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应用实例 

一、 定量装车系统 

1.全自动定量装车仪 

>>简介 

SP-ZC800 全自动定量装车仪，是珠海市摩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研制的新一代液态物料

自动装车控制设备，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液态物料的定量装车控制，尤其适用于液态化工产品、

石油制品的装车和装桶，是液态仓储行业的理想选择。 

SP-ZC800分为上位机和下位机两大部分。 

上位机选用工控级名家电脑，配以名牌开发软件、组态软件开发的应用软件，可实时监控、动态显示多达 128

台下位机的工作状况，可以进行参数设置、数据建库和查询、报表打印、库存管理、票单挂失等操作，如有必要，

也可实现对全部下位机现场无人化的远程操作。 

下位机以最新型的西门子 PLC 为中心控制部件，精选工控文本显示器为主显示部件，并加入了自带加密卡的非

接触式 IC 卡读写器(可选)，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单片机类装车仪稳定性差的先天不足，具有高可靠性、高精度、高

智能、功能强大、操作简便等优秀特点。本机可以同时对两路鹤位进行装车控制，控制精度在±1kg 以内；具备温

度补偿，自动进行体积微元向质量微元的转换；自动跟踪流量变化设定细装门限值，实现了对两段阀门的最优化控

制，既满足了精度要求，又保证了装车效率；能够区别 254种不同物料及其纯度，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的工业液态产

品的定量装车控制，从而更为全面地适应了当代复杂的仓储要求；可以对现场仪表提供高达 200W的直流供电电源；

采用隔爆式结构，安全方便；操作键位只有 16个，在同类机中最少，操作简洁，界面友好，提示信息丰富；溢流、

静电接地安全联锁，故障自动检测，掉电保护，暂停急停齐全；两级密码登录方式，既可本地操作，也可远程操作；

维护方便且可以实现免维护，极大地减少了停工时间。 

基本结构如下：  

 

 

 

 

 

 

 

 

 

 

 

 

>>下位机技术指标 

控制鹤位：A、B，共 2位 

供电电源：220VAC，2A，50HZ 

主显示器：4*12汉字文本，单色背光，中英文，有效区域 104mm*39mm 

操作键位：单鹤位 14个，双鹤位 16个，20mm*10mm槽形 10个，φ 20mm圆形 4个 

PLC 控制系统 IC 卡系统 文本显示器 

电源 PROFIBUS 通讯网络 

上位机 防爆接线箱 

现场仪表 



IC 卡系统：可选 

流量输入：2路 0-10KHZ脉冲，幅度 5-30V，体积流量计，体积当量 1.0-999.9个脉冲/L 

温度输入：2路 0-10V电压，温度变送器 

开阀输出：2路各两段每段 1A共 4A，24VDC 

阀开回讯：2路各两点共 4点，常开触点，载流≥20mA 

控泵输出：2路触点，220VAC，额定 2A，浪涌 7A，接通开泵激励电源或其它激励回路 

静电接地：2路各 1个，常开或常闭触点，载流≥20mA 

装车溢出：2路各 1个，常开或常闭触点，载流≥20mA 

仪表电源：24VDC1A或 12VDC2A 

单次装车：装车量 0-99999kg，控制误差优于±1kg，装车误差取决于现场仪表精度和参数输入准确度，本机附加误

差优于±1个脉冲体积当量的转换质量。 

报警方式：文本显示，警灯 

工作方式：24小时连续，封停/本地/手动/远程 

通讯方式：PROFIBUS标准总线 

本机自检：静电接地不良，装车溢出，非法参数，回讯错误，流量过低等 

环境温度：-20℃～40℃ 

相对湿度：不大于 95％ 

防爆等级：ExdIIBT4 

安装方式：壁挂式 

出线螺口：4个，规格 1″ 

安装附件：防爆接线箱，带电源开关，进线螺口 4个，规格 1″。出线螺口 14个，规格 3/4″ 

外形尺寸：510mm×400mm×132mm(高×宽×厚) 

重    量：24kg 

 

2.溢油静电保护器 SPA-S-II（一体型） 

 

