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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仪表及自动化的基本知识

1·仪表及自动化的产生和发展
2·仪表的常用信号简介
3·仪表的分类
4·仪表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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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表发展已有悠久的历史。据《韩非子·有度》记载，中国在战国

时期已有了利用天然磁铁制成的指南仪器，称为司南。古代的仪器在
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多属用以定向、计时或供度量衡用的简单仪器。 　　

 　　17～18世纪，欧洲的一些物理学家开始利用电流与磁场作用力的
原理制成简单的检流计；利用光学透镜制成的望远镜，奠定了电学和
光学仪器的基础。其它一些用于测量和观察的各种仪器也遂逐渐得到
了发展。 　　

 　　19世纪到20世纪，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大规模生产促进了新学科和
新技术的发展，后来又出现了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等，仪器仪表因
而也得到迅速的发展。现代仪器仪表已成为测量、控制和实现自动化
必不可少的技术工具。

    

仪表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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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自动化仪表重点发展基于现场总线技术的主
控系统装置及智能化仪表、特种和专用自动化仪表；
全面扩大服务领域，推进仪器仪表系统的数字化、智
能化、网络化，完成自动化仪表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
术的转变，5年内数字仪表比例达到60%以上；

 



仪表的分类

 一、常规仪表

 二、主控室DCS及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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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仪表的信号

 仪表常用的电信号包括：

 4—20mADC信号

 1—5VDC信号

 脉冲信号

 RTD（热电阻）PT100信号

 mV信号(热电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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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使用的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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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用表



 万用表又叫多用表、复用表。

 万用表分为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引。

 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
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电阻
等，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甚至是频
率和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仪表里常见用来测量4-20mADC电流信号、交流电压。

24VDC电压信号、回路的通断等 
注意一点就是测量不同的条件要将表笔更换到相应的插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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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仪表信号

 常见的调节阀气源信号：

 20-100KPa
 40-200KPa
 80-240KPa
 气缸阀气源压力一般不低于45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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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表的量程：就是测量刻度上限减去刻
度的下限，可不是测量能力范围的上下
限。一块温度仪表的测量刻度范围为

 -20~100度，那么它的量程为12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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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图中常见的仪表字母含义

 举例

 PDT-2120
 P—代表压力

 D—代表差压

 T—代表传送或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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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图中常见的仪表字母含义

2016-4-30 12



天然气门站里早期的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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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仪表的分类

 一、压力仪表

 二、温度仪表

 三、流量仪表

 四、液位仪表

 五、特殊仪表（振动、位移等）

 六、分析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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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仪表

现场压力表
电接点压力表

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
压力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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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仪表

现场压力表，从表盘直径看最常见的有60mm,100mm,150mm 三
种规格。从接口看最常见的有M20X1.5,  1/2NPT,  法兰连接（有
法兰尺寸和耐压等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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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接点压力表
一般有双节点
作为报警、或
启泵的条件。

压力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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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仪表

压力变送器 最常见的分为电容式压力变送器和单晶
硅压力变送器。其它还有扩撒硅压力变送器。
目前主流压力变送器主流几乎都采用了智能协议。

电容式压力变送器：采用结构简单、坚固耐用且极
稳定的可变电容形式，可变电容由压力腔上的膜片
和固定在其上的绝缘电极所组成，当感受到压力变
化时，膜片要产生微微的翘曲变形，从而改变了两
极的间距，采用独特的检测电路测电容的微小变化，
并进行线性处理和温度补偿。传感器输出与被测压
力成正比的直流电压或电流信号。精巧的结构、高
性能的材料及先进的检测电路的完美结合，赋予了

电容式 压力变送器以很高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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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硅谐振式传感器：是一块单晶硅芯片上采用微电
子机械加工技术，在单晶硅芯片上制成两个完全一致

的H形状的谐振梁，并以一定的频率产生振动。其谐
振频率取决于梁的长度和张力，其梁的长度已经确定，
而张力是随压力变化而变化。从而把压力的变化转换
成频率的变化，对差压采用频率差分技术，并将频率

