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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集成平台稳定性
监测与预警研究

Study on Stability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of Integrated 
Platform for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Sanxingdui Site

李  军
2
   唐  飞

1
   郭青松

2
   谢振斌

1
   赵  刚

2
   王  冲

1
   冉宏林

1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04；
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重庆 4013322）

Li Jun2, Tang Fei1, Guo Qingsong2, Xie zhenbin1, Zhao Gang2, Wang Chong1, Ran Honglin1

(1 Sichu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042; 

2 China Electronic Technology Group Chongqing Acousto Optoelectronics Co., Ltd., Chongqing  4013322)

摘　要：本文以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发掘集成平台为对象，开展了装备安全稳定性监测研究。针对承

载载人发掘吊舱、文物吊装等重点装备的桁架平台自身稳定性监测需求，研发了集测量振动幅

度和倾斜角度于一体的高精度传感器，构建了实时监测与预警系统，从而为确保祭祀坑内文物

和现场人员及装备安全提供技术保障。通过在三星堆遗址的应用，验证了该方法的可靠性和有 

效性。

关键词：遗址   考古发掘   集成平台稳定性监测   预警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integrated platform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in the sacrifice pit of 

Sanxingdui site as the object to carry out the monitoring of equipment safety and stability. In view of 

the urgent need to monitor the self-stability of the platform carrying key equipment, a high-precision 

sensor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measuring vibration amplitude and tilt angle is developed, and a real-

tim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is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cultural relics 

and on-site personnel and equipment in the sacrifice pi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in Sanxingdui site, the 

reli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are verified.

Key words：Ruins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Stability monitoring   Early

方案，编制了构建集温湿度控制、环境监测、文物提

取、考古发掘、信息采集于一体的考古发掘集成平台

的初步构想。在此基础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联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聚焦文

物出土过程中保护难度大、发掘手段落后、信息采集

技术单一、文物风险可控性差等重点难点问题，开创

性地将预防性保护与考古发掘相结合、将高科技手

三星堆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范围最大、

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

2019年10月至2020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

祭祀区进行系统性考古勘探，继探出灰烬、铜渣、金

器残件和象牙残渣等遗存后，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和

提取脆弱文物及微痕信息，提出在考古现场建立一

套预防性与应急性保护相结合的保护体系系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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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于土壤层之上，存在着倾斜、地基塌陷的严重隐

患，对平台自身稳定性、安全性提出了新挑战。有介

于此，必须针对地基、桁架铝合金梁的稳定性开展

研究，深入探讨考古发掘集成平台安全性检测与评

估方法。在平台自身结构稳定性设计基础上，通过

传感器稳定性检测，对桁架姿态进行连续不间断监

测，当达到监测报警处置门限值时，及时进行姿态

修正，是保证考古发掘集成平台安全稳定运行的关

键技术。查阅国内外资料显示，目前尚无对类似大

跨度、无固定地基、脆弱地层吊装设备高精度监测

的先例可循。因此，实现三星堆考古发掘集成平台

高精度实时监测与预警技术方案具有较高的创新

性和推广价值。本文将从以下3方面阐述考古发掘集

成平台稳定性监测与预警的技术实现。

1 姿态监测装备

1.1  感知单元

在大型设备姿态监测研究中，感知变量、感知

模型的建立是确定监测方法和手段的基础。为了达

到系统大范围感知、低功耗、连续监测的目的，我们

采用多传感器分布式实时监测方案，重点研发了集

振动幅度和倾斜角度于一体的新一代传感器。传感

器平时以极低功耗工作，采用振动唤醒工作方式，

当感知到的振动幅值达到设定阈值时唤醒启动，感

知X、Y、Z 3个方向振动波形和倾斜角度。各部分组

件如图3~5所示。

段与考古规范相结合，通过多项自主研发和模块化

设计，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建成了国内首个

“多功能考古发掘集成平台”。该平台是践行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一次有力实践。

多功能考古发掘集成平台是三星堆遗址科技考

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部由高透光幕墙组合拼装，

形成独立的田野考古温度湿度可调可控的考古发掘

舱，共尺寸约为长12m，宽9m，高5.3m。内部采用共

架多轨桁架结构，集成无接触载人工作平台、文物

提取平台、科学仪器设备搭载平台等重点作业装备，

能够在保证考古人员身体不接触祭祀坑文物的情况

下，完成土层清理、文物发掘、提取、测量、分析等

关键操作，有效保护了出土文物、痕迹信息和考古

人员的安全。如图1所示。

图1  考古发掘环境调控舱

由于考古发掘集成平台建立在祭祀坑之上，

平台桁架距离坑壁较近，祭祀坑为高切坡形态，地

基极不稳定；且地下文物价值高、埋藏环境复杂，

不允许在遗址土壤层上打桩、凿洞，故桁架只能平

收稿日期：2022-03-14

科 研 项 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不可移动文物

安防（防盗、防破坏）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编号 : 

2020YFC1522900）；四川省科技计划重点研发项目“三星堆

遗址出土象牙现场应急保护研究（2021YFS0401）、考古出

土脆弱文物保护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2022YFS0558）。

作者简介：李军（1963-），男，汉族，本科，正高级工程师，主

要研究方向为文物保护和考古装备研究。

图2  考古发掘平台内部多架共轨升降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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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实现了远程参数设置和运行维护。传感器内部

框图与组网传输如图6所示，振动波形如图7所示。

1.3  稳定性监测平台

该平台完成振动、倾斜传感数据的接收、存储、

分析、计算，实现传感器自身工作状态监测、远程参

数设置、桁架稳定性监测、预警提示、数据展示等

功能。

1.2  通信单元

传感器数据通过移动无线网络实现远程数据

传输，接入稳定性监测平台。从而实现在低功耗下

连续高灵敏性监测，避免了大量冗余检测和数据传

图6  姿态传感器内部框图与组网传输示意图

图5  姿态传感器外观

表1  振动、倾斜传感器技术指标

名称 技术指标

振动 
传感器

采样频率：≥500Hz；量程：±2g，采样噪声：<1mg；频
率测量分辨率：<1Hz；输出平均振幅、最大振幅、最大
振动频率与幅值等数据，连续工作时平均功耗<2mW

倾斜 
传感器

X-Y轴倾角量程：-15º～+15º；Z轴倾角量程：0º~+100º，
精度：<0.05º；连续工作时平均功耗：<2mW

图3  微型振动、倾斜传感器单元

图4  传感器无线通信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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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处理分析，可以得到确定系统稳定性控制上界

的量化模型。

2.1  数据的归一法则

在决策系统中，每一组数据中的值都可能比较

大，这样对于实际计算来说，数据值的庞大是不方

便的。因此，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归一计算，定义

数据归一法则如（2）式所示：

 （2）

这样，就得到了数据归一矩阵R，如（3）所示：

 （3）

2.2  统计规则参数

定义决策系统第i个影响因素在各组数据中的

平均值如下：

 （4）

这样，对于决策系统的第i(i =1,2,…,n)个影响

因素来说，在每一次观测值都和这个平均值之间存

在误差，记为：

 （5）

2 分析模型的建立

对安装在桁架连接顶点处的姿态传感器得到的

大量数据，通过分析计算，得到桁架系统稳定性的上

界控制阈值，从而建立遗址桁架安全监测评估体系。

从文献资料[1-5]中清楚地知道，如果预先给定一个控

制上界，不管是通过专家调研的方法，还是通过经验

方法，由于有主观因素的存在，系统稳定性预测的精

确性都被或多或少地减弱了。但是，如果从系统运行

时的数据本身来计算稳定性的控制上界，由于充分

考虑了系统本身的特性，因而相对于给定控制上界

来说，能够提高决策系统判断的精确性。

假设在决策系统运行观测值中有m组数据是系

统运行的测量数据，影响决策系统运行的因素有n
个，对于每一组测量数据来说，不同的影响因素有

不同的状态值，因而对于数据集合来说，将全部的

观测结果用一个n×m阶矩阵X表示，得到下面的数

据库矩阵：

 （1）

显然，这些数据来自于决策系统本身，基本上

反映了决策系统本身的特性，因此，通过对这些数

图7  安全监测平台显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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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进行比较，计算它们之间的误差值，一旦计

