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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密封实验台流体温度控制系统
孙泽刚１，陈次昌２
（１．四川理工学院，四川自贡６４３０００；２．西南石油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５００）

摘要：为了方便地控制机械密封实验台流体的温度，运用单片机作为主控机，设计了一套流体温
度控制系统。主要介绍了机械密封流体温度控制的基本原理，并建立了机械密封流体温度控制的
数学模型。系统软件的设计采用Ｃ语言，通过ｃ５ｌ编译器将ｃ程序转化为汇编语言程序。对该控

制系统进行了仿真。设计结果表明，该方案是可行的并适用于其他温度控制系统，为机械密封实验
台的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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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是工业对象中主要的被控参数之一。例

密封的泄漏与流体的温度有直接的关系‘“。

如，在冶金、化工、机械、食品等各类工业中，广泛使
用各种加热炉、烘箱、恒温箱等，均需要对温度进行

１流体温度控制原理

控制。而在进行机械密封泄漏量测试的试验中，由
于试验要求流体的温度要恒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为
此就要设计一套流体温度的智能控制系统。

机械密封温度控制器的结构框图如图ｌ所示。
该控制器具有温度控制和定时两大功能，用户可设

针对试验要求，利用单片机为主控机，设计了一

置恒温温度。本系统在启动后．它能按实测温度和

套温度控制系统。许多温度控制系统的被控对象结

设定温度来控制单向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控制加

构各不相同，例如加热方法及燃料不同，有煤气、天

热管的加热功率，使温度保持在设定值。同时，当密

然气、油、电，等等。但是就其控制系统本身的动态

封腔的流体温度达到或接近设定值，开始定时计数。

来说，基本上都属一阶纯滞后环节，因而它们的控制

定时时间到，自动切断电源。如果密封腔流体的温

算法基本相同。本实验台控制的是水的温度。机械

度下降而低于设定值时，单片机会发出信号接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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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这里就要牵涉到计算方法的问题，我们在后
面说明。按显示标志（由键操作决定）把计算的温
度值或剩余定时时间转换成显示码送到显示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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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采样的温度实际值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如果其值

取得最小来确定妒（ｘ）。这就是数据｛（气，扎）ｌ墨。的

超过设定值的４０％。就认为温控系统失效，发出报

最小二乘拟合。根据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欲使

警信号。每隔３ ８，计算温度的有效值死（由６次采

易（。。，啦）为极小，必须有

样的即时值经计算得到）与设定温度值之差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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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唯一解瓦，二，，并且瓦，；；使Ｅ：（。。，啦）达到极小，
函数妒（ｘ）＝瓦＋二，ｘ称为数据｛（茸，扎）｝墨．的最小
二乘拟合，而
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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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数据｛（ｔ，ｙ．）｝卫。的最小二乘拟台的温度采样
有效值的方程”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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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控制系统的仿真
该控制系统设计可以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行

仿真。具体的方法是，通过给系统输入一个阶跃信号
检测系统是否稳定。操作步骤如下：
１）让系统处于手动操作状态，将被调量调节在
图３主程序流程图

中断处理程序中，外部中断Ｏ和定时器哟中断
相配合，完成同步输出双向可控硅触发脉冲。定时
器Ｔ１的周期为１０ ｍｓ，它完成显示扫描、键盘输入

给定值附近，并使之稳定下来。然后突然改变给定
值，给对象加一个阶跃输入信号。
２）用记录仪表（也可用计算机测量）记录被凋
量在阶跃输人下的整个变化过程的曲线（见图４）。
１·

和０．５ ｓ定时等功能。

１．

３．４采样的温度数据处理

在该系统中，传感器的信号是一个波型信号，所
以我们必须要多采样几个点进行数据拟合运算出其

１－

墨仉
０

ｏ．

有效值瓦，利用％来近似表示。在科学研究和工程

ｍ

中，有很多计算这些采样点有效值的方法，在这里我

０

们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该采样的温度的有效值。下

。厂－ｊ
川ｓ

面简单介绍这种计算方法。
假设由观察或检测得到一组数据（嘶，扎），（ｆ＝
１，２，…，ｍ），取
妒（ｘ）＝口ｏ＋ｎ｜￥＋…＋Ⅱ。ｚ４
这里，ｎ《ｍ，例如，ｎ＝ｌ。在这里并不要求妒（ｔ）＝
ｙ。（ｆ＝１，２，…，ｍ），而是令ｒ（≈）＝妒（气）‘一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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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阶跃输入的变化曲线

３）在曲线最大斜率处做切线，求得滞后时间ｒ、
被控时间常数０以及它们的比例ｔ／ｒ。

４）由控制度、求得的ｒ和ｔ及它们的比ｔ厅，由
表１即可得数字控制器的Ｋ，正，Ｌ及采样周期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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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

表１按扩充响应曲线法整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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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流量的控制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该系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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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不仅针对温度，对其他控制系统的设计，例如压

ｒ

控制度控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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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效果好，运行稳定。采集的数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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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５５ｒ
●
０．６５ｆ

０．８２ｆ

孙泽剐，陈次昌，黄泽沛，等机械密封实验台数据采
集系统研制［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５，２３（２）：４５～４８．

２

李科杰．新编传感器技术手册［Ｍ］．北京：国防工业
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

４结论

周立功．增强性８０ｃ５ｌ单片机速成与实战［Ｍ］．北
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

介绍了机械密封流体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过
程：一是介绍了控制原理，二是建立了该温度控制系

统的数学模型，三是设计了系统软件。温度控制是
很多行业都要涉及到的，控制的方法有多种，但是其
方法及经济性不尽人意。笔者介绍的温度控制系统

马忠梅，籍顺心，张凯，等大学单片机的ｃ语言
应用程序设计［Ｍ］．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５

先锋工作室．单片机程序设计实例［Ｍ］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

林成森．数值计算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ｌ

的设计方法及设计时采用的单片机体观了其经济性
和实用性，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本系统的设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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