差信号直接输出到CPU进行运算和A/D转换。
单晶硅谐振式压力变送器

1、精度高
2、稳定性好
3、静压特性好
4、具有良好的单向受压特性
5、具有较宽的测量范围
6、方便的组态能力和自诊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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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压变送器 
      一般使用来测量阻力、液位或者与流
量节流元件配套使用测量流量仪表。

   该类型仪表往往与三阀组或者五阀组配
套使用。

    目前国内应用三阀组较为普遍。对于三
阀组类型的仪表有一个开关投用程序。

投用三阀组：开正压阀，再关平衡阀，再开
负压阀；
关闭三阀组：关负压阀，打开平衡阀，关正
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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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有代表性的压力变送器：

1、EJA川仪横河（重庆川仪），通讯时叠加Brain或Hart协议的数字信号。
2、Rosemount（中国北京远东）通讯时叠加Hart协议的数字信号。
通讯时有专用的手操器，可以在主控室、现场进行仪表的组态。

压力仪表—压力变送器

艾默生公司生产的375手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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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仪表—压力开关

压力开关

1、压力开关是一种简单的（压力控制装置），当
被测压力达到额定值时，压力开关可发出（警报或

控制）信号。 2、压力开关的工作原理是：当被测
压力超过额定值时，弹性元件的自由端（产生位
移），直接或经过比较后推动（开关元件），改变
（开关元件）的通断状态，达到控制被测压力的目

的。 3.压力开关采用的弹性元件有（单圈弹簧
管）、（膜片）、（膜盒）及（波纹管）等。 开
关元件有（磁性开关）、（水银开关）、（微动开

关）等。 4.压力开关的开关形式有（常开式）和
（常闭式）两种。 5、压力开关的调节方式有（两
位式）和（三位式）两种。 6.压力开关的参数可
调，依实际使用压力范围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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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仪表

　　玻璃管温度计
      双金属温度计
　　压力式温度计
　　热电阻
      热电偶
      温度变送器
　   温度开关
      非接触式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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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管温度计：
这种温度表非常简单、
普通。
目前高精度的往往使用
在仪表
校验间实验室内。
由于价格便宜，目前工
厂内还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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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种金属的热膨胀系数不同，双金属片在温度改变时，两面
的热胀冷缩程度不同，因此在不同的温度下，其弯曲程度发生改
变。利用这一原理，制成温度计叫双金属温度计。

双金属温度计



2016-4-30 26

压力式温度计

压力表式温度计的测量原理 压力表式温度计是根
据在封闭容器中的液体、气体或低沸点液体和饱
和蒸汽，受热后体积膨胀或压力变化这一原理而
制作的，并用压力来测量这种变化，从而测得温

度。 压力表式温度计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
温包——温包是直接与被测介质相接触来感受温
度变化的元件，因此要求它具有高的强度，小的
膨胀系数，高的导热率以及抗腐蚀等性质，根据
所充工作介质和被测介质的不同，温包可用铜合

金，钢或不锈钢来制造。 2.毛细管——它是用铜
或钢等材料冷拉成的无缝圆管，用来传递压力的

变化。 3.弹簧管——它就是一般压力表用的弹性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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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阻

       热电阻是中低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它的主要特点是测量精
度高，性能稳定。其中铂热是阻的测量精确度是最高的，它不仅广泛应用
于工业测温，而且被制成标准的基准仪。
       热电阻测温原理： 热电阻测温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
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热电阻大都由纯金属材料制成，目前应
用最多的是铂和铜。

      我们这套液化天然气项目中采用了大量的PT100型号的铂热电阻体。又
分为单支、双支。PT100类型电阻体对应 0℃时阻值为100Ω。标准的热电
阻回路国内一般采用三线制，采用三线制是为了消除连接导线电阻引起的测
量误差。这是因为测量热电阻的电路一般是不平衡电桥。热电阻作为电桥的
一个桥臂电阻，其连接导线（从热电阻到中控室）也成为桥臂电阻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电阻是未知的且随环境温度变化，造成测量误差。采用三线制，将
导线一根接到电桥的电源端，其余两根分别接到热电阻所在的桥臂及与其相
邻的桥臂上，这样消除了导线线路电阻带来的测量误差。热电阻将铂热电阻