算得到的振动幅度误差值，或倾角误差值超出了从

数据本身得到的包络上界指标σ0i和σ′0i时，说明该测

点对应部位姿态指标超出了正常值范围，从而发出

姿态超限预警，同时显示该超限部位。由此构建三

星堆桁架稳定性监测预警系统，如图11所示。

4 结论

通过开展三星堆遗址多功能考古发掘集成平台

稳定性监测与预警研究，分析可感知的风险变量，

图9  测点1振动曲线

图10  测点3振动曲线

显然，决策系统的任何一个影响因素的观测值

和平均值之间的误差是不相等的，因而对于每一个

影响因素来说，观测值的变化在每个状态点都能得到

体现，因此本文把每个因素影响的误差平方和作为

确定决策系统稳定性包络上界的量化指标，记为：

 （6）

有了这个量化指标后，对于决策系统的第i个
影响因素来说，由于数据观测值在每个观测点都

能得到体现，因而根据文献 [5]的思想，为了能准确

地预测系统是否稳定，就可以对实际观测到的数

据值和平均值进行比较，计算它们之间的误差值，

一旦计算得到的误差值超出了从数据本身得到的

σ0i(i =1,2,…,n)，不在正常运行包络范围内，就认定

系统运行情况不正常，需要对该影响因素所在部位

进行修正。

3 振动监测与平台建设

以三星堆考古发掘平台多架共轨桁架装备为

例，开展大范围多点监测应用，在桁架结构的4个连

接顶点处安装姿态传感器，如图8所示。

图8  多功能考古发掘平台传感器布置图

各测点实时感知X、Y、Z 3个方向振动波形、倾

斜角度。例如，测点1、3的振动曲线如图9、10所示。

由此可得到各测点X、Y、Z 3个方向振动幅度

值、倾斜角度包络范围，由公式（6）得到振动包络上

界指标σ0i，倾角包络上界指标σ′0i，如表2所示。

实时分析连续发生的振动、倾斜实际观测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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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了集振动、倾斜于一体的微型传感器，安装于平

台桁架。通过建立感知数据量化模型，得到桁架稳

定性的包络上限值，构建平台稳定性监测与预警系

统。由表2可以看到，由于各传感器在桁架上安装的

位置不同，其振动幅度值、倾斜角度包络范围也不

一致，通过对系统测试数据本身的分析，由公式（6）
得到各测试点包络上界的量化指标。由于在该算法

中充分考虑了系统本身的特性，避免了通常依据专

家和技术人员经验给定阈值上界的主观因素影响，

以此确保了系统监测结果的客观性、适用性和准确

性。该方法经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实际应用，验

证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计算方法简单，易于实现。

下一步，该研究结果将为深入开展大遗址考古、文物

保护成套装备的开发、安装与优化提供依据。

表2  各测点振动、倾斜详细数据

序号 测点位置
振动幅
度数值
（μm）

振动包络
上界指标

σ0i

倾角包
络范围
（度）

倾角包络
上界指标

σ '0i

1 测点1-X方向 1.4 0.019 0.10 0.024

2 测点1-Y方向 2.4 0.023 0.64 0.029

3 测点1-Z方向 1.8 0.018 89.33 0.026

4 测点2-X方向 1.9 0.015 0.004 0.021

5 测点2-Y方向 0.7 0.011 0.058 0.019

6 测点2-Z方向 1.4 0.016 90.02 0.027

7 测点3-X方向 2.6 0.024 0.21 0.019

8 测点3-Y方向 1.9 0.017 0.82 0.016

9 测点3-Z方向 2.7 0.015 90.14 0.028

10 测点4-X方向 2.5 0.029 0.19 0.017

11 测点4-Y方向 2.1 0.018 0.74 0.022

12 测点4-Z方向 2.9 0.023 89.94 0.029

图11  三星堆桁架稳定性监测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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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使用，面向管理 
KNX系统在博物馆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KNX System in Museum  

Environmental Control
周春喜   张海洋   朱飞超

（杭州深渡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52）

Zhou Chunxi, Zhang Haiyang, Zhu Feichao

(Hangzhou Shen Du Technology Co., Ltd., Hangzhou Zhejiang 310052)

摘　要：KNX系统作为应用广泛的环境控制技术，是否能够适合博物馆严格的暖通和照明要求，本文从

技术体系和应用匹配角度论证了KNX系统如何做到不仅能够满足博物馆的功能要求，而且能在

全社会倡导绿色低碳的理念下，成为博物馆环境控制管理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环境控制   KNX   博物馆建设

Abstract：Whether the KNX system as a widely used environmental control technology can meet the strict 

HVAC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and lighting requirements of the museum?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he KNX system can meet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museum, and also match 

the concept of green and low carbon, it has become the best choice for museum environmental control.

Key words：Environmental control   KNX   Museum Construction

合的酝酿着将总线技术应用于电气安装技术与楼宇

技术，人们已经发现各个厂家专用系统进入市场后，

给市场的相互广泛渗透设置了屏障。在此背景下，

发源于欧洲的KNX（European Installation Bus，
欧洲安装总线）智能安装系统应运而生。目前，

KNX系统已成为国家推荐的电气控制标准（GB/T 
20965-2013），而它在中国已有80多家会员单位，其

中制造商会员有23家。

KNX是将目前计算机控制技术领域最新的现

场总线技术应用于传统的电气安装领域的新技术，

它使来自各行各业各工种的各个单独的产品和系统

联合成为一个相互联通的系统，有效地实现了对照

明、调光、百叶窗、场景控制、用电负荷控制、安保、

供热系统等的智能控制，达到安全、节能、人性化的

博物馆作为保存人类和人类环境见证物的重要

公共文化机构，通常是每个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因

此，这要求博物馆的灯光控制不但要在功能上满足

各种展览的需求，还要适应现代智能楼宇科技发展

的潮流。而在环境控制方面也要实现智能化，既方

便运营使用，也要实现低碳节能的管理目标。

1 KNX系统本身的特征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家公司就已不谋而

收稿日期：2022-03-21

作者简介：周春喜，（1984-），硕士，杭州深渡科技有限公

司创始人，在KNX对各类暖通系统的控制领域有多年经

验，并开发多种KNX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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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减少了系统维护的风险。

2 在博物馆的应用

2.1  建设的要求

收藏、展示、研究是博物馆的三大主要功能，3
个环节都体现了非常严格的环境要求，为此国家专

门制定了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66-2015。
其中主要环境控制要求集中在温湿度控制和照

明控制领域，而这又契合了KNX系统的专长。

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66-2015对环境和照明

的要求，如表1~3所示。

表1  藏品保存环境的温度、相对湿度标准

材质 藏品
温度

（℃）
相对湿度

（%）

金属

青铜器、铁器、金银器、金属币 20 0~40

锡器、铅器 25 0~40

珐琅器、糖瓷器 20 40~50

硅酸盐

陶器、陶俑、唐三彩、紫砂器、
砖瓦

20 40~50

瓷器 20 40~50

玻璃器 20 0~40

岩石

石器、碑刻、石雕、石砚、画像
石、岩画、玉器、宝石

20 40~50

古生物化石、岩矿标本 20 40~50

彩绘泥塑、壁画 20 40~50

纸类
纸张、文献、经卷、书法、国画、

书籍、拓片、邮票
20 50~60

织品类、 
油画等

丝毛棉麻纺织品、织绣、服装、
帛书、唐卡、油画

20 50~60

竹木制品类
漆器、木器、木雕、竹器、藤

器、家具、版画
20 50~60

动植物材料

象牙制品、甲骨制品、角制品、
贝壳制品

20 50~60

皮革、皮毛 5 50~60

动物标本、植物标本 20 50~60

其他
黑白照片及胶片 15 40~50

彩色照片及胶片 0 40~50

2.2  运营的需求

（1）与影音等系统的联动，聚焦于展示效果

包括多媒体演示过程中的场景联动、专题展示

的声光电效果、浸入式场景营造，以及动态、静态

的参观引导，都需要灯光的配合，部分条件下也有窗

帘、开窗器、空调、风扇的联动。

效果，并能在今后的使用中方便地根据用户的需求

进行变更，成为真正灵活智能的电气安装系统。它

的优势是传统电气安装所无法比拟的。

1.1  标准化

KNX协会创建了一个以KNX为核心的统一的

智能楼宇控制技术的全球标准，这份标准保证不同

生产厂商制成的各种元器件与系统能相互兼容和交

互操作。目前世界各地有近500家电气制造商在围绕

KNX产品进行研制、开发，不同厂家的KNX产品完

全无缝兼容。

1.2  开放性

构成KNX系统所需的产品以及编程软件ETS均

是相互兼容和相互开放的。协会近500家会员厂商

可提供全兼容产品：即可以在1套系统里运用多个

厂商生产的KNX产品而完全不影响功能。各个厂商

按照标准的格式开发每个元件的数据库，这些数据

库通常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免费获得。

1.3  高可靠

KNX由市场引导技术，可靠始终放在第一位，

KNX产品无论是其生产质量还是系统应用过程中

的稳定性，均位于同类产品首列。世界范围内已有

20000多个项目成功经验。

传统安装方式的开关通常与受控设备同回路，

故而多为AC 220V，超出人体安全电压值；而KNX
开关是低压总线电源供电，DC 24V，安全可靠。另

外，在有危险发生时，安装了KNX系统的现代化建

筑能够迅速且智能地做出相应反应。另外在系统中

每个线路有自己的供电电源，这些电源在电位上是

相互隔离的，这样一条线路上发生的故障不会影响

其他线路，确保整个KNX系统的高度稳定性。

1.4  低维护

KNX的高技术标准以及严格的产品测试认证

工作，提高了产品的使用寿命，系统普遍达到20年以

上的生命周期；同时各厂家的互相兼容保障了KNX
系统的可维护能力达到电气行业的最优标准，任何

具备KNX认证的工程师都可维护各厂家的产品。

KNX系统各元器件使用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结

构，单一设备故障或更新不会影响其他设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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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动化调节，将温湿度控制、照明控制由整体环