>>适用范围 

1、  需单独使用防溢保护或静电接地保护的灌装控制系统； 

2、  铁路灌装等集中式控制的场合。 

>>工作原理 

1、SPK-SA 型防溢控制器：通过液位开关监测液位状况，当液位超过设定的安全位置

时立即输出报警信号，供第三方使用。同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供现场人员及时了解

系统工作状况。 

2、SPC-SA 型静电接地控制器：通过静电接地夹自动检测罐车的接地状况，罐车与接地桩之间的回路电阻超过规

定阻值后立即输出报警信号，供第三方使用。同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供现场人员及时了解系统工作状况。 

>>性能特点 

1、  防溢控制器和静电接地控制器分体设计，可独立安装使用； 

2、  可提供现场声光报警； 

3、  具有联锁功能，可以输出标准信号与微机系统相连，连锁控制泵阀； 

4、  具有液位开关自检功能，有故障即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5、  保证车体到接地桩电阻不大于 60Ω（符合国家标准规定小于 100Ω）。 

  



>>技术参数 

1、  工作电压：10～24VDC 或 220VAC±10% 

2、  工作电流：<30mA 

3、  响应时间：<1s 

4、  工作温度：－40℃～＋60℃ 

5、  报警音量：>90dB（30cm 直线距离测量） 

6、 防爆标志：ExiaIIBT4 

7、 标准输出信号：1.0A，24VDC 或 0.5A，125VAC 

 8、 检测电阻：< 60Ω 

 

3.双转子流量计 

 

◆ 最新一代容积式流量计 

◆ 高精度、高可靠性 

◆ 转子等速回转、等流量、等转距 

◆ 运转平稳、噪音极低 

◆ 防沙型自润滑系统、寿命长 

◆ 多功能计数器、发信器 

 

 

 

>>工作原理 

流量计通过一对回转的特殊螺旋转子，直接测量液体流量的容积式流量计。 

  流量计对流体流量的测定是在计量腔体内完成的。一对螺旋转子在液体的压力下转动，转子与计量腔壁间形成

的封闭空间，转子每回转一次排出 8倍阴影体积。因此根据这一关系，只要计量转子回转的次数，即可计算出流量

累  积量，根据每秒的转数，即可测出瞬时流量。 

 

>>主要技术参数 

1、公称通径：15-400(mm) 

  2、准确度：0.1、0.2、0.5(级) 

  3、压力损失：0-1000mpas＜80kpa 1000mpas＜150kpa 

  4、工作压力：1.6～6.4Mpa  

  5、温度范围：-20℃～+350℃  

  6、介质粘度：0.1～1000mpa•s  

  7、环境温度：-30℃～+70℃ 

  8、连接法兰：国标，另可按用户指定法兰标准制造 

  9、防爆等级：本安 IaIICT4,隔爆 dIIBT4 

>>特点 

  1、适用于稀油、轻质油、稠油、含砂量大、含水量大的原油，被测量液体的粘度范围大。 

  2、流量计通过的液体流量大，最大流量是同通径变通容积表的二倍左右。 

  3、使用寿命长，准确度高，可靠性强。 



  4、压力损失极小。 

  5、有线远传距离 1000米，脉冲信号输出 N=0.1L(一个脉冲为 1N)，可直接与计算机联网。 

  6、本安防爆 IaIICT4（本质安全型）；隔爆 dIIBT4（隔爆型）；防护 Ip68. 

4.气动两段式切断阀 

>>概述：  

   气动活塞式两段切断球阀在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矿石的开采、提炼加工和管道输送系统

中；在化工产品、医药和食品生产种；在水电、火电和核电的电力生产系统中；在城市和工业企

业的给排水、供热、和供气系统中；在农田的排灌系统中；在治金生产系统中得以广泛的应用，

是一种与生产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机械产品。球阀密闭在各类管路系统种

用于截断或接通介质流，使介质按照预定的程序输送到各个指定点。 

>>主要零件材料: 