体的电阻信号直接转换为4~20mADC的标准信号一体化仪表就是温度变送
器中比较常见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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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阻接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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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偶

       热电偶是中高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元件。它的主要特点是测
量精度高，性能稳定。它不仅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温，而且被制成标准的
基准仪。
热电偶的工作原理

      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A和B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
当导体A和B的两个执着点1和2之间存在温差时，两者之间便产生电动势,
因而在回路中形成一个大小的电流,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
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热电偶按材料分最常用的为K型（4.096mV）K 
镍铬--镍硅 -200-+1000℃ ,E型(6.319mV),镍铬 铜镍 -200-+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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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A
和B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置于被
测温度为 t 的介质 中，称为工作段，另一
端为自由端，放在温度为t0的恒定温度下，
当工作段的被测介质温度发生变化时，热电
势也随温度发生一定规律的变化。

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动势，其大小只与电极材料与两端的温差有关，而与热
电极的长度和直径的粗细无关。
采用热电偶为测量元件的变送器称之为热电偶温度变送器。从外观上看，
热电阻和热电偶温度变送器没有太大的区别。



2016-4-30 31

热电偶产生热电势的条件是两热电极材料相
异、两接点温度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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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变送器的作用:
有人说是测量温度的，这是不对的。
其作用是将检测的热电偶或则热电阻
等温度信号转变为标准的仪表信号如

4-20mADC,或者1-5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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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开关

温度开关
传统的温度开关
多为机械式，其
分为：蒸气压力
式温控器、液体
膨胀式温控器、
气体吸附式温控
器、金属膨胀式
温控器。目前我
厂没有使用该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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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式温度计

温度仪表

非接触式温度计是靠红外辐射,亮度,
色差等方法感应、比较，得出被测
物件温度。好处是可遥测，量程大，
可测极高温物件。如红外测温计、
亮度测温计等。缺点是一般精度不

高。 但是作为工厂辅助测温元件是
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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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流量计
孔板流量计（含一体化孔板流量计）
质量流量计
转子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
明渠流量计

 
　　

流量仪表

楔形流量计
靶式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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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然气国际计量协会和中国的标准里目前得到认可的流量计只有三种：

1、涡轮流量计： GB/T 21391-2008“用涡轮流量计测量天然气流量”，
主要参考标准是EN12261、AGA7号报告和ISO标准9952:1993 
2、孔板流量计： GB/T 21446-2008“用标准孔板流量计测量天然气流量”，
主要参考标准是AGA3号报告和ISO5167:2003。
3、超声波流量计：GB/T 18604-2001“用超声流量计测量天然气流量”，
主要参考标准是AGA9号报告和ISO技 术报告12765。

天然气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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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计

涡轮流量计：当被测流体流过涡轮流量计传感器
时，在流体作用下，叶轮受力旋转，其转速与管
道平均流速成正比，叶轮的转动周期地改变磁电
转换器的磁阻值。检测线圈中磁通随之发生周期
性变化，产生周期性的感应电势，即电脉冲信号，

经放大器放大后，送至显示仪表显示。 
  qv=f/K (7.1)
  qm=qvρ (7.2)
式中 qv,qm－分别为体积流量，m3/s，
质量流量，kg/s；
f－流量计输出信号的频率，Hz；
K－流量计的仪表系数，P/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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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板流量计：充满管道的流体，当它们流经
管道内的节流装置时，流束将在节流装置的
节流件处形成局部收缩，从而使流速增加，
静压力低，于是在节流件前后便产生了压力
降，即压差，介质流动的流量越大，在节流
件前后产生的压差就越大，所以孔板流量计
可以通过测量压差来衡量流体流量的大小。
这种测量方法是以能量守衡定律和流动连续
性定律为基准的。

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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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里标准的三种节流元件：

a: 孔板
b: 喷嘴
c: 文丘里管

对于标准节流元件，流体的流量与其差压成（方根）关系

Q=K*SQRT(P)
其中为差压，想一想，如果取压段有一段堵了，会是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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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板的取压口方向