境细化到细节区域。

2.3  KNX的功能匹配

（1）建设要求里温度、湿度、光照的控制

KNX本身对于暖通系统、灯光系统已非常完

善，包括风机盘管、地暖阀门、灯光开闭、0~10V调

光。近年来随着Dali技术的兴起以及驱动器成本的

下降，大量的复杂控制可以采用Dali控制协议实现。

使用上现场安装可采用场景面板，大空间范围

里替代多回路的复杂控制，同样联动了暖通系统，

现场使用无门槛。

管理端在中央控制室里的PC机上安装KNX可

视化软件，如Netx BMS，通过图形监控软件对整个

系统的控制回路进行监控，同时可根据需要任意设

立分控中心，通过分控中心的电脑对分控区域的控

制回路进行监控。中央控制室的图形化软件可根据

控制回路的重复等级来设置分控中心的进入权限

和控制权限。可定时或手动设置分控中心的控制权

限，通过图形软件还可观察到风机盘管、阀门、灯具

等的开关状态，开关次数及运行时间。如博物馆建

设有完善的BMS系统，则可通过软件对接的方式实

现统一管理。

新近改造的穆罕默德六世现代与当代艺术博物

馆，每个作品都需要优质的照明给予最准确的色彩

渲染，并通过良好的控制系统精确地管理光线的亮

度和色彩对比度。由于应用了KNX的照明系统，策

展人员可自由、便捷地选择合适的照明参数满足馆

内不同类型作品的照度需求，例如，可通过系统预设

控制感光敏感作品的曝光时间，更好地保护作品。

湖南省博物馆项目采用KNX智能照明控制系

统及集成DALI控制。应用开关模块、0~10V调光模

块、存在感应器、按键面板、KNX/DALI网关、触摸

屏及Winswitch对展厅照明进行控制。

（2）动线引导、场景聚焦、集中管控

KNX基于设备地址的管理，能精准控制每一个

回路每一个输出点，通过标准协议的对接，与影音

专业控制产品搭配，能够便捷的实现复杂应用，如

欢迎、沙盘场景展示、舞台灯光联动等。比如在四川

表2  展厅展品照度标准值

展品类型
参考平面
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
（lx）

年曝光量
（lx•h/a）

对光特别敏感的展品，如织绣
品、国画、水彩画、纸质展品、
彩绘陶（石）器、染色皮革、动
植物标本等

展品面
≤50（色温
≤2900K）

50000

对光敏感的展品，如油画、不
染色皮革、银制品、牙骨角器、
象牙制品、竹木制品和漆器等

展品面
≤150（色温
≤3300K）

360000

对光不敏感的展品，如铜铁等
金属制品，石质器 物，宝玉石
器，陶瓷 器，岩矿 标 本，玻璃
制品、搪瓷制品、珐琅器等

展品面
≤300（色温
≤4000K）

—

表3  博物馆建筑相关场所照度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高度 照度标准值(lx) UGR U0 Ra

门厅 地面 200 22 0.40 80

综合大厅 地面 100 22 0.40 80

寄物处 地面 150 22 0.60 80

接待室 0.75m工作面 300 22 0.60 80

报告厅、教室 0.75m工作面 300 22 0.60 80

美工室 0.75m工作面 500 22 0.60 90

编目室 0.75m水平面 300 22 0.60 80

摄影室 0.75m水平面 100 22 0.60 80

熏蒸室 实际工作面 150 22 0.60 80

藏品修复室 实际工作面 750 19 0.70 90

标本制作室 实际工作面 750 19 0.70 90

书画装裱室 实际工作面 500 19 0.70 90

实验室 实际工作面 300 22 0.60 80

周转库房 地面 50 22 0.40 80

藏品库房 地面 75 22 0.40 80

一般库房 地面 100 22 0.40 80

鉴赏室 0.75m水平面 150 22 0.60 80

阅览室 0.75m水平面 300 19 0.60 80

绘画展厅 地面 100 19 0.60 80

雕塑展厅 地面 150 19 0.60 80

科技馆展厅 地面 200 22 0.60 80

（2）节能绿色的要求，响应国家的低碳战略

不仅可直接控制多联机，同时与楼控系统联

动，能控制大型中央空调，实现各工况条件下的能

耗优化。

（3）对展品的保护要求，减少文物的损伤

“人来灯亮，人走灯灭”已成为事实上的标准，

更高的要求应该是更精细的分区，更自动化的控

制，区域里观展人员的密度，都能通过感应分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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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等，各系统优缺点概述如下：

（1）BA楼控

管理功能强大，但使用终端不友好。

（2）影音控制

专注于声光电设备和计算机音视频控制，无法

对接暖通系统等。

（3）485系统

厂家众多，成本低，互相封闭，对接繁琐，质量

参差不齐。

（4）无线系统

灯光现场控制便捷，无法控制暖通，基本无后

台，管理功能孱弱。

相比而言，KNX系统是如今环境控制领域较为

全面的技术体系，既能照顾到使用的便捷，也能提

供完善的管理工具，其开放生态更是KNX系统最大

的优势。

3 结论

随着KNX厂家和产品线的扩大，系统管理能

力正在快速覆盖环境控制领域，结合飞速发展的云

计算、国产化制造的能力，KNX必将在博物馆复杂

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基础管理平

台，推动博物馆整体建设管理水平的进步。

□

某展馆，KNX系统就与快思聪的产品合作实现了讲

解员的全环境多场景控制。

KNX丰富的现场控制面板以及触摸屏，也方便

了讲解员或者管理人员的现场控制，无论是跨区域

的组合场景，或者精细化的调光调温，都有丰富的

现场控制面板来实现。

在国家博物馆项目中，K NX系统组建了超过

2000个设备以上的大型设备管理平台，管理了灯光

窗帘，最重要的是实现和安防系统集成管理，安防

系统的布防、撤防、报警等信号与KNX系统以及门

禁系统联动，使展厅照明与其他系统一同融入一个

统一的管理平台。

（3）绿色低碳的精细化管理

除了灯光控制之外，国内领先的KNX厂家对暖

通的管控经过10年以上的市场磨练，发展出1套完整

的暖通控制能力。以笔者单位为例，针对不同的设

备安装方式，已经能够提供从主机控制到现场控制

的不同控制模组，完全实现从风机盘管到各品牌多

联机的跨品牌、全场景控制。如图1所示。

通过云平台，博物馆管理部门更可以通过数据

记录呈现，将节能低碳的管理思路落实为数据化图

表化的过程记录，有望成为运营管理的重要平台。

2.4  其他技术体系分析

现今主流的控制体系，还有BA楼控系统、影音

控制系统、485房间控制系统、Zigbee（蓝牙）无线

图1  深渡科技基于KNX的能耗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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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控制系统可信架构及硬件技术研究
Research on Trusted Architecture and Hard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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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PLC的安全问题，将可信计算引入控制系统中，结合TPM、TPCM的设计理念，在国产国密

级安全芯片基础上建立了软硬件隔离区，通过加入可信硬件技术、可信操作系统技术和可信应用

层技术，构建了PLC嵌入式可信执行环境，进而提出PLC三区域两阶段可信体系架构。基于此架

构，阐述了基于硬件内存隔离的PLC嵌入式可信硬件技术。

关键词：PLC   可信架构   可信硬件   可信执行环境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safety issues of the PLC system, trusted computing is introduced to the 

control system. By combining with design concept of TPM and TPCM, an hardware and software 

isolation area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domestic security chip. And by adding trusted hardware 

technology, trusted operating system technology and trusted application layer technology, PLC 

embedded 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is constructed. Furthermore, three zones two stages trusted 

architecture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is architecture, PLC embedded trusted hardware technology is 

described in detail.

