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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液压快速闸门自动化控制系统改造
潘卫锋
皂河抽水站）

摘要：舟绍了液压快速闸门的工作厚理以及运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ＰＬｃ在皂河抽水站的液压＿兜
速闸门中的应用为例．介绍ＰＬｃ的特点、功能以及控制系统的设计原理。对闸门自动化改造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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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２５４（２００３）０２一００２５埘

．，

ｆ／

确保闸门的可靠关闭。

０概况
江苏省皂河抽水站装设两台套大型水泵机
组，水泵选用上海水泵厂生产的６ＨＬ一７０混流泵，
配用上海电机厂生产的ｎＪ０００一７４００，８０大型同
步电动机，在国内大型抽水站上首次采用快速断
流。上游出口装有４扇工作门、４扇备用门。皂河
站采用液压快速门。工作时由柱塞油缸液压提
门，靠自重落门，调节节流阀口大小控制油缸回
流速度，达到预定的关门时间和关门速度。由于
该装置设计、安装、选型以及设备元件本身等方
面的原因，虽经几次修改与完善，做了大量工作，
但仍没能达到设计要求．给机组的安全运行带来
一定的影响。本文以一扇工作门为例，介绍ＰＬｃ
在闸门自动化改造的应用情况。

围ｌ快速液压闸门工作原理图

２运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油压启闭机设计的主要工作原理

ａ．原设计考虑的是程序开机，使得闸ｆ Ｊ控制

液压启闭机系统原理见图ｌ所示。

盘二次接线复杂、零乱，继电器动作不可靠．经常

开机时主机真空开关合闸，油泵启动。当主

造成控制紊乱，特别是控制系统的控制电源有直

机运行达到同步转速时，提闸门电磁阀①动作，

流２２０Ｖ、１１０Ｖ、４８Ｖ、２４Ｖ等多种电压等级，端子

操纵液控单向阀②动作，开启闸门，由闸门测控

排布线过于拥挤，使不同回路不同电压等级之间

仪控制闸门的开启高度，至金开位置停止；也可

无法进行有效的隔离，很不安全，给检查维修也带

手动操作闸阀③提门，运行时由于油缸渗漏等原

来极大不便。

因，闸门下降至一定高度时，油泵自动启动提升
闸门，至全开位置，油泵停止。

ｂ．闸门位置控制元件选择不合理。
原闸门位置控制元件选用干簧管，后改为机

停机时落闸门电磁阀④动作，落闸门液控阀

械式行程开关，由于闸上升时的晃动和其它原

⑥打开，闸门靠自重下落关闭，若工作门自动失

因，动作都不可靠，闸门下落时速度较快和晃动

灵，备用门经延时下落，也可手动打开闸阀⑥。以

较大，容易损坏行程开关。

作者简介：潘卫锋（１９７１．１２一），男．皂河抽水站工程师，从事大型泵站技术改造、维护、运行、管理工作，研究方向为泵站综合自动化：ｆ
苏省宿迁市（２２３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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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电磁阀件属于精密元件，对系统用

一２２０Ｖ，电磁阀、闸门测控仪输入ＰＬｃ电压为一

油质量要求较高，由于机组运行时常用手动提

２４Ｖ，有效解决了原继电器屏电压等级多而杂乱

门，自动提门不可靠，所以电磁阀的动作次数较

的状况。

少．经常发生电磁阀阀芯卡死、拒动现象，也是闸

都有一个转换开关，转换开关有三个位置，分别

门自动化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３

是提门、自动和落门，分别有一个紧急落门按钮，

ＰＬＣ的应用

在紧急情况下快速落门使用，这样设计使工作人

根据闸门自动化的要求，采用日本ｏＭＲＯＮ
公司设计生产的ｓＹＳＭＡｃ ＣＱＭｌ

ｅ．在ＰＬｃ屏上，每台机组的工作门和备用门

０ＭＲＯＮ ｃＰｕ２ｌ

可编程控制器取代原来启ｆ司机的继电器屏。用闸
门测控仪代替行程开关、更换系统压力油、清除
系统油泥等措施，对闸门自动化系统进行改造。
ａ．ＰＬＣ的特点。
ＰＬＣ是一种基于工业电器控制而设计的自动化控
制产品．以其功能强、成本低、编程简单、体积小
的特性．特别是其自身的高可靠性和适应工业恶
劣环境的能力，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它作为
一种自控产品与机械、液压设备相结合，表现出