阀体  阀杆  阀球  密封面  垫片  填料  工作温度  适用介质  

WCB  1Cr13  1Cr13  

1Cr13  

司太立合金  

本体材料  

柔性石墨  

不锈钢加柔

性石墨  

08 软钢  

F304 F316  

柔性石墨  

编结石墨  

-29-425℃  

水、蒸汽、油品  
WC6  15CrMo  15CrMo  

-29-425℃  
WC9  25Cr2MoV  25Cr2MoV  

LCB  304  304  -46-354℃  

CF8  304  304  

-196-600℃  部分酸、碱  
CF3  304L  304L  

CF8M  316  316  

CF3M  316L  316L  

系统原理 

     SP-ZC800 型定量装车仪其基本构成原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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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动动定定量量装装车车系系统统控控制制原原理理图图  

图图33、、自自动动定定量量装装车车系系统统控控制制原原理理图图  



  各部分功能及作用说明如下： 

（1）、质量流量计或双转子流量计。 

装车控制仪采集其流量信号完成对已发料量的计量。流量计精度高低和稳定性直接影响整个装车系

统的精度。 

（2）、两段气动切断球阀：根据工艺要求选用两段 V 型气动切断球阀以稳定装车流量，是保证装车系统精

度高低和稳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 

        （3）、Y 型过滤器：为一种安全保护设备，用于过滤液体中的一些杂质以免损坏流 

量计和阀门。 

        （4）、防溢开关：是一种防止发料过量而冒罐的安全保护装置。 

        （5）、静电接地夹：与地连接，将槽车上的静电倒入大地。当接地夹与槽车接触不 

良时其触点信号进入装车控制仪，装车控制仪将输出控制信号自动停止装车。 

（6）、付料泵： 是发料的动力装置，其起、停受装车控制仪控制。由于泵一般为 

强电供电，所以其起停控制信号必须先发到电气开关柜，然后再由电气开关 

控制输出。 

        （7）、定量装车控制仪：是实现定量自动装车的核心设备。其主要功能是对发料过 

程进行程序控制和安全联锁。其特点和性能将将在后面进行更详尽的论述。 

       

 

工程业绩： 

 东莞百安石化仓储有限公司 （仪表、SCADA、防爆CCTV及定量装车系统） 

 中海油天然气液化（珠海）有限公司（仪表、定量装车系统） 

 浙江舟山石化普陀油库（仪表、装车系统及罐区 PLC监控系统） 

 内蒙古鄂尔多斯星星能源有限公司（仪表、控制阀门及定量装车系统） 

二、PLC控制系统 

PLC 监控系统包括装有 WINCC 的上位机及 CPU、I/O 模块和通讯电缆组成，用于对分散在现场的模拟量信号

进行精度测量，系统中现场采集的各路测量信号进 PLC 系统，PLC 系统考虑防爆问题安装在中控制室并通过一根

总线电缆和上位机相连。上位机系统可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各种显示、记录、并同时具有系统诊断等各种功能。上位

机与 PLC 系统之间实行严格的电气隔离，具有较高的传输电平和噪声容限，抗干扰能力强。 

 