Key words：PLC   Trusted architecture   Trusted hardware   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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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现任浙江大学智能系统和控制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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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事现场总线和自主可控控制系统的技术研究、指导等

工作。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

程逻辑控制器）是一种专用于工业控制的计算机

系统，使用可编程存储器储存并执行诸如逻辑、顺

序、计时、计数与计算等指令，并通过模拟或数字I/O

（Input/Output，输入/输出）组件，控制各种机械或

生产过程。目前，PLC控制系统在冶金、电力、建材、

工程机械和国防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是各种装

备和设施的“大脑”和“中枢神经”，全球超过80%
的国计民生关键基础设施依靠控制系统来实现自动

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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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最新版本为2013年正式公开发布TPM2.0；我

国国家密码管理局联合国内部分IT企业推出了TCM

（Trusted Cryptography Module，可信密码模块）

标准，并于2007年研制出第一块符合我国标准的

TCM芯片，针对TPM芯片被动度量的不足，提出了

新一代具备主动度量的TPCM模块（可信平台控制

模块）[5]，中关村可信计算产业联盟于2016年组织审

核通过TPCM联盟标准并发布。

然而，这些安全芯片主要针对计算机系统设

计，在嵌入式系统高实时、低功耗、资源受限情况

下的应用仍十分有限，未开展相关高可靠的应用研

究。PLC控制系统安全可信的关键在于其“核心单

元”嵌入式系统的安全可信，本文基于PLC控制系

统的实际需求，结合TPM、TPCM的设计理念，在国

产国密级安全芯片（以下简称国产TPM）基础上建

立了软硬件隔离区，构建了全新的PLC控制系统可

信体系架构：基于数据隔离和国产TPM建立PLC嵌

入式可信执行环境，通过软、硬件协同的安全机制

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隔离的、安全的、独立的程序

运行环境，为不可信环境中的隐私数据和敏感计算

提供一个安全空间，并通过完整性度量机制使PLC
控制系统的运行时软件具备分辨可信程序代码与不

可信程序代码的能力，对不可信的程序代码建立有

效的防治方法和措施，从而实现控制系统的“内生

安全”。

1 PLC可信体系架构研究

PLC控制系统可信体系基于PLC嵌入式可信执

行环境，由嵌入式可信硬件、嵌入式可信操作系统、

嵌入式可信应用层构成。如图1所示。

嵌入式可信硬件在嵌入式控制器的基础上增加

具有数据检查功能的国产TPM模块和实现内存隔

离的专用芯片，将数据在安全硬件和非安全硬件之

间实现隔离。

嵌入式可信操作系统在传统嵌入式实时操作

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可信嵌 入式系统启动、可信

Flash数据读写实现轻量级可信启动，通过安全任务

调度、安全数据访问、区间通信、任务监控器、堆栈

早期的PLC控制系统普遍采用物理隔离的方式

保障系统的信息安全，缺乏建立网络准入和控制、

身份鉴别和认证鉴权、最高权限限制等对外安全

机制，随着“工业4.0”、“中国制造2025”的深入推

进，越来越多的控制系统接入到互联网之中，随之

而来的控制系统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1]。

近年来，针对控制系统的网络攻击事件愈发明

显，PLC控制系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隐患，过

去10年中，控制系统网络安全事件与漏洞数量呈现

总体快速增长与部分年度井喷的趋势。“Mirai”、

“黑暗力量”、“震网”、“duqu”、“火焰”、“havex”
等针对工控系统病毒的出现，说明PLC控制系统已

成为网络攻击的重点目标。

由于典型的PLC控制系统由上位机控制层、

PLC下位机控制站和现场设备过程层组成，上位

机与PLC下位机间通过工业以太网进行通信互联，

PLC下位机与现场设备间通过现场总线进行通信

与实时控制，因此，PLC在面临上位机联网所带来

的网络渗透攻击同时，又面临着针对PLC下位机的

深层攻击控制与破坏威胁。目前，PLC控制系统的

主要安全防护手段仍为传统的节点安全防护与边

界安全防护方式，主要针对上位机网络连接与现场

协议层，即采用杀毒软件与系统漏洞扫描工具进行

节点防护，采用控制协议监控与过滤方式进行边界

防护，然而这些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PLC系统

“内生安全”问题，无法应对新出现的病毒、漏洞和

攻击，且会导致病毒库越来越庞大、安全系统越来

越复杂等问题。

解决PLC控制系统的安全问题，可信计算技术

行之有效[2]。可信计算通过构建可信根和可信链对

系统的可信性、安全性和完整性进行保证，以安全

芯片为基础，建立可信的计算环境，确保系统实体

按照预期行为执行。国外可信计算的提出者可信计

算组织（Trusted Computing Group，TCG）提出以

可信平台模块（Trusted Platform Module，TPM）[3-4]

作为可信根并将信任进行传递，TPM是安装在主板

上包含密码运算部件和存储部件的系统级芯片，具

有安全可信的密钥存储、密码运算和完整性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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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与恢复、安全内存访问等安全机制实现嵌入式

可信，在对系统性能几乎没有影响的基础上组成嵌

入式可信微内核。

嵌入式可信应用层在PLC运行时软件基础上，

将用户算法、用户通信、用户存储等不可信的应用程

序通过构建包含网络通信程序、故障检测程序、总

线通信程序的可信应用程序和包含身份认证组件、

对称/非对称加密组件、Hash算法组件、入侵检测组

件的可信应用组件，实现PLC关键应用程序的安全

可信。

针对PLC控制系统的硬件结构和工作周期，本

文提出三区域两阶段可信体系架构，将PLC工作过

程分为启动和运行两个阶段，并分别设计了各流程

步骤，通过增加防护隔离区实现硬件结构的安全区

和非安全区隔离，在一系列机制措施基础上确保了

关键信息的安全可信，实现基于国产TPM模块和

内存隔离芯片的PLC控制系统全运行周期可信安 
全[6]。三区域两阶段可信体系架构如图2所示。

2 可信硬件技术

基于内存隔离的可信嵌入式硬件设计将硬件

划分为安全区和非安全区。安全区硬件包括CPU芯

片、存储BootROM专用的Flash芯片、RAM芯片等，

这些硬件组成嵌入式最小可运行系统；非安全区硬

件包括存储器、ExRAM、以太网、串口等，实现外

部通信和存储功能，容易受到外部数据的入侵和破

坏。以国产TPM模块作为可信根，基于专用芯片构

建防护隔离区实现两个区间的隔离，通过管路保护

与隔离技术、专用芯片双口RAM技术、时序仿真技

术等将安全区和非安全区进行连接，保障可信的通

信接口和链路，并通过身份认证、Hash验证、对称

加密/非对称加密等技术实现外界数据安全交换。可

信嵌入式硬件架构如图3所示。

基于内存隔离的可信嵌入式硬件技术保证数

据的高速访问，实现不影响嵌入式系统运行实时性

基础上的PLC嵌入式硬件可信安全。对内存地址进

行可信分离，划分成普通区和安全区，当CPU的请

求不涉及安全时，则防护隔离区采用高速透传的方图1  PLC嵌入式可信执行环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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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保证安全区程序可以访问RAM与ExRAM，

非安全区程序只能访问ExRAM，进一步保障了安

全区的数据安全。

3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全新的PLC控制系统可信体系架

构与可信硬件技术实现方式，作为嵌入式系统高

安全可信方案，PLC可信体系技术具有强大的攻击

抵御能力，并对PLC系统的正常稳定运行没有不良 
影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PLC控制系统可信体

系技术是一种全新的创新型技术架构，对设计实现

以及PLC嵌入式系统的实际应用仍需进一步的检

验、改进和完善，下一阶段将进一步在PLC的实际使

用过程中对可信体系技术进行试验验证，最终形成

稳定可靠的PLC安全可信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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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当CPU的请求涉及到安全时，防护隔离区通过

国产TPM采用轻量级算法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加解

密并检查数据的正确性，在几乎不影响控制系统运

行速度的基础上保证系统的安全性。此外，系统从

图2  PLC三区域两阶段可信体系架构

图3  可信嵌入式硬件

（下转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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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化是智能制造的基础，智能制造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攻方向，智能制造的充分发展会

引发制造业制造范式、企业形态和产业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推动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本

文以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及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企业生产运营智能化等场景与实

践，总结智能制造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法模式，提出以智能制造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

场景、模式、路径和举措，为推动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制造业   智能制造   数字化转型

Abstract：Digitalis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s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will lead to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manufacturing paradigm, enterprise 

form and industrial model and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ypical cases and research data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scenarios and practices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intelligence, summarises the 

methods and mode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o promote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poses 

scenarios, modes, path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rough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数据要素激发创新潜能，使

工业经济时代的产业运行体系加速变革，使资源配

置、生产组织、商业运营、创新协作等方式加快转

变，制造业企业都面临打造提升数字经济时代生存

引言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

动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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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

案例范围包括场景级、企业级、产业链级、生态

级，其中：场景级是指案例涉及企业下属车间、装

置、区域或某些生产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占全部案

例的22%；企业级指基本覆盖全企业或业务板块的

数字化转型，占比达52%；产业链级指涉及供应链、

产业链上下游等企业间的数字化转型，占13%；生

态级指跨企业、跨领域的生态协同应用的数字化转

型，占比为13%。

案例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包括5G、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边缘计算

等9类。各案例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情况如图1 
所示。

图1  数字化转型案例中各类信息技术应用比例

从图1中可见，有490个案例应用了大数据技

术，有328个案例应用了物联网技术。边缘计算、

5G、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案例数较少，仍

处于试点示范阶段。

2 行业情况分析

调研企业涵盖石油石化、机械装备、能源电力、

材料、军工、医药等行业领域。

2.1  石油石化领域 

（1）发展现状

对石油石化领域183个生产单元 /产线开展的

调研中，实现智能排产的达42%，实现智能物流为

27%，实现智能能源管控的为28%，开展全过程质

量追溯的达到56%，有5338台设备实现了远程运维/
预测性维护。如图2所示。

和发展能力的现实问题，驱动企业对业务组织、研

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供应链、人力资源等

要素开展全方位变革，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工信

部肖亚庆部长指出：“对制造业发展而言，数字化

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生存和长远发展的

‘必修课’”。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指出：“智能

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

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等制造活动的

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

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数字化是智能制造

的基础，企业需要采用数字化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

软件工具、数字化装备，建设数字化产线、车间、工

厂，实现智能制造。因此，智能制造是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的主攻方向，智能制造的充分发展会引发制