1、节流装置安装在垂直管道上时，取压口
的位置在取压装置的平面上可任意选择；

2、节流装置安装在水平管道或倾斜管道上
时，取压口的位置选择取决于被测介质的特
性，见下图：

问题：如果孔板装反了
会有什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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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装基本要求
①垂直度

节流件上游端面与管道轴线的垂直度不大于1°。
②不同轴度
节流件应与管道同轴。
③直管段长度
节流装置应安装在两段有恒定横截面积的圆筒形直管段之间，最短
直管段长度随节流件形式、阻流件形式和直径比而异。

关于直管段的问题：下面给出了一个表格。2003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公布了ISO5167新标准，对直管段做了新的要求。但国标的改变压
力很大，一直没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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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流量计

质量流量计

流体在旋转的管内流动时会对管壁产生一个力，
它是科里奥利在1832年研究水轮机时发现的，
简称科氏力。质量流量计以科氏力为基础，在
传感器内部有两根平行的T型振管，中部装有驱
动线圈，两端装有拾振线圈，变送器提供的激
励电压加到驱动线圈上时，振动管作往复周在振
管周期振动，工业过程的流体介质流经传感器的
振动管，就会上产生科氏力效应，使两根振管扭
转振动，安装在振管两端的拾振线圈将产生相位
不同的两组信号，这两个信号差与流经传感器的
流体质量流量成比例关系。计算机解算出流经振
管的质量流量。不同的介质流经传感器时，振管
的主振频率不同，据此解算出介质密度。安装在
传感器器振管上的铂电阻可间接测量介质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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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流量计

转子流量计

浮子流量计,又称转子流量计,是变面积
式流量计的一种 , 在一根由下向上扩大
的垂直锥管中 , 圆形横截面的浮子的重
力是由液体动力承受的 , 浮子可以在锥
管内自由地上升和下降。在流速和浮力
作用下上下运动，与浮子重量平衡后，
通过磁耦合传到与刻度盘指示流量。一
般分为玻璃和金属转子流量计。金属转
子流量计是工业上最常用的，对于小管
径腐蚀性介质通常用玻璃材质，由于玻
璃材质的本身易碎性，关键的控制点也
有用全钛材等贵重金属为材质的转子流

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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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街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

在流体中安放一个非流线型旋涡发生体，使
流体在发生体两侧交替地分离，释放出两串
规则地交错排列的旋涡，且在一定范围内旋
涡分离频率与流量成正比的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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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依据测量原理
常见的有两类：

  时间差计量（传播速度差法）
  多普勒原理计量

 右图为丹尼尔超声波流量计
在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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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普勒超声波流量计为利用多普
勒效应工作。如附图所示其通过
对流体中颗粒与气泡的反射，使
得传输频率被线性改变。其最终
结果是发射器与接收器频率之间
的转换，该值与流速存在直接关
系。

超声波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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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波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
应定律。在电磁流量计中，测量管内的导电
介质相当于法拉第实验中的导电金属杆，上
下两端的两个电磁线圈产生恒定磁场。当有
导电介质流过时，则会产生感应电压。管道
内部的两个电极测量产生的感应电压。测量
管道通过不导电的内衬（橡胶，特氟隆等）
实现与流体和测量电极的电磁隔离。



2016-4-30 53

差压液位变送器双（法兰液位计）
电浮筒式液位
磁翻板液位计
玻璃板液位计
钢带式液位计
雷达液位计
超声波液位计
深度液位计
核辐射料位计

液位料位仪表



2016-4-30 54

差压液位变送器双（法兰液位计）

利用对测量介质的两点之间由于存在液位高度所产生
的压差进行测量的变送器仪表。
和测量阻力表几乎一样，只不过压差范围要小。
双法兰属于一种特殊的差压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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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浮筒液位计

电浮筒是根据阿基米德原理
工作的，当液位变化时，浮
筒（宽度是沉筒）所受浮力
变化，通过支点，使扭力管
受力作用后产生扭变，检测
元件检测出后，变送器功能
模块电路将测量信号经缓冲、