主要功能包括： 

画面显示功能 

操作站均设有以下几类画面： 

1） 菜单画面 

画面菜单按工艺分区组织，鼠标点击相应的菜单切换到相应的画面或画面组。 



2） 流程图画面 

以类似用户的流程图的形式，显示过程信息，并设有操作窗口，可以对任意控制回路进行操作。系统配有标准

符号库，可以根据需要指定符号的颜色、闪烁及显示方式等。支持动态符号，可自定义符号库。组态软件提供编辑

工具，通过画面编辑器可编辑用户需要的工艺流程画面。 

流程图上显示的过程信息可达 20000 多条，信息的最低刷新速度<1 秒 

3）控制分组画面 

以类似常规调节表或指示表的形式显示回路和测量指示点的信息，如变量值、设定值、输出值、控制方式（手

动/自动）和高低报警限值等。变量可每秒更新一次。分组可任意进行，切可以重叠。每一变量带有 16 个字符的位

号名和 80 个字符的说明。操作员可从分组画面调出任意变量（数字或模拟）的信息。对模拟回路，可以对设定值、

输出值、控制方式等进行操作和切换。对数字回路，可对两状态设备发出开启/关闭命令，或启动/停止顺序，画面

应显示出命令状态和实际状态。 

4）回路参数画面 

显示出任一指定控制点的全部信息，如变量值、设定值、输出值、操作方式和历史趋势，以及整定参数、报警

值、算法类型等由工程师修改的参数。从参数画面也应可以对模拟回路和数字回路进行操作。 

5）趋势图曲线显示画面 

   操作站可用不同的颜色和时间间隔在一画面上显示至少四个变量，变量可以任意选择组合，并放有放大和卷动

功能。趋势画面包括有一个移动光标和数据区，显示各趋势曲线与光标线相交处的数字值。趋势画面的 X、Y 坐标

可选择自适应和设定两种，相邻分辨点的时间可设定为 1 秒，最大趋势记录时间可在一年。趋势图有平均值显示、

最大值显示、最小值显示等多种数据形式。 

可显示单个或同时显示多个测点的实时趋势和历史趋势。可显示 8 小时、24 小时、1 周、1 月、半年等历史趋势。 

趋势图上设置拖动功能，可详细显示某时刻具体值。同一趋势图上不同的测点可以不同的颜色区别。 

6）报警汇总画面 

   包括全部的报警点，并按时间顺序列出最近的所有报警，每条报警信息包括报警信息、位号、确认状态、报警

日期、时间、恢复正常的如期时间等。未经确认的报警点显示鲜艳的红色并闪烁。 

操作站具备窗口功能，可同时显示多种窗口，以上几类画面可任意组合。 

操作站所有操作画面和显示画面均为全中文显示。    

报警功能 

系统可以产生以下几类报警： 

 工艺过程报警：包括绝对值报警、偏差报警、变化速度报警等 

 故障报警：包括诊断报警和后备硬件故障报警等 

 连锁动作报警 

 紧急停车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按紧急停车按钮时报警 

 其他自定义的报警 

报警可以根据严重性和轻重缓急划分不同的报警级别，不同级别的报警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报警在监控系统上可有以下几种表现方式： 

 文字提示：在发生报警的位置和报警画面上均以文字显示相应报警信息 

 颜色变化：在发生报警的位置和报警画面上以不同颜色标识不同的报警 

 声音报警：发生报警时，系统将以音响形式反映报警 

 闪烁：在发生报警的位置，相应的测点对象闪烁，提示操作人员此处发生报警。 

所有产生的报警在报警产生时将自动登录到数据库。 

所有产生的报警均可在报警画面上予以确认并销音。  



所有报警均可在报警画面以中文显示。 

可人工设定检测量的高高、高、低、低低、变化率高、设定偏差（死区可调）等限值。   

数据存储和处理功能 

   对于实时测点数据、操作记录、报警记录等，监控系统均可自动登录到数据库中。 

   在数据库中这些数据还可分类存储在不同的表格中，按不同的要求排序等。    

连锁及生产过程操作控制功能 

  在操作站能对现场被控设备如阀门等进行控制，实现罐区自动化管理。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所有控制命令

均有信息提示。 

  当某些参数报警并处于紧急情况时，系统可产生连锁，自动切断相关设备。 

报表生成及打印功能 

操作站上位机软件提供报表编辑工具，可根据用户需要定制生成各类全中文报表并可打印输出。系统可生成以下几

类报表： 

（1）、即时报表 

由指定数字信号触发或操作员启动，打印数据库所有变量的当前值。 

（2）、定期报表 

    在每小时、每班、每天、每个月结束时打印出某些选定点（包括计算变量）的数值。变量数值类型分为

采样值、平均值和累计值。报表设有报表标题、列标题、变量代号、变量说明、工程单位等信息。 

    小时报表在每小时结束时自动打印。班报表（8 小时）在每班操作结束时自动打印。日报表（24 小时）

在每天上午 8:00 自动打印。周期报表（12）天在周期结束时自动打印。 

    系统可保存当前操作班和上一班的所有小时报表，班报表和日报表保存两天，周期报表保存到下一周期

的结束。前一报表可随时请求打印出来，而当前末期的报表则打印从报表周期开始到要求打印时采集的数

据。 

（3）报警汇总报表 

系统可经请示打印出最近 500 个系统报警和过程报警。 

（4）操作记录报表 

系统可经请示打印出最近 72 小时的操作记录，包括操作站编号、操作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以及操作内容（时