造业制造范式、企业形态和产业模式发生根本性转

变，推动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当前，有关智能制造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

响研究尚属空白，无论是从理论体系还是产业经济

方面，都难有相关的数据和研究支撑。为此，我们采

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梳理大量的制造企业实践案

例，提出智能制造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模

式，以期对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企业数字化

转型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以国资、央企系统的760个数字化转

型优秀实践与典型案例为基础，并对4000多家企业

智能制造发展情况开展研究，分析智能制造在企业

收稿日期：2022-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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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典型案例

某飞机制造公司以“用数据定义产品、用数据

驱动制造、用数据创造价值”的发展思路，对传统

机械加工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通过工艺革新，改

变传统工艺流程，统一设计、加工、检测基准，形成

基于单一数据链的高度集成化、标准化的新工艺方

法。在数控机床上应用光电编码器、直线光栅、霍

尔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压传感器、压力传感器

等，利用RFID、工业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

实现了传感、控制、检测、物流的高度集成和数字信

息的全流程贯通。开发MES制造执行系统，实现机

床管理、机床操作、工序编排、加工状态智能控制

和柔性生产，实现了小批量、多品种、多工序、高精

度零件的24小时无人值守作业。通过智能制造工程

实现了传统机械加工系统的数字化转型。

2.3  材料领域

（1）发展现状

对材料领域474家生产单位开展了调研，其中建

设有82条智能单元/产线，5个黑灯产线/车间，智能

排产技术应用为14%，应用质量智能检测技术的为

25%，实现智能能源管控的仅为7%，开展全过程质

量追溯的有25%，有7743台设备实现了远程运维/预
测性维护。从调研数据来看，材料生产企业智能制

造发展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如图4所示。

（2）典型案例

2020年1月，中国宝武集团宝山基地被选为世

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是继浦项、塔塔后，国际

图2  石油石化类企业智能制造发展情况

（2）典型案例

某石化公司围绕“建设千万吨级绿色智能一

流炼化企业”的远景目标，完善和提升以ERP为核

心的经营管理平台、以MES为核心的生产运行平

台、以新一代ICT技术为重点的信息基础设施与

运维平台，建成数字化炼厂。实现业务数据集中集

成、流程管控智能优化、HSE管控实时可视、精益

设备管理预知预防、质量管控快捷联动、精准计

量管理集成应用、精细物资管理和智能仓储等，

重塑生产运营指挥中枢，从经营管理、生产运行、

安全环保、设备管理等业务领域开展数字化转型。

如：通过实现物料进出厂计量作业自动化、计量过

程可视化、计量数据集成化，实现了计量管理业务

的数字化转型，使计量作业时间缩短1/3，劳动用

工减少近40%，与计量相关的风险防控能力明显 
增强。

2.2  机械装备领域

（1）发展现状

调研的机械装备制造领域948家生产单位建设

有83条智能单元/产线，全生命周期数字化仿真技术

应用仅3%，智能排产技术应用仅为12%，智能物流

应用仅为5%，应用质量智能检测技术的为14%，实

现智能能源管控的仅为4%，开展全过程质量追溯

的有23%，有869台设备实现了远程运维/预测性维

护。从调研数据来看，机械装备制造企业智能制造

发展还很薄弱，应强化智能制造推动企业数字化转

型工作。如图3所示。

图3  机械装备类企业智能制造发展情况



www.cnim.cn34

综述   SUMMARY    CHINA INSTRUMENTATION

2022年  第4期

程实施。要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特点、企业规模、预期

投入等实际情况和需求出发，设定数字化转型总体

目标。综合考虑资金投入、技术人才、合作伙伴、集

成商等因素，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

3.2  智能制造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评选2021年度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企业工作中发布了《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

指引（2021年）》，总结了工厂设计、产品研发、工艺

设计、计划调度、生产作业、仓储配送、质量管控、

设备管理、安全管控、能源管理、环保管控、营销管

理、售后服务、供应链管理、模式创新等15个环节52
个智能制造典型场景，为企业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

向，推动各项业务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本文

就离散制造的产品研发、工艺设计、生产作业、售后

服务、供应链管理业务的数字化转型分析如下：

（1）基于数字模型的设计制造协同

基于云平台协同技术，建设支撑复杂产品设计

制造协同平台，应用系统工程、知识工程、专业仿

真、数字孪生及基于模型的设计/制造/验证/服务技

术，打通从设计到制造的全三维过程，在计算机虚

拟环境中实现从产品设计、零件制造、整机装配到

试验的全过程数字化建模、仿真与虚实映射，实现

数据驱动的产品开发与技术创新，提高设计效率，

缩短研发周期，提高产品研制成功率。

（2）数字化工艺设计与仿真

建设基于云平台的综合几何、功能、控制、物理

等特性的统一数字化模型库、知识库与制造数据，

构建制造资源的网络化共享模式，应用数字化建模

与仿真、数字孪生、工艺知识分析等技术，应用数字

化工艺设计仿真，以及智能决策优化等相关软件工

具，在虚拟环境中对制造系统进行多专业联合仿真

优化，通过制造机理分析、工艺过程建模和虚拟制

造验证，实现工艺设计数字化，提高工艺开发和创

新效率，保障工艺可行性，提高工艺设计质量。

（3）智能化车间/生产线

围绕产品高质量和准时交付需求，依据零件加

工、表面热处理、部装和总装等工艺特点，合理设

计智能化生产组织模式，建设智能化车间/生产线，

第三家、国内第一家入选世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

的钢铁制造企业。其在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推动业务

数字化转型方面做了大量的实践工作。部署实时在

线连续感知监测装置，增加制造过程探测点，实现

冶金流程在线检测和监控；使质量管理从抽检变

为全检，从最终结果检查变为生产过程中检查，从

定性分析变为定量分析，从分段检验变为一贯制检

验，从事后分析变为事前预警。借助智能检测、机器

人和先进控制技术，通过装备智能化实现无人化生

产作业，建成黑灯车间、无人化库区、自动化装卸码

头等，提高作业效率。基于对关键设备状态、工艺、

生产、质量、备件等数据进行大数据综合分析，形

成从单台设备到产线群的设备状态综合监测诊断能

力，减少设备故障损失；基于大数据，集成采购、生

产、质量、研发、销售等信息，形成多基地、全流程

的协同经营决策支持系统。

3 智能制造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和模式

3.1  智能制造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随着信息技术、制造技术，以及二者融合深度

的不断加强，智能制造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发

展阶段，企业以智能制造推进数字化转型要秉承

“问题导向”、“价值驱动”、“成本效益”原则，面

向制造装备/单元、车间/工厂、供应链/产业链等制

造实体不同层级，围绕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

造全生命周期业务流程，梳理数字化转型需求，明

确定位问题，设定总体目标，开展规划设计，分步工

图4  材料类企业智能制造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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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包含供应链、研发设计、运行管理、物流

配送、运维服务等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关键标准，同

步推进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标准研

制，以标准引领新模式、新场景推广应用，促进创新

成果快速市场化和产业化。

4.2  推进新技术新模式的示范应用

（1）加快新技术创新应用

积极开展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技术的应用场景研究，推动其在产品研发、生

产制造、销售服务、供应链协同等方面的创新应用，

促进新技术新模式的培育和产生。

（2）推动制造能力共享

探索共享制造新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实

现各企业之间产品设计与开发能力共享，工业软

件、生产设备、专用工具、生产线等制造资源共享，

仪器设备与实验能力共享，发展按需使用的共享服

务模式。

（3）实现供应链协同

开展供应链协同管理场景示范，优化企业业务

流程、制造资源、物流仓储、商流信息等要素，统一

规范包括商品、供应商、物流数据、配送数据等基

础数据，实现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协同，实现供

应链上下游企业更好地分工与合作。

4.3  注重生态建设

（1）建设协同创新平台

建设智能制造协同创新平台，为国家制定智能

制造支持政策、推进智能制造工程实施、组织核心

技术攻关提供支撑，并依托平台建立智能制造实施

成效的跟踪监测、统计分析、信息通报等机制。平台

以线上运营和线下深度服务相结合的模式，为企业

智能制造战略咨询、总体规划、诊断评估、精益改

善、过程监管、绩效评测提供技术服务。

（2）培育系统集成商

培育智能制造装备、软件、系统集成商和解决

方案供应商。在条件较为成熟的行业如汽车及其零

部件、3C、医药等领域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改造。鼓励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形成一批智能

