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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水闸纠偏运行的计算机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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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水闸纠偏运行的计算机监控系统、液压水闸纠偏运行控制系统的纠偏原理和控

制模式。水闸纠偏监控系统整体结构上采用开放式分层分布式计算机系统。该系统的研制成功进一
步推进了水闸管理的现代化和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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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两端油缸中的活塞同步运动，使闸门保

引言

持水平地升降，是保证水闸安全运行的具有现实

大中型水闸是水利枢纽工程中的重要设施，

意义的课题。

在防洪、抗旱、供水等应用中，起到关键作用。这

随着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近年来

些水闸的启、闭运行往往采用闸门液压顶升方式。

计算机监控技术在水闸运行管理中得到越来越多

闸门两端各设置一个液压油缸，油缸活塞分别与

的运用１１”，然而液压水闸纠偏运行问题还是一

闸门横梁的左右两端连接在一起，由液压启闭控

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好液压水闸纠偏运行

制系统控制液压油缸中活塞的运动，带动闸板作

问题，需从液压启闭系统和计算机监控系统两方

升降运行。由于油缸以及油路中各个设备的尺寸

面着手，提出新的整体解决方案。本文介绍的液

和运行状态在制作、安装和使用过程中产生差

压水闸纠偏运行的计算机监控系统，是一种简便

异，使得闸门两端油缸活塞运动不能确保同步，

有效的解决液压水闸纠偏运行问题的方法，可以

造成闸门由于左右两端升降速度不同而倾斜。当

进一步提高液压水闸运行管理的自动化水平。

倾斜达到一定程度时，闸门的横梁等构件会与控
制闸门的导轨等结构发生摩擦或碰撞，影响水闸
的正常运行。严重时闸门横梁、导轨等构件和结
构建筑被损坏，造成事故。因此，保证闸门在升降

１

系统的总体结构
该系统为开放式分层分布式的计算机系统结

构，见图１。

图１闸门计算机监控系统结构
基金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郭加宏（１９６６ ７一）男，浙江蠕兴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泵站综台自动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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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底层由液压起闭机、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左或右超的指令，分别使闸门左或右端油缸中的

闸门开度仪、Ｐ ｒｏｆｉｂｕ ｓ—ＤＰ总线、自动化单元

活塞减速和加速运动，纠正闸门左或右超。液压水

（ＰＬＣ）组成。在每扇闸门的左右两端各安装了

闸纠偏运行的控制系统在闸门启、闭运行过程中

一套闸门开度仪，采集各闸门运行的开度，各开

通过执行左超和左超纠偏，使闸门左右两端油缸

度仪采集的信号经过接口接人Ｐｒｏｆｉｂｕｓ—ＤＰ现场总

活塞保持同步升降，实现闸门的水平升降运行。液

线。自动化单元（ＰＬＣ）通过ＤＰ接口采集各编码器

压水闸纠偏运行模式的运行流程，见图２。

信号，进而计算出各闸门的实时开度以及闸门左
右两端的开度差值。计算出的开度值存放于ＰＬＣ
内规定的存储单元中，供ＰＬＣ程序需要时调用。
ＰＬＣ根据预先设定的运行控制程序，向液压起闭
机发出运行指令，控制闸门各项启闭运行动作。
实时精确地测得闸门升降时闸门左右两端开
度是实现闸门纠偏运行控制的关键。系统采用恒
力弹簧钢丝绳收绳机构和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组成
的闸门开度仪来测量闸门的开度。钢丝绳的伸缩
长度，由编码器转换为二进制码输出，测量精度可
达０．２ｍｍ，完全满足闸门纠偏控制的要求。各绝
对值编码器的信号通过Ｐｒｏｆｉｂｕｓ—ＤＰ现场总线传送
给自动化单元（ＰＬＣ）。Ｐｒｏｆｉｂｕｓ—ＤＰ是符合国际
标准Ｅｎ５０１７０，开放性的传输速率快的现场总线
协议，在１００ｍ以内，网络速率可达到１２Ｍｂａｕｄ，
自动化单元（ＰＬＣ）通过Ｐｒｏｆｉｂｕｓ—ＤＰ接口采集各
编码器信号，满足系统实时计算各闸门的开度，控
制闸门执行纠偏运行的要求。

图２液压水闸纠偏模式运行流程

系统设定的液压水闸纠偏运行模式根据水闸
安全运行的控制要求，按闸门左右两端高度偏差

系统上层由主控制级监控计算机与网络通讯

△Ⅳ控制范围要求，设置纠偏启动偏差值△Ｈ、纠

和服务设备组成。主控制级监控计算机与各自动

偏结束偏差值△岛、停闸纠偏偏差值△且和停闸处
理偏差值△鼠等四个控制性偏差值。

化单元通过以太网（ＴＣＰ／ＩＰ）进行通信，对整个
闸门系统的运行进行实时监视、控制和管理。整

当闸门左右两端高度偏差达到纠偏启动偏差

个系统可以很方便地根据需要进行扩充，在以太

△Ⅳ，时，计算机监控系统启动纠偏机构执行纠

网上还可以增设其它的计算机和设备等。系统还

偏，在闸门升降运行的同时，使闸门左右两端高度

可以作为子系统与上级水利部门计算机连成局域

偏差缩小；待闸门左右两端高度偏差小于纠偏结

网（ＬＡＮ），向上一级计算机管理系统提供数据信

束偏差值△岛时，即自行停止纠偏。当启动纠偏

息，接收上级管理部门的调度控制：也可以与

机构执行纠偏后，由于某些故障原因，闸门左右两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或公共信息网络相连，向公共信息

端高度偏差没有缩小．甚至于进一步增大，达到

网络提供资料信息服务。

停闸纠偏偏差值△鹄时，计算机监控系统立即停

２

系统的纠偏原理和控制模式

止闸门升降运行，保持纠偏机构继续执行纠偏来
缩小闸门左右两端高度偏差。如果闸门左右两端

系统在液压起闭机中分别设置了专门用于纠

高度偏差缩小到小于停闸纠偏偏差值△麒，恢复

正闸门左超和右超的纠偏机构。左超表示在闸门

闸门升降运行，并继续执行纠偏，待闸门左右两端

启、闭运行过程中，闸门左端高于闸门右端超过预

高度偏差小于纠偏结束偏差值△届时，即自行停

定值；右超表示在闸门启、闭运行过程中，闸门右

止纠偏。如果达到停闸纠偏偏差值△且后，闸门停

端高于闸门左端超过预定值。

止升降，纠偏机构继续执行纠偏仍无法缩小闸门

闸门在启、闭运行过程中发生左或右超时，

左右两端高度偏差，当闸门左右两端高度偏差达

自动化单元向纠正左或右超的纠偏机构发出纠正

到停闸处理偏差值△儡时，计算机监控系统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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