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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根据热连轧精轧机组 HAGC (液压自动厚度控制系统 )液压泵站控制系统连续工作时间

长、可靠性要求高、信号复杂的特点 ,以 ABB公司 AC800M型 PLC为基础 ,对液压泵站的硬件构成、

工作过程和程序结构进行设计。该液压泵站控制系统控制精度高、可靠性强 ,完全满足连轧机液压

泵站控制要求 ,已经成功通过模拟调试 ,并将应用于生产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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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applica tion of a PLC2ba sed con trol system

for use w ith the hydraulic sta tion of hot str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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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tom atic Control D ept of B 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 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eatures of a hydraulic station control system for hot strip to keep working for

a long time with high reliability and comp lex signals, the paper p resents the design of the relevant hard2
ware structure, working p rocess and p rogram structure app licable to the hydraulic pump st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AC800M controller p rovided by ABB Co. L td. This control system is p rovided with high ac2
curacy and reliability, which can satisfy the control requirement of any hydraulic pump station for a hot2
strip m ill. The system has passed simulation debugging and comm isioning and is going to be used in p ro2
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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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自动化控制水平的进步 , PLC已经广泛应

用于机械制造、冶金、矿业、轻工等各个领域。由于

PLC具有结构简单、编程方便、抗干扰能力强、高可

靠性、系列化等优点 ,已经取代传统的继电接触控制

系统及模拟控制系统 [ 1 ]。在热连轧生产线中 ,液压

泵站控制系统是 HAGC (液压自动厚度控制系统 )

系统一个重要的功能部件 ,同时肩负着辊缝、压下

量、厚度的信息显示任务 ,其运转质量直接影响轧机

能否正常生产。如何在保证可靠性的前提下 ,不断

提高液压泵站控制系统的性能 ,成为系统设计的一

条重要准则 [ 2 ]。

1　热连轧泵站系统

　　液压泵站为连轧机短行程 HAGC油缸提供油

源 ,保证液压站长期不断地提供动力 ,并使泵站系统

可靠运行 (油缸压力 28 MPa,油液流量 250 L /m in,

液压油温度在 38～41 ℃范围内 ,并尽可能减少扰

动 )。由于该泵站控制系统为连轧生产线上 4个轧

机提供动力 ,并且油路较长 ,分散消耗的系统压力较

大 ,因此采用 4台主泵 (其中 3台使用 , 1台备用 )来

解决系统动力问题 ;同时提供 3台辅泵 (其中 1台作

为预过滤泵使用 ) ,利用辅泵可以净化介质、控制油

温和液位。整个泵站系统共有电动机 7台、伺服泵

4台、螺杆泵 3台 ,卸载阀 7个 ,吸入阀 7个 ,滤油器

7个 ,蓄能器 6个 ,并有多个需要监控的温度、液位

及压力信号。由此可见 ,液压泵站系统中涉及的被

控量较多 ,输入 /输出信号较为复杂 ,并且系统要求

的控制精度高 ,可靠性强。系统以 ABB 公司的

AC800M型 PLC为基础 ,对液压泵站的硬件构成、工

作过程和程序结构进行了设计。

2　泵站控制系统构成与功能

　　液压泵站控制系统是保证整个生产过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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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部分 ,将通过以太网与整个主轧机 HAGC系

统进行通讯 ,并通过 HM I进行监控。液压泵站控制

系统与 HAGC控制系统的关系示意图如图 1所示。

图 1　连轧 HAGC控制系统

2. 1　系统硬件组成及特点 [ 3, 4 ]