装备龙头企业。

实现智能化生产。针对生产过程涉及的产品、制造

系统和制造流程，建设模拟实际生产运行环境的智

能车间/生产线数字化模型，形成数字化制造系统

模型与物理制造系统的虚实映射，通过人、设备、物

料、环境等生产资源信息的互联互通，将信息直接

反馈到数字化制造系统模型，实现制造系统的实时

动态仿真，支持制造系统的资源评估、预测、优化与

重构，提升柔性生产制造和质量保证能力。

（4）最优能力配置的网络化协同供应链体系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手段，打

造网络化多级协同供应链体系，形成基于产能需求

的供应链网络动态供给能力，实现内外创新资源、

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的高度集成，生产制造与服务

运维信息的高度共享，增强资源和服务的动态分

析与柔性配置能力，实现全产业链协同的最优能力 
配置。

（5）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柔性化服务保障

应用物联网、数字孪生、大数据等新技术，建设

人、机、物互联互通的装备运营服务保障平台，构建

装备的数字孪生模型，形成基于数字孪生的服务保

障能力，支撑远程运维、故障预测、健康管理，以及

智能决策等，形成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柔性化保

障模式，提升装备维护快速响应与效率，降低装备

运维总体成本。

4 推动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建议

4.1  以高水平标准引领转型

（1）建立全链条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推动航空航天、石化、能源、电子、装备、汽车、

船舶、轨道交通、医药、冶金材料等领域从工厂系

统层级、产品生命周期价值链和产业链等维度，建

立健全符合行业特点的全链条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2）建立统一数据标准，促进数据流动

数据连接和数据共享需要统一的数据标准，鼓

励制造企业应用规范的系统交互数据格式与服务接

口，推动生产环节的数字化连接，打通各部门各环

节的数据共享，促进数据流动。

（3）研制新技术创新应用的关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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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工协同，创新发展
Medical-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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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疗装备是医院临床诊疗、教学、科研工作不可缺少的设备保障，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培育经

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医疗装备涉及到医药、机械、电子、材料等多个行业，是一个多学科

交叉、知识密集、资金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则是重中之重。

关键词：医工协同   医工交叉   协同发展

Abstract：Medical equipment is indispensable equipment support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hospital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China” and cultivating new momentu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edical equipment, involving 

medicine, machinery, electronics, materials, and other industries, is a high-tech industry featured cross-

multidisciplinary and knowledge- and capital-intensive, with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s its top priority.

Key words：Medical-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Medical-industrial crossover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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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是工程科学永恒的主题。当前全球医疗装

备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展现出极为广阔的发展前

景，我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4800亿元增

长到2020年的84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11.8%，远高

于全球3.5%的平均水平。新一代生物、信息、制造技

术快速向医疗装备领域汇聚，医疗装备国际竞争已

成为国家竞争战略的重要前沿。

医工协同发展不仅符合国家“健康中国”战略，

也是医疗装备发展的热点和趋势。回顾我国医疗装

备行业发展历程，初期受制于人，就是因为科技创

新能力不强。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一系列科技创

新与产业发展政策的引领下，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

升，医疗装备产业跨越式发展，科技创新包括科技

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化创新等系列流程，其中

创新成果产业化成为加速医疗装备产业发展的源

动力。目前，加速我国医疗装备产业发展、满足人民

1 医工协同是医疗装备发展的必经之路

医工协同的发展要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医工

结合及医研企用合作为创新渠道，充分发挥医院和

医工人员的作用，构建创新体系，全面激活创新要

素，全面提升医院的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医院提出

临床需求，通过医工结合和成果转化，将创新产品

反哺临床，既有利于解决临床需求，又能服务于更

多的疑难重症患者。

医工协同创新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是医学发展的必经之路。医工协同是医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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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科难于实现真正的融合。

（2）医工交叉的产学研转化链尚未形成，研究

的成果不能很好地对接临床需求。将基础研究的成

果迅速、有效地转化为预防和医疗手段，这通常被

称为“从实验台到病床旁”，即“B to B”——“from 
bench to bedside”。现有的医工交叉合作还仅限于

项目的单一合作，取得成果后转化到临床的较少，而

且医工交叉并未形成高校、科研院所与产业界的成

果转化链，需强化对成果的临床应用性、产业化前

景的关注。

（3）医工交叉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融合难。

在医学与理工学科交叉融合的进程中，存在4个不

同层次上的显著差别：学科内容的不同、方法论的

不同、认识论的不同和科研价值观的不同，致使医

学与理工学科的合作也需要克服重重障碍。因此，

医学与理工学科的交叉融合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应

重视医工交叉人才的培养，通过多渠道打开医工

交叉教学和人才培养通道，整合优势资源，发掘科

研潜力，使其在人才培养上做到与科研同步一体培

养，最终促进医工交叉的深度融合和共赢发展。

总体而言，我国医工结合的发展需要加强信息

沟通、成果转化及人才培养。医工结合既要解决新

的科学问题、发展新的理论，也要建立新技术、发明

新产品。

3 建议与举措

医疗装备技术创新成果涉及微电子学、计算机

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材料学等多理工

学科理论技术，涉及多种制造工艺技术、多种检测

验证技术，对应需要多个临床医学、基础医学、预

防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等多学科广泛协同。建立

医疗装备从需求到供给的有效转化平台，可以形成

政、产、学、研、用高效合作的新机制，可有效促进

医疗装备创新发展，推进先进医疗装备转型升级。

因此，由政府单位牵头建立“医疗装备创新成果对

接、转化”机构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运行引擎。通

过运行有效的科技创新成果及医工对接平台、产业

化公共服务平台、产业化成果应用推广平台、产业化

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必须发挥好科技创新作

为源动力的扩增效应，即解决好科技成果产业化问

题，把现在分散型的成果转化模式提高到国家层面

的集群科技成果产业化模式。

医工协同大趋势揭示，传统的产业化服务模式与

加速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要求存在着不适应性，

需要实现医研企管多维协同、联动机制，打通创新成

果产业化的科技研发链、关键技术与核心部件攻关

链、产品制造产业链、技术推广与应用链。完成这些

任务、实施制造强国，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创新成果

产业化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而牵动整个体系运作的核

心抓手是创新成果产业化，而医工协同是重中之重。

因此，亟待需要创新打造行之有效的医工协同

模式，解决推动医学发展中需要诸理工学科、理工

产业协同完成的难题，同时产业在这一实践中明确

技术发展方向，推进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医工协

同创新成果产业化模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赋能医疗装备发展的体现，将打破技术“孤

岛”、促进医工深度融合、缩短创新成果产业化进

程，取得我国健康事业与产业发展的双向效应。

2 我国医工结合的现状与不足

目前，我国在医工结合方面已取得不斐成绩，但

痛点仍然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医工结合模

式以来，一方面由于高校合并的时间尚短，加上有关

医工结合的理念欠清晰、体制欠顺畅、举措欠得力，

导致目标难明确、机制难保障、发展难作为等共性

难题；另一方面，医院和研究所的医工合作也不尽如

意，许多医生虽然有创新思想，希望发明或改进器

械，但缺乏专利意识，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专利保

护机制尚不健全，专利对利益的保护不足。因此，还

远未能如愿形成医工结合的高原及高峰现象。

综观现有医工交叉实践，主要问题如下：

（1）交叉的医学学科集中于某一学科的偏多，

实质性融合不到位，交叉的理工学科和医学学科

“一一对应”的较多，没有形成“一对多”和“多对

多”的学科交叉模式。由于医学和理工学科存在着

根本上的差别，学科方向迥然不同，导致医学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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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资源聚集效应，提供基础配套支持，实现创新

成果产业化落地，引导企业开展商业化运营，培育一

批优质产业化标杆示范项目，培养单项冠军企业。

（2）依托国家及地方各大临床医院，建立示范

应用和推广基地，向医院专家和医生队伍开放研究

和实验资源，提升临床实验和临床应用能力，将临

床优势将转化为科研优势。

（3）建立线下场景展示中心，开展创新成果展

示，以医疗机构各大科室为重点的产品解决方案展

示，将创新医疗器械和企业在研产品有机整合展

示，突破部件配件产品展示缺失的局面，为解决国内

核心技术瓶颈提供支撑。

3.4  打造示范先导区

由地方政府支持，各中心和成果转化企业参

与，选择成熟度高的技术及产品，建立创新成果产

业化先导区，实现创新成果商业化运营，打通技术创

新、成果转化、产业化全链条。

4 小结

“医疗装备 创新成果对接、转化”机构的建

立，有利于产业与临床应用相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

体系、标准体系、质量认证体系和评估体系，形成支

撑医疗器械产业应用发展的公共平台，推动向制造

强国的转变，使医疗装备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

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将高端医疗器械产业作为

我国制造业重点突破发展的领域之一。经过国家在

“十二五”、“十三五”、国家科技重点专项的布局，

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已有部分产品和技术达到了世

界先进水平，已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高端医疗器

械产业从研发到生产的创新链。“医疗装备创新成

果对接、转化”机构对这些在研和已形成样机的高

端医疗器械技术的发掘和推动落地转化，形成创新

资源，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加快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服务制造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为