ｒ——————————…１—１

员容易掌握操作和实现远程控制。

油压启闭机操作程序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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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２油压启闭机操作程序

更大的灵活性和可靠性，在泵站自动控制中以
ＰＬＣ作为其控制系统核心，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机

主机开机时．主机真空开关合闸，给ＰＬｃ输
入一开关量，ＰＬｃ启动压油泵，并输出一２４ｖ至提

控制功能：闸门控制方式主要有集中控制和

门电磁阀使其动作，开始提工作门。当工作门升

现地控制两种方式，集中控制方式又分为自动控

至补油位置，补油闸门测控仪动作，输出一开关

制和手动控制，由转换开关进行转换。正常运行

量至ＰＬｃ停备用油泵，闸门开至全开位置，停主

于自动控制方式，启闭机按照设定逻辑关系顺序

油泵，ＰＬＣ上工作门全开位置灯亮。正常运行后，

动作，手动控制方式在检修、调试时使用。

由于管道内泄等原因．．使闸门下落至补油位置，

显示功能：闸门各点位置的动作情况在控制
柜面板上均有相应指示灯显示。油泵运行、管道
压力、闸门开高等在上微机上均有显示，且越限
时有声光报警。
保护功能：ＰＬＣ输入端与闸门测控仪相联．保
证工作门与备用门互锁。与压力继电器相联，防
止油泵过载。

ＰＬＣ得到输入信号启动主油泵和控制油泵，提闸
门至全开位置．停主油泵和控制油泵。
主机停机时．主机真空开关分闸。ＰＬｃ输出一
２４ｖ至工作门落门电磁阀，使其动作落工作门，至
全关位置，ＰＬｃ屏上全关位置灯亮。
ＰＬＣ与微机连接，闸门位置信号输入微机，微
机显示闸门位置，使闸门位置得到较好监控，三

ｃ．硬件设计：控制装置由２个动力柜（现场）

台启闭机压力油泵和一台辅助油泵开启、关闭信

和一个ＰＬｃ控制柜（中央控制室）组成。系统选用

号输入微机，各油泵启动在微机上直接显示信

ｓＹｓＭＡｃ

ｃＱＭ Ｊ ０ＭＲＯＮ可编程控制器。其由电

源模块（ＰＡ２０３）、ｃＰｕ模块（ｃＰｕ２１．Ｅ）、Ｉ，ｏ输入
和输出模块等组成。其中ＣＰｕ模块配有一个内装

号。便于工件人员对油泵运行监控。皂河抽水站
监控系统示意见图３。
ｆ

ＰＬＣ控制系统设计。

的Ｒｓ－２３２ｃ端口，可直接与计算机、可编程终端、

系统分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采用梯形

打印机或其它设备连接。Ｉ／０点数最多１２８点．输

图编程。其电气原理图如图４所示．闸门梯形图

入信号有：按钮、真空开关辅助触点、转换开关、

见图５。

闸门测控仪、压力继电器等。输出信号有：接触
器、电磁阀、指示灯等
ｄ采用一２２０Ｖ、一２４Ｖ输入．ＰＬｃ工作电压为

输入和输出各个定义号解释如见表】。
现将ｌ＃主机１＃工作门自动控制原理介绍
如下（括号内为梯形图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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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开触点闭锁），Ｐ０３ＺＪ动合触电闭合，Ｐ０１ＺＪＡ、
ＰＯＩＺＪＢ、１９０１ＳＪ线圈带电（继电器Ｈ１０００的另一常
开触点闭合，继电器Ｈ０４１０、Ｈ０８００、’Ｆ００８得电，
Ｈ０４１０、Ｈ０８００是分别启动闸门主油泵和控制油
泵继电器），Ｐ０１ＺＪＡ、Ｐ０１ＺＪＢ分别启动闸门主油
泵和控制油泵继电器。Ｐ０１ＳＪ延时闭合触点启动
Ｐ０２ＺＪＡ继电器．Ｐ０２ＺＪＡ是启动备用油泵继电器
（Ｔ００８延时闭合触点启动Ｈ０４１１继电器，Ｈ０４１

１

是启动备用油泵继电器）。Ｐ０３ＺＪ另一触点经过
Ｐ０４／Ｊ动分触点启动ＰＤＦ７线圈（Ｈ１０００另一触点
经过Ｈ１００１得常闭触点启动Ｈ０４０９线圈），油泵
围３皂河抽水站监控系统图