放大和电压/电流变换后，
输出4～20mA标准电流信号，
此时与作用在浮筒上的浮力
成正比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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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翻板液位计

磁翻板式液位变送器是以浮子内磁
钢驱动双色薄片的翻转来指示液位
的一种新型仪表。主体内磁浮子随
液位的升降而上下运动，同时驱使
主体外指示器内的双色薄片翻转，
有液位时转示红色、无液位时转示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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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板液位计

根据连通器原理，将容器内介质
液体引至外部玻璃板液位计内，
通过透明玻璃直接显示容器内液
位实际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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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带式液位计

钢带浮子式液位计

罐内有浮子，有导向绳

外壁常见的有两种液位指

示一种为带磁性的摆锤。

带磁翻板指示。

还一种是能够直接显示高

度的带数字的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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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仪表

振动监视仪表
振动轴位移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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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块状金属导体置于变化的磁场中或在磁场中
作切割磁力线运动时，导体内将产生呈涡旋状的感应电流，此电流叫电
涡流，以上现象称为电涡流效应。而根据电涡流效应制成的传感器称为

电涡流式传感器。 

当被测金属与探头之间的距离发生变化时，探头中线圈的阻值也发生变
化，阻值的变化引起振荡电压幅度的变化，而这个随距离变化的振荡电
压经过检波、滤波、线性补偿、放大归一处理转化成电压（电流）变化，

最终完成机械位移(间隙)转换成电压（电流）。由上所述，电涡流传感
器工作系统中被测体可看作传感器系统的一半，即一个电涡流位移传感
器的性能与被测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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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表

可燃气体检测仪
在线分析仪表

. 在线色谱分析

. 在线露点分析

. 在线CO2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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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气体检测器，是可燃气体检测仪是
对单一或多种可燃气体浓度响应的探测
器。可燃气体检测仪有催化型、红外光
学型两种类型。

催化型可燃气体检测器是利用难熔金属
铂丝加热后的电阻变化来测定可燃气体
浓度。当可燃气体进入探测器时，在铂
丝表面引起氧化反应（无焰燃烧），其
产生的热量使铂丝的温度升高，而铂丝
的电阻率便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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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线气体检测器原理是：
红外线被可燃气体吸收，对
面的接收检测器就接收到减
弱的红外线，同不被通过的
参比红外线接收器比较，就

可以测量实际的浓度。 

可燃气体检测器之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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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对调
节阀的定义（control valve，又
名控制阀）。调节阀由执行机构
和阀体部件两部分组成。

其中执行机构是调节阀的推动装

置，它按信号 压力的大小产生相
应的推力。是推杆产生相应的位
移。

    阀体是调节阀的调节部分，它
直接与介质接触，由于调节阀的
阀芯作用，改变调节阀的节流面
积，达到调节目的。

调节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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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阀

按执行机构划分 ：
气动执行机构 
电动执行机构
液动执行机构

.   
  气动薄膜执行机构
  气动活塞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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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构的组成有那
几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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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阀阀体一般情
况下介质流动
方向是下进上出。

调节阀阀体的结构

调节阀阀体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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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阀体种类有直通单座、
直通双座、角形、隔膜、小
流量、三通、偏心旋转、蝶
形、套筒式、球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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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阀的作用方式选择 
　　调节阀的作用方式只是在选用气动执行
机构时才有，其作用方式通过执行机构正反
作用和阀门的正反作用组合形成。组合形式

有4种即正正(气关型)、正反(气开型)、反正
(气开型)、反反(气关型)，通过这四种组合
形成的调节阀作用方式有气开和气关两种。
对于调节阀作用方式的选择，主要从三方面

考虑: 
　　a)工艺生产安全; 
　　b)介质的特性; 
　　c)保证产品质量，经济损失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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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构的正反作用
执行机构的正反作用是指：
当气信号增加时阀杆向下
移动，则为正作用。
反之为反作用。

上进气为正作用
下进气为反作用

执行机构的正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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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阀盖常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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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阀的流量特性曲线