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利于提升科技创新

体系的整体水平，对于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实现

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

□

服务平台、资本服务平台以及先导区，形成多平台联

动机制，驱动医工协同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实施。

3.1  搭建创新供需对接平台

围绕医疗装备全生命周期，建立衔接上游科技

成果研发与产业制造的接口机制体系，汇聚现有并

不断扩展创新成果资源，打造创新成果推广平台。

3.2  建立产业化公共服务平台

（1）建立以大型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化技术研发

中心，开展核心部件、配件、控制技术、感知技术、

材料技术、系统技术、结构技术等产业化技术研

究。搭建人工智能实验室、人机融合实验室、虚拟现

实实验室，进行开放式项目合作，研究医疗装备产

业化共性技术。

（2）依据临床需求，整合国内外技术资源，建

立工程化设计中心。专业设计团队，针对产品链条

中的功能性设计、合规性设计、可靠性设计、易用性

设计、批量性设计5个设计板块，提供专业设计；工

业设计团队，提升医用设备的易用性，提高产品整

体应用接受度；安规工程设计团队，提供切实可行

的，符合医疗器械监管要求的解决方案，确保产品

的质量和安全性，满足国内国际法规的要求。

（3）按照关键技术标准内容，开展测试验证平

台的设计与开发。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建设医疗装

备符合性测试验证环境，形成医疗装备环境适应

性、可靠性、安全和通信一致性检测能力，开展医疗

装备检测关键技术与体系规范研究，构建医疗装备

测试验证平台。

3.3  建立产业化成果应用推广平台

（1）一是采用会议、多媒体展示系统，包括智

库峰会、巅峰对话、静态图文、动态互动等手段，不

定期组织开展高水平、高规格的高峰论坛、项目路

演、创新成果产业化创新大赛、学术交流、展览、示

范等活动，打造医疗装备创新成果“风向标”品牌演

示展示中心；二是依托临床医学智库，建立新技术

培训认证体系、新技术诊疗示范体系，打造医生培

训学院、医学研究院联盟和医生集团，规划智能医

疗装备的学术研究型医院，实现医研融合；三是围

绕地方产业（产业聚集地）发展重大需求，发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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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通信系统集成化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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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满足工厂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功能需求，通信系统进行组件化设计，按需构建工厂企业

通信系统平台。本文介绍了工厂通信系统（办公、电话和监控系统）集成化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关键词：通信系统   组件化设计   按需构建   集成化

Abstract：To meet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factory digit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the factory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designed to be componentized, and the enterprise communication 

system platform is built on demand.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technology of 

factory communication system (office, telephone and CCTV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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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各系统之间存在的联系很少。

IT运维管理人员面对的设备和网络业务复杂多

样，在监控和故障定位时往往需要在多套管理系统

中来回切换，费时费力。因此工厂都面临着这样一

个难题，如何实现通信系统（办公、电话和监控系

统）设备统一管理，如何快速进行问题预警、发现

问题并解决问题。

1 通信系统网络

针对工厂面临的难题，分析办公网络、电话网络

和视频监控系统的共同之处。办公网络和视频监控

系统数据都依靠以太网来传输。随着IT技术的进步，

模拟电话逐渐退出市场，SIP电话（使用SIP协议）开

始广泛使用，而SIP电话系统数据也依靠以太网来传

输。所以3套系统的通信网络存在共用的可能性。

1.1  网络拓扑设计分析

通信系统的网络拓扑设计可以划分为三层网

引言

随着工厂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深入，为满足工厂

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功能大规模应用需求，

企业的通信网络系统变得日趋复杂，大量的信息设

备包括视频会议、IP电话、视频监控等被广泛的应

用，并融合到企业的生产、办公系统中，成为企业生

产经营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系统。

目前工厂企业中都存在办公网络系统、电话系

统和视频监控系统3套系统。一般情况下企业内这

几套系统分别建设有各自的通信网络布线，分别拥

有数量众多的网络交换机设备、存储服务器等。各

套系统不仅会有品牌众多的厂家设备共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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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机；车间内部网络使用千兆以太网交换机到各工

位桌面。

（2）电话网络

全厂综合楼设置SI P电话交换机和核心交换

机，采用高性能万兆以太网交换机层；车间内部网

络使用千兆以太网交换机到各工位桌面的SIP电话

接口。

（3）视频监控系统

全厂综合楼监控中心设置NVR存储磁盘阵列、

视频矩阵、显示大屏和核心层交换机，采用企业级

交换机；工厂各区域汇聚层交换机使用万兆以太网

汇聚交换机；车间内监控网络使用千兆以太网交换

机到各摄像机。

如果电话网络交换机为三层交换机环境，则3
套系统的网络硬件设备可以共用。按照满足最高需

求配置设计，核心层交换机采用企业级交换机；区

域汇聚层交换机使用万兆以太网交换机；车间内部

接入层交换机使用千兆以太网交换机。

1.3  网络综合布线分析

根据办公网络、电话网络和视频监 控3套系

统的网络设备硬件配置，各系统的综合布线配置 
如下：

（1）办公网络

综合楼的核心交换机与工厂各区域的汇聚交换

机之间采用光缆连接；工厂各区域的汇聚交换机与

车间的接入交换机之间采用光缆连接；车间的接入

交换机使用千兆屏蔽网线到各工位桌面。

（2）电话网络

SI P电话交换机与综合楼的核心交换机采用

千兆屏蔽网线连接；综合楼的核心交换机与车间的

接入交换机之间采用光缆连接；车间的接入交换机

使用千兆屏蔽网线到各工位SIP电话机。

（3）视频监控系统

综合楼的视频核心交换机与工厂各区域的视频

汇聚交换机之间采用光缆连接；工厂各区域的视频

汇聚交换机与车间的视频接入交换机之间采用光

缆连接；车间的视频接入交换机使用千兆屏蔽网线

到各摄像机。

络架构或者二层网络架构。三层网络架构的层次网

络分别为：核心层（网络的高速交换主干）、汇聚层

（提供基于策略的连接）、接入层（将使用终端接

入网络）。二层网络架构的层次网络分别为：核心层

（网络的高速交换主干）、接入层（将使用终端接入

网络）。

三层网络架构与二层网络架构的差异在于汇聚

层。汇聚层用来连接核心层和接入层，处于中间位

置。汇聚层交换机是多台接入层交换机的汇聚点，

能够处理来自接入层设备的所有通信量，并提供到

核心层的上行链路。

两种网络架构的设计选取主要取决于以下几

点：网络规模、网络复杂度、传输距离问题。总体来

看，三层网络架构的组网复杂，网络单元数量多，

适用于规模比较大的园区；两层网络架构的组网简

单，网络单元数量少，适用于规模较小的园区。

根据设计的工厂企业的需求，办公网络、电话

网络和视频监控3套系统的网络拓扑设计分别为：

（1）办公网络

网络接入设备较多，工厂面积大，一般设计为

三层网络架构。

（2）电话网络

手机使用频率较高，办公电话需求量逐渐减

少，但是不可或缺，一般设计为二层网络架构。

（3）视频监控系统

工厂内物流通道、道路监控、设备监控、人员出

入口、办公楼、停车场以及围墙安防监控等等数量

太多，须设计为三层网络架构。

如果电话网络设计为三层网络架构，则3套系

统的网络拓扑结构进行可以共用。按照满足最高

需求配 置设 计，3套系统的网络 拓扑为三层网络 
架构。

1.2  硬件配置分析

根据办公网络、电话网络和视频监控3套系统

的网络拓扑设计，各系统的设备硬件配置如下：

（1）办公网络

全厂综合楼设置核心层交换机，采用企业级交

换机；工厂各区域汇聚层交换机使用万兆以太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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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实际需要灵活进行选择部署。

3套通信系统集成化的另外一个优点是，通过

网络系统平台管理软件可以实现统一配置，通过

相应的应用软件可以对所有的设备进行实时在线

监控、故障关联定位以及一站式配置，提高运维 
效率。

3 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某一工厂实施过程中的造价、设计和施工

的各项指标对比，可以发现三套通信系统的集成化

方案技术比以往的传统独立技术方案有如下优点：

采用一套硬件网络和一次布线施工，相比于原来的

三套硬件和三次布线施工，降低硬件数量、布线的

材料量、工程量和工期；网络硬件设备通过统一平

台集中管理维护，降低维护难度，提升客户满意度；

原来需要三套系统来分别管理，现在只需要一套系

统，降低了建设成本和运行成本。

造价对比分析：设备造价会增加10万，材料费节

省近50%，约15万；人工成本节约近50%，约10万；

设计周期缩短1/3；设计图纸量减少1/3；设计难度降

低1/3；设计效率提高1.5倍；施工的工期降低1/3。
当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目前国内SIP电话

机的价格比较高，SIP电话交换机价格较贵，可选择

的品牌数量较少，SIP电话系统普及速度比较慢；针

对视频监控系统来讲，相比于分光器，采用交换机

的成本还是比较高。

还有一点，目前设计并已经投运的办公、电话

和视频监控集成系统采用同一品牌的设备，采用一

套管理软件来进行管理维护。如果采用不同品牌设

备，需要使用多套不同的软件进行管理，会增加管

理维护的难度，系统的稳定性会有所降低。

4 结论

该集成化系统自投入运行后，两年来系统运行

非常稳定，维护的工作量比较小。随着工厂的数字

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功能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与