卸荷电磁阀动作．闸门主油泵和备用油泵卸荷起
动。Ｐ０２ｓＪ延时闭合触点延时闭合，Ｐ０４ＺＪ带电，
手动

Ｐ０４ＺＪ动分触点打开．ＰＤＦ７线圈失电（时间继电
器Ｔ０００经过延时。其常开触点闭合，继电器
Ｈ１００１得电，Ｈ１００１的常闭触点断开，Ｈ０４０９线圈
失电），油泵卸荷电磁阀返回．启闭机油压建立。
Ｐ０４ＺＪ接点闭合．经过ＰＺＪｌ动分触点和Ｐ８０ＺＪ动
分触点使ＰＤＦＩ线圈带电（Ｈｌ００１的常开触点闭
合，继电器Ｈ０４０３得电．即提门电磁阀动作），提
门电磁阀动作，开始提１＃工作闸门。

芸亘嚣瓣互静
斑西

围４闸门电气原理图

工作原理：转换开关５０１ＫＫ打到自动位，⑤
和⑥接通（梯形图上的Ｈ００１４闭合），此时１＃主
机真空开关合上后，其动分触点ＤＬ断开．ＰＫＺＪ
线圈失电（即常闭触点Ｈ０２０４断开，ＰＬＣ内部继
电器Ｈ１０１１失电），ＰＫＺＪ动分触点返回闭合（继
电器Ｈ１０１ １的常闭触点闭合），Ｐ０３ＺＪ和Ｐ０２ＳＪ继

囤５闸门ＰＬＣ梯形图

电器得电，ｅ０３ｚｊ动合触点经过Ｓ０１ＫＫ⑤和⑥闭

当闸门提升到补油位，Ｐ０５ＺＪ动作，经过

锁（即继电器Ｈ１０００和Ｔ０００得电，经过Ｈ１０００的

Ｐ０３ＺＪ动合触点使ｎＺＪ线圈带电，ＰＴＺＪ动分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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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点打开（到补油位，Ｈ０００２闭合，继电器Ｈ１００２得

当ｌ＃主机真空开关跳闸后，其动分触点ＤＬ

电，其常开触点闭合，由于正在提门状态，继电器

闭合．ＰＫＺＪ线圈带电（主机跳闸后，Ｈ０２０４闭合，

Ｈ１０００的常开触点闭合：继电器Ｈ０８０１线圈得

主机开机继电器Ｈ１０１１得电，其常开触点闭合），

电，其常闭触点断开．备用油泵继电器Ｈ０４１ｌ失

ＰＫＺＪ动合触点闭合：转换开关５０１ＫＫ在自动位，

电），备用油泵停止工作。

⑤和⑥接通；０６ＺＪ线圈带电，其动合触电闭合；落

当闸门提升到全开位，Ｐ１１ｚＪ线圈带电，

门电磁阀ＰＤＦ３线圈带电（在自动位，Ｈ００１５闭

Ｐ１ＩＺＪ是１＃机工作闸门全开位置继电器．Ｐ１ＩＺＪ

合，则继电器Ｈ１００４得电，其常开触点闭合；落门

动分触点打开，Ｐ０１ＺＪＡ、Ｐ０１ＺＪＢ、Ｐ０２ＺＪＡ线圈失

电磁阀继电器Ｈ０４０５得电），落闸门液控阀打开，

电（当ｌ＃机１＃、２＃工作门都到全开位时．Ｈ００００、

闸门靠自重下落关闭。

Ｈ０００１触点闭合，继电器Ｈ０３１３得电，其常闭触

５结语

点断开，Ｈ１０００线圈失电，其常开触点断开，主油
泵和控制油泵继电器Ｈ０４１０和Ｈ０８００失电，同时

应用ＰＬＣ控制泵站油压启闭机，具有控制简

时间继电器’Ｉ＇０００也失电），油泵停止工作。Ｐ０４ＺＪ

单、操作维护方便、性能超群、工作可靠等特点．

动合触点返回，ＰＤＦｌ线圈失电（由于时间继电器

减轻了运行值班人员的劳动强度，保障了设备的

瑚０失电，Ｈ１００１失电，提闸门电磁阅Ｈ０４０３失

安全运行．满足液压快速闸门自动化控制的要

电），提闸门电磁阀返回，闸门停止提升。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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