调节阀的阀芯不一样，其
流量特性曲线，依据阀芯
大致分为四种情况：
快开
直线
等百分比
抛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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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行程常见阀芯：
a  平板型，双导向，用于两位阀
b  柱塞型， 双导向，用于直通单座
c  柱塞型， 双导向，用于直通双座
d  柱塞型， 用于角形阀。
e  柱塞型， 用于高压阀。
f\g\h   柱塞型，用于小流量阀
      f为针型阀，g为球形，h为圆柱
开槽形。

i  窗口型，用于三通合流。
J  为窗口型，用于三通分流。
K  多级阀芯，用于高压差阀
I  套筒阀阀芯， 用于套筒阀

直行程的阀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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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开和气关是针对整个执行器所说的，就是执行机构＋调节阀的
这个系统。气动信号增加，执行器流通量口径增加为气开。反之，
为气关。

调节阀气开与气关

气关                   气开                    气开                   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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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开、流闭是对介质流动方向而言，
其定义为： 在节流口，介质的流动
方向向着阀打开方向流动（即与阀
开方向相同）时，叫流开； 反之，
向着阀关闭方向流动（即与阀关方
向相同）时，叫流闭。 如简图为流
开阀，流向反则为流闭阀。

流开、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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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开故障关FO/FC

知道了调节阀的气开与气关，那么故障开与
故障关就迎刃而解。
当调节阀失气后阀位处在开位置就为气开阀，
当调节阀失气后阀位
处在关位就为气关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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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节阀的本体上经常看到下面一些符号

DN     公称通径   单位 mm
dN     阀座直径   单位 mm

PN      工称压力   单位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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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调节阀后，再看以前曾经学过孔板，
那么孔板测量流量与调节阀在施工过程中怎
么安装呢？孔板应装在调节阀

1）阀前　　　2）阀后　　3）任意位置

看看流程图大家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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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阀

开关阀的种类很多，按阀体分最常见的有蝶阀、球阀
按执行机构分：气动、电动汽缸阀
球阀
弹簧复位气缸球阀
双作用气缸球阀
蝶阀
普通蝶阀
偏心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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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气动双作用汽缸阀
从结构上看
两个进气排气孔。
一个阀位指示。
其附件最重要有：
电磁阀（这种类型一般配两位五通电磁阀）
反馈开关（状态开关）
过滤减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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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行程双气缸球阀
这种不同的是带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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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行程阀芯

a  偏心旋转阀芯
b  蝶形阀
c  球形阀芯  用于O形阀
d  球形阀芯  用于V形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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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心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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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心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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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形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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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控制

什么是简单控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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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回路：闭环回路是指既有输出控制，又有反馈信号的回路。

        系统被控对象的输出(被控制量)会反送回来影响控制器的输出，形成一个或
        多个闭环。

开环回路：开环回路是指只有输出
控制，没有反馈信号的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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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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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CONTROLLER，简称PC）。与个人计
算机的PC相区别，用PLC表示。 PLC是在传统的顺序控制器的基础上引
入了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讯技术而形成的一代
新型工业控制装置，目的是用来取代继电器、执行逻辑、记时、计数等

顺序控制功能，建立柔性的程控系统。国际电工委员会（IEC）颁布了
对PLC的规定：可编程控制器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
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它采用可编程序的存贮器，用来在其内部存贮
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通
过数字的、模拟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可编
程序控制器及其有关设备，都应按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形成一个整体，

易于扩充其功能的原则设计。 PLC具有通用性强、使用方便、适应面广、
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编程简单等特点。目前：在工业控制领域中，

PLC控制技术的应用非常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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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今后PLC将会朝着以下
两个方向发展。     
    1．灵活和小型化 ;2．高功能和大型化 
.