AC800M型 PLC具备弹性化、模块化、轨道化、

快速化的特点 ;具有多个 I/O接口 ,并可运用 PRO2
F IBUS - DP进行扩展。设计使用的液压泵站控制

系统的组成如图 2所示。

图 2　液压泵站控制系统硬件组成

　　1) PM860处理器 : CPU 是管理控制的核心 ,包

括 MPC860微处理器、系统和用户储存器、外设接

口、I/O总线接口等。CPU采用巡回扫描的方法进

行系统诊断、程序编译和通讯管理。

2)通讯模块 :是基于 PROF IBUS - DP总线的智

能通讯接口 ,包括一个 CPU 连接起来的主模块

(master) ,若干个基于 PROF IBUS - DP通讯的子模

块 ( slave)。

3)基本的 I/O模块 :包括总线通讯接口、I/O模

块和模块终端单元。用户需要送入控制器的各种信

号将通过这些模块进出 CPU。选用的模块有

D I810、D I821 两种数字信号输入模块 ; DO810、

DO820两种数字信号输出模块 ; A I810模拟信号输

入模块。

4) SD823电源 :能够为整个系统 ( CPU、I/O 模

块、通讯模块 ) 提供可靠的电源 (可选择 115 V或者

230 V)。

212　控制系统软件设计与实现

在进行泵站控制系统设计的过程中 ,一个不可

缺少的步骤是根据生产的工艺过程分析控制要求。

如 :需要完成的动作 (动作顺序、动作条件、必须的

保证和联锁等 )、操作方式 (手动、半自动、自动 )等。

对于较复杂的控制系统 ,需绘制系统控制逻辑图 ,以

清楚表明动作的顺序和条件。泵站控制系统的软件

编程通常采用梯形图语言 ,其特点除了形象、直观和

实用之外 ,还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每条指令的条件与

结论表现的十分清楚。因此系统的逻辑设计也就成

为整个控制系统设计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213　泵站启 /停控制系统基本要求

1)软件中 4个主泵地位是平等的 ,当操作工启

动了 3个主泵之后 ,第 4个泵即为备用泵 ,备用泵是

无法自动启动的。需要时 ,操作工可以停止故障泵

后启动备用泵 ;

2)在主泵启动之前 ,必须首先启动过滤 /冷却

泵 ;

　　　3)卸载阀在主泵启动与停止的过渡过程中

均需吸合 ,在主泵稳定工作时需要去电 ;

4)在同一时刻 ,系统只允许 1台主泵启动。

由于主泵电机的功率较大 ,为了有效防止电流过

载 ,在系统设计时 ,采用 5 s之内互锁 ,禁止其他

主泵启动的方式来解决过载问题 ;

5)系统压力太低时将产生停泵信号 ,此时所

有的液压泵必须停止 ;

6)油温 < 35 ℃时 ,加热器打开 ;油温 > 40 ℃

时 ,加热器关闭。同样 ,油温 > 48 ℃时 ,冷却器打

开 ;油温 < 42 ℃时 ,冷却器关闭 ;油温 ≥54 ℃时 ,切

断主泵并向操作台报警。

214　控制逻辑

图 3以 #3主泵为例 ,控制启停控制的基本要

求 ,详细设计了主泵启动时的逻辑控制关系 ,并作了

说明。其余主泵启动的逻辑控制关系与此相同。

图 3　主泵 #3启动时的逻辑控制图

　　主泵 #3启动信号的输出是以主泵 #3启动命令

的发出为条件的。而主泵 #3启动命令要符合以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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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件 : 1)主泵 #3启动要求的锁定 ; 2)主泵 #3启动

的系统许可 ; 3)需要确定系统没有发出急停信号。

主泵 #3启动要求的锁定需满足 : 1)本地 /远程

选择开关打开情况下主泵 #3本地启动命令 ,或本

地 /远程选择开关关闭情况下来自 HM I的主泵 #3启

动命令 ; 2)主泵 #3不处于备份状态 ; 3)主泵 #3启动

的系统许可 ; 4)系统没有发出急停信号。

主泵 #3的系统许可包括 : 1)主泵 #3吸入阀打

开 ,这是保证油路通畅的基本要求 ; 2)循环泵运行 ,

表示油液的预处理过程正持续进行 ,这是油液符合

使用标准的必要条件 ; 3)未检测到由于系统压力太

低而造成的停泵信号。系统在进行正常运行状态时

开始采用计时器的方式 ,确定 30 s时间 ,再启动系

统压力检测开关 ,以保证其测量数据的有效性。4)

没有其他处于启动过程的主泵。系统需要确定有没

有其他主泵正在启动。如主泵 #1的启动过程 ,是靠

一个锁定节点来表示的。用主泵 #1的启动命令将

主泵 #1启动过程节点锁定 ,并同时启动计时器。当

计时器计时达到 5 s时 ,也就是主泵 #1的启动过程

已经结束时 ,就可以将节点解锁。实际上是采用了

计时器和锁定节点 ,保证了在一个主泵启动的过程

中禁止其他主泵的启动。

3　程序设计

　　设计良好的泵站控制系统 ,其功能的强弱 ,效果

的好坏是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共同决定的 ,采用

ABB公司提供的 Control Builder M Professional的编

程环境 ,运用梯形图语言进行编程。图 4给出了在

Control BuilderM Professional软件中硬件的配置结

构与编程窗口。

按照上述的控制逻辑 ,充分考虑泵站运行时的

各种状态以及启停系统的工艺要求 ;充分估计可能

出现的情况 ,针对液压泵站中主泵启停既有条件互

锁 ,又有时间控制 ,同时还要考虑液压油温度、清洁

程度、吸入阀、卸载阀状态等问题 , 运用 Control

BuilderM Professional软件提供的 Ton、Tof等内部函

数进行解决。

图 4　硬件的配置结构与编程窗口

4　结束语

　　该液压泵站控制系统已经通过模拟调试 ,并将

在轧钢厂投入使用 ,试验结果表明 :整个软硬件系统

构成合理 ,性能优越可靠 ,满足液压泵站启停逻辑控

制的要求 ,同时也达到了温度和液位等辅助控制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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