间记录）。 

（5）系统维护报表 

系统可经请求列出全部系统报警的诊断结果，并标有故障日期及时间和返回正常的日期及时间。 

操作安全 

操作站设计 3 级以上操作口令，不同的操作员具有不同的操作员代码和口令，口令和操作代码可修改。系统的

一些重要的相关操作均要验证操作员代码和口令，这些操作发生时系统将自动记录操作员代码、操作开始时间和结

束时间以及操作内容。对于一些日常操作，系统也会给出相应提示。   

趋势数据输出功能 

操作站的实时数据和历史趋势数据可转换为标准的 PC 格式（如*.TXT、*.DOC 及*.DBF）等数据文件格式输出。 

通讯功能 

提供 OPC 或 DDE 等通讯接口，可方便的实现与其他系统的数据通讯。 



如果安装相应的软件组件 WEBVIEW SERVER，其他系统可通过 IE 等浏览器浏览监控系统和数据。 

        

工程业绩： 

 东莞丹宝利酵母有限公司（仪表、生产过程PLC监控系统） 

 东莞市天明电力有限公司（仪表、罐区PLC监控） 

 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仪表、控制阀门及生产过程 PLC监控） 

 

三、锅炉、汽轮机自控系统 

系统功能 

  系统是对补燃炉、余热锅炉、汽轮机、发电机进行重要参数的显示，对以下回路进行自动调节。 

    补燃炉汽包水位调节系统          补燃炉炉膛压力调节系统 

    1#余热炉汽包水位调节系统        2#余热炉汽包水位调节系统 

    除氧器压力调节系统              除氧器水位调节系统 

    冷凝器热井水位调节系统          补燃炉二次风量调节系统 

    二级过热器入口温度调节系统      主蒸汽温度调节系统 

  以班报的形式对所有重要参数进行一小时报表自动打印。  

  以趋势图的形式对 DCSI/O清单中所有要求的记录参数进行８小时趋势显示，并可按操作员 

要求随时打印。 

工艺流程画面主要有下面几个子系统，并可随意切换： 

    锅炉烟风系统       锅炉汽水系统       汽机热力系统 

    余热炉热力系统     除氧给水系统       发电机油系统       

   

应用色彩和闪烁变化表示各种报警信息。报警信息可按报警产生顺序在 Alarm log中查阅、打印。另外，根据锅炉

制造商对控制的要求，并参考美国 NFPA8504常压循环流化床锅炉运行规范，还设计了必要的保护功能。 

 

   



 

工程业绩： 

 惠州福和纸业有限公司（锅炉、汽轮机仪表及DCS控制系统成套工程） 

 惠阳佳保发泡厂（锅炉、汽轮机仪表及PLC控制系统成套工程） 

 广东省英德市岳泉化工有限公司（锅炉、汽轮机余热发电控制成套工程） 

 湖南祁东水泥厂有限公司（现场仪表、余热发电DCS控制成套工程） 

 

四、全厂能源管理整体解决控制方案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节约能源列入基本国策。能源

利用的科学化的监控管理是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依据。 

    能源系统主要由供配电系统和动力系统及水系统等构成，（如：高低压开关柜、变压器、直流屏、电缆等电力

设施设备；空调、风机、水泵、空压机等电器设备；自来水计量、污水排放和处理回用计量、蒸汽生产计量和分配

使用等）占主要部分。同时这些电器设备也是风、冷、气、热的制造者和用水、用煤（油）的动力源，所以能源管

理的核心就是对用电系统运行及状态的安全性、合理性的实时监控及科学化的管理。“能源管家”监控管理软件就是

针对供配电系统监测、能源动力设备的特点和资源类消耗使用提出的能源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利用“能源管家”即时掌握变配电系统的实时运行状态，发现运行故障即时响应。为值守人员提供负荷分析，方

便合理调度、远控合分闸、躲峰填谷，安全控制和事故处理。减少和避免了操作误判断，缩短了事故停电时间，实

现对变配电系统的现代化运行管理。 

“能源管家”软件产品与变电站自动化软件的区别： 

    人们对能源能管理进入一个误区，认为能源能管理软件就是变电站自动化系统产品，一些有变电站保护系统的

企业自认为已实现了用电管理。其实不然，变电站保护系统只是针对10KV或10KV以上的供电回路的安全性和操作

性设计的系统产品，远远不能满足电源能源甚至是能源管理的需求。 

    “能源管家”管理系统，集变配电系统、冷冻站系统、空压站系统、锅炉系统、自来水节约系统、蒸汽节约管理

系统等数据采集、显示计量于一体，运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挖掘技术，实现科学管理决策。 