 PLC的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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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C的分类及功能
一．PLC的分类

1. 按结构形式分类
① 整体式

② 模块式 

分    类 I／0点数 程序容量

超小型机 64点以内 256～1000字节

小型机 64～256 1～3.6K字节

中型机 256～2048 3.6～13K字节

大型机 2048以上 13K字节以上

 按I／O点数和程序容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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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图语言

        梯形图是在原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的继电器梯形
图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图形语言。它是一种图形语言，
它将PLC内部的各种编程元件和各种具有特定功能的命令用
专用图形符号定义，并按控制要求将有关图形符号按一定
规律连接起来，构成描述输入、输出之间控制关系的一种
图形。

       目前用得最多的PLC编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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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梯形图与继电器接触器线路图区别

       继电器触接器线路图中的电气符号代表的是一个实际的物理器
件，如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或触点等，连线是“硬接线”，线路
图两端有外接电源，连线中有真实的物理电流 
        PLC梯形图表示的并不是一个实际电路，而是一个控制程序。
图中的继电器线圈以及触点实际是存储器中的一位，因此称为“软
继电器”。相应位状态为“1”，带动自己的触点动作,常开触点闭
合,常闭触点断开。相应位状态为“０”，表示该继电器线圈断电，
其常开、常闭触点保持原状态。PLC梯形图两端没有电源，连线上
并没有真实电流流过，仅是“概念”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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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功能图
      
“与”、“或”、“非”是逻辑函数的最基本的表达形式。用逻辑符

号描述的PLC梯形图为逻辑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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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

DCS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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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是分布式控制系统的英文缩写（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在国内自控行业又称之为集散控制系统。 
　　即所谓的分布式控制系统，或在有些资料中称之为集散系统，
是相对于集中式控制系统而言的一种新型计算机控制系统，它是
在集中式控制系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它是一个由过程
控制级和过程监控级组成的以通信网络为纽带的多级计算机系统，

综合了计算机，通信、显示和控制等4C技术，其基本思想是分散
控制、集中操作、分级管理、配置灵活以及组态方便。在系统功

能方面，DCS和集中式控制系统的区别不大，但在系统功能的实现
方法上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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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具有以下特点：

       (1)高可靠性 由于DCS将系统控制功能分散在各台计算机上实现，系统结构采用容错设计，因此某一台计算机出现
的故障不会导致系统其它功能的丧失。此外，由于系统中各台计算机所承担的任务比较单一，可以针对需要实现的功能

采用具有特定结构和软件的专用计算机，从而使系统中每台计算机的可靠性也得到提高。 
　　(2)开放性 DCS采用开放式、标准化、模块化和系列化设计，系统中各台计算机采用局域网方式通信，实现信息传
输，当需要改变或扩充系统功能时，可将新增计算机方便地连入系统通信网络或从网络中卸下，几乎不影响系统其他计

算机的工作。 
　　(3)灵活性 通过组态软件根据不同的流程应用对象进行软硬件组态，即确定测量与控制信号及相互间连接关系、从
控制算法库选择适用的控制规律以及从图形库调用基本图形组成所需的各种监控和报警画面，从而方便地构成所需的控

制系统。 
　　(4)易于维护 功能单一的小型或微型专用计算机，具有维护简单、方便的特点，当某一局部或某个计算机出现故障
时，可以在不影响整个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在线更换，迅速排除故障。 
　　(5)协调性 各工作站之间通过通信网络传送各种数据，整个系统信息共享，协调工作，以完成控制系统的总体功能
和优化处理。 
　　(6)控制功能齐全 控制算法丰富，集连续控制、顺序控制和批处理控制于一体，可实现串级、前馈、解耦、自适应
和预测控制等先进控制，并可方便地加入所需的特殊控制算法。 DCS的构成方式十分灵活，可由专用的管理计算机站、
操作员站、工程师站、记录站、现场控制站和数据采集站等组成，也可由通用的服务器、工业控制计算机和可编程控制

器构成。 处于底层的过程控制级一般由分散的现场控制站、数据采集站等就地实现数据采集和控制，并通过数据通信
网络传送到生产监控级计算机。生产监控级对来自过程控制级的数据进行集中操作管理，如各种优化计算、统计报表、

故障诊断、显示报警等。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DCS可以按照需要与更高性能的计算机设备通过网络连接来实现更高
级的集中管理功能，如计划调度、仓储管理、能源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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夲节结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