仪表无公共接地点，须浮空工作

变送器

发送者

r

r Io

RL1

RL2

负载

接受者

现场 控制室

第三节　自动化仪表信号与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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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

Vi

－

RL1 RL2 RL3

现场 控制室

优点： 

    △  任何一个仪表拆离信号回路都不会影响其它仪表的运行。

  △  各个仪表具有公共接地点，可以共用一个直流电源。

要求：接收仪表的输入阻抗要足够高

B、控制室内部仪表之间采用直流电压信号

第三节　自动化仪表信号与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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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送器信号传输方式：

1、四线制传输

2、二线制传输

3、实现二线制变送器要具备的条件

   采用活零点的电流信号；必须是单电源供电

注：二线制变送器可大大减少装置的安装费用，有利于安全防爆，
但其关键是要求有性能良好的低功率集成运算放大器和稳压管等。

第三节　自动化仪表信号与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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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仪表的信号制

    随着控制系统的发展，DDZ电动单元组合仪表，DCS集散控制
系统以及现场总线通信协议一直在演变，主要有多种模拟过程控
制信号，现场总线通信协议等，前者技术成熟并已广泛地应用，
后者虽处于发展中，却是信号标准的发展趋势。

    以微处理器芯片为基础的各种智能仪表若能遵从统一通信标
准，可以极大地搞高系统的信息集成、综合自动化、降低成本等
各项功能，但不同设备制造商所提供的设备之间的通信标准不统
一，严重束缚了工厂底层网络的发展。

第三节　自动化仪表信号与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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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自动化仪表与装置间的通信方式

一、统一通信标准问题

二、数字通信与模拟通信相比的优点

三、现场总线
      
       1、物理定义

       2、特点

       3、现场总线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