    对变配电系统各种运行 开关量状态和各种电参数进行实时采集、显示和计量。 

    对冷冻站系统、空压站系统、锅炉系统、自来水节约系统、蒸汽节约管理系统等非电力能源类数据的采集、显

示和计量。 

    对能源系统的经济运行、负荷分析、躲峰填谷、经济核算、合理调度等科学管理作用。 

实现对电气、动力设备、非电力能源类的运行使用状态的实时监视，从而保障能源系统的正常工作。 

    “能源管家”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变配电站“三遥”功能，即遥测、遥控、遥信。 

    遥测：通过通讯处理机、监测模块实现变配电站所有回路电量采集。 

    遥信：通过通讯处理机、监控模块实现变配电站中所有开关量的采集。 

    遥控：通过通讯处理机、监控模块实现带有电动操作机构的框架式断路器和分励脱扣的塑壳断路器以及接触器

等远程控制功能。实现对电力设备耗能的计量，实现管理成本的精确核算。 

    “能源管家”管理系统实现能耗及用电成本统计功能，减少“跑、冒、滴、漏”， 完善内部能量考核管理,真正体

现“管理出效益”的意义。 

    实现根据系统组态画面、实时采集数据列表及历史数据库分析每个回路的实际用电量，可按回路的名称、站号

记录用电量情况。实现主要的耗电源回路分析。实现各回路的电能计量和有关配电回路能量消耗的查看。根据用电

成本来优化电力合同，达到供电单位对电能更好的分配管理。实现峰谷平计费。 

    实现对整个能源系统运行的综合监测，提高系统的安全保护能力，“能源管家”系统软件提供对能源设施及设备

的监控及数据分析，可提高能源系统的安全保护能力，便于及时处理以避免事故或隐患的出现（如火灾等），减少



损失。通过设定参数的阈值，实现各种电量的越限报警和对潜在的事故进行预报警功能。供配电系统出现异常时，

可以及时了解到有关故障信息（故障原因、性质、地点及发生时间），来指导维修，减少故障的处理时间及停电时

间实现对整个能源系统问题诊断，提高管理工程师的实施效率 

    采用“能源管家”软件的能源监控管理系统可以诊断供电质量（谐波失真度THD/最大、最小、平均值/电压合格

率）实时分析功能，便于分清供电单位和用电单位的责任。实现对整个能源系统运行数据分析，提升企业管理决策

能力，采用“电管家”软件的能源监控管理系统可以改善用电系统管理。通过历史记录的电力参数，及时掌握每天或

季节负载特性。在供配电系统内优化能耗的分配，均衡负载；减少潜在的停电事件。 

    系统配置的历史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各种记录根据用户要求按照对象、性质、时间等项目进行检索，以

便进行查询和故障分析。系统具有对各种测量数据及开关跳闸次数等信息的按日、月、委、季、年等进行统计报表

功能。系统可以统计和打印所监控的所有电流值、电压值、功率值、频率值、功率因数值、水计量、蒸汽计量、煤

使用量、污水排量、空气使用量、柴（煤）油使用量等等这些参数一天24小时变化曲线和其它管理报表。 

    统计和打印各断路器运行状态变化时间及故障报警时间、类别及操作人信息。统计和打印有功电度、无功电度、

水、蒸汽、煤、油等资源消耗量的一天24小时内单位小时消耗量及棒图，同时具有峰谷计费功能。“能源管家”监

控管理软件实现能源管理智能化、信息化，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工程业绩： 

 无锡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全厂能源、生产平台PLC数据采集管理系统） 

 东莞永安纸业有限公司（电、水、蒸汽计量系统） 

 肇庆本田金属有限公司（全厂电、水、空气 PLC计量管理系统） 

 中山市三和管桩有限公司（车间电、水、蒸汽计量效益考核管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