之呼应的企业通信系统也需要更加精细化和可靠。

通信系统（办公、电话和监控系统）集成化技术采

因此3套系统的网络综合布线网络相同，可以进

行合用，不再重复布置3套系统的网络综合布线，整

个工厂按照一次综合网络布线设计。

1.4  带宽分析

整个工厂按照一次综合网络布线设计，需对办

公网络、电话网络和视频监控3套系统的网络带宽

进行核算，看看能否满足所有系统的带宽需求：

（1）办公网络

根据办公的业务需求和应用场景，网络的带

宽需求不高，数据传输量比较稳定，办公网络采用

千兆网络即可满足需要，预计占用千兆网络的5%。

（2）电话网络

1部 S I P（使 用 S I P 协 议）电 话 的 带 宽 小于

100Kbps，电话同时通话的并发数量<10%，配置

1000门以下SIP电话的企业电话网络占用千兆网络

的0.1%。

（3）视频监控系统

采用双码流的高清摄像机一个码流为720P，另

外一个码流为1080P，每路摄像头所需的数据传输

带宽为6Mbps，带宽需求相对其他二套系统来说也

最大，按照48口交换机计算，预计占用接入交换机

千兆网络带宽的28.8%。

因此，接入交换机总占用带宽为千兆网络带宽

的33.9%左右，综合网络布线的网络带宽满足3套系

统合用需求。

2 系统的组成

按照上述分析结果，整个工厂通信系统设计

采用三层交换机环境，分别为接入层、汇聚层和核 
心层。

三层交换机硬件设置的一个优点在于接口类

型丰富，路由能力强大，适合用于工厂企业中大型网

络，可以根据工厂的实际负荷进行选择最佳路由、

负荷分担、链路备份等功能。

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以视频监控网络平台为基础，设计了覆盖从基

础办公网络到语音电话设备、视频监控系统、终端

应用设备等三网合一集成化系统，企业客户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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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推广应用。

□

用组件化的设计思路，用户可以针对不同的业务网

络选择不同的组件组合，按需购买、安装部署，值得

图1  通信系统架构图

公益广告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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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数西算试点建设的能源
一体化管理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Energy Integration Management 
of East Digital West Computing Pilo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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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5G、边缘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推广普及将对我国以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发

展带来巨大压力，到“十四五”期末，我国数据中心总体将出现较大算力资源缺口，特别是东部地

区，算力需求相比中西部地区增长更快，但受制于供电、能耗指标等限制，算力资源拓展空间极

为有限，未来算力资源短缺问题将更加严重，有必要在“十四五”期间提前布局、提前应对。为了

大力贯彻和落实双碳政策，践行能源集约化管理，为科学制定“双碳”目标及战略提供量化参

考。本文基于东数西算试点建设过程中涉及的能源一体化管理展开研究，针对东西部在电力成本

和碳排放相关维度进行量化对比。

关键词：东数西算   能源节约   碳排放量   量化参考

Abstract：The popularization of 5G, edge computing, blockchain and other new technologies will bring 

great press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represented by data centers in China. By 

the end of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there will be a large computing resource gap in China's data 

centers, especially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computing demand will grow fast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ut it is limited by power supply, energy consumption indicators and so on, the 

expansion space of computing resources is extremely limited, and the shortage of computing resources 

will be more seriou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layout and deal with it in advance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In order to vigorously implement the double carbon policy, practice energy 

intensive management, and provide quantitative reference for scientifically formulating the "double 

carbon" goal and strategy.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energy integration management involved in the 

pilot construction of Eastern digital computing and Western computing, this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erms of power cost and carbon emission.

Key words：Counting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Energy conservation   Carbon emissions    

Quantitativ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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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策指导

随着数据中心的建设在全国逐年开展起来，我

国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提出了节能环保的要求与规

划，在《关于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中

明确提出到2022年，我国数据中心平均能耗基本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地方政府也纷纷对数据中心能耗

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要求，如上海提出了建设数据中

心建设PUE值的规定。如表2所示。

通过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级大数据中心优化

布局，目前确定了数据中心绿色先进示范项目以及

相关项目申请指标。如表3所示。

1.3  电价市场

为了响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

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号）文件，

2021年10月15日开始，两大电网各省市公司纷纷更新

了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表，价格普遍有所上升。

数据中心电费呈整体上升趋势，各地区涨幅不一。

2 量化研究

如图1所示[2]，数据中心的能量消耗来源可以大

致分为2部分：IT设施能耗和基础设施能耗。IT设施

指的服务器系统（包含服务器和存储）、网络系统等

信息技术设施，而配套基础设施主要包含冷却系统

和供电系统（包含供电系统和照明系统）。

图1  数据中心能耗来源分解

核心衡量指标PUE（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电源使用效率）是国内外数据中心普遍接受和采用

的一种衡量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能效的指标。PUE 
是计算在提供给数据中心的总电能中，有多少电能

是真正应用到IT设备上。如图2所示。

假定该数据中心，接入电压等级为10kV市电，

引言

国家竞争力取决于产业竞争力。产业的竞争力，

来自于两方面：一是产业要素的投入，如劳动力、资

本、产业技术等；二是产业生产率，如产业集群、产

业配套、产业基础设施、产业竞争等。东数西算现阶

段发展囊括了产业技术和产业集群、产业配套、产

业基础设施等产业竞争力。

按照东数西算的建设初步节奏：2021~2023年

完成枢纽数据中心建设，实现绿色先进、东数西

存；2024~2025年完成东西部直连网络，实现东数西

算、一体化调度；2026年之后完成数据交易市场机

制，实现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在第一阶段试点建设

中枢纽数据中心建设，要实现绿色能源，电力成本

和碳排放量化研究就显得尤为关键。

1 行业概述 

1.1  行业现状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华北电力大学近日

联合发布的《点亮绿色云端：中国数据中心能耗与

可再生能源使用潜力研究》和国家能源局发布2019
年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指出，2018年中国数据中心

总用电量1608.89亿千瓦时，占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的

2.35%，超过上海市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1]。照此预

计，2025年中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将达到3852亿千

瓦时，约占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的4%。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统计及预测

2018 2019 2020 2025

中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 
（亿千瓦时）

1609 1850 2109 3852

增长率（%） 16% 15% 15% 12%

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684499 72255 75110 96300

占中国全社会用电量比例（%） 2.35% 2.56% 2.69% 4%

收稿日期：2021-12-09

作者简介：傅文军（1988-），男，广西北海，汉族，本科，工

程师，云网技术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5G行业专网、5G边缘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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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非阶梯电价

假定模型数据中心同上，浙江PUE暂定为1.6，
贵州PUE暂定为1.3，负载一直稳定，数据中心的一

个月的用电成本，如表4所示。

浙江与贵州的数据中心的运行功率为：

2240kW=10000台× 0.2kW/台×1.6 × 70% （3）
1820kW=10000台× 0.2kW/台×1.3× 70% （4）
电价按照《2021年全国部分省市电价收费标

准（元/kW·h）》，如图3所示，浙江电价收费标准为

0.8109元/kW·h，贵州电价收费标准为0.4872元/kW·h。
2.2  阶梯电价

按照《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

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号）文件，基

按照1000个机柜建设规模测算，每个机柜按照10台

服务器开测算，可容纳约10000台服务器，单台服务

器平均功率约为200W，其典型负载率为70%，PUE
为1.3，负载一直稳定，数据中心的运行功率为：

1820kW=10000台× 0.2kW/台×1.3× 70% （1）
根 据 电 价 政 策 ，北 京 市 冬 季 高 峰 时 段 为

10:00~15:00、18:00~21:00，共计8h；平段时间为

7:00~10:00、15:00~18:00、21:00~23:00、共计8h；低

谷时间为23:00~次日7:00，共计8h。数据中心A在北

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属于大工业、1~10千伏的用

户。其12月的电费账单为：

938276.10 =(8×0.85835+8×0.646588+8×0.443130)×
                1820 ×30+48×1820 ×1 （2）

表2  视角解读

国家层面 上海 浙江

政策 
情况

2019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机关事
务 管理 局和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强
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

上海在2019年1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上海
互联网数据中心统筹建设的指导意见》

浙江在2018年8月发布《关于“绿色数据
中心”服务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

主要 
方案

提出到2022年，数据中心平均能耗基本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新建大型、超大型数
据中心的电能使用效率值达到1.4以下，高
能耗老旧设备基本淘汰，水资源利用效率
和清洁能源应用比例大幅提升。

明确提出全市互联网数据中心新增机架
数严格控制在6万架以内；坚持用能限额，
新建互联网数据中心PUE值严格控制在
1.3以下，改建互联网数据中心PUE值严
格控制在1.4以下。

提出以浙江省各级行政中心 数据中心节
能 考核为实际导向，充分 运用质量 认证
先进标准和方法，建 立公共机制绿色数
据中心认证制度，导入第三方评价治理机
制，引导公共机构节能改造，提升能源利
用效率。

表3  数据中心绿色先进示范项目相关指标要求

节能数据中心 零碳数据中心 特殊地理条件建设数据中心

指标 
要求

规模不低于10 0 0机架，数据中心平均单
机架功率不低于8kW，高密计算设备单柜
功率不低于20kW，机架设计总功率不小
于8000kW，PUE<1.15(目标值）。

数 据 中心规 模 不低 于10 0 0 机 架，数 据 中心
平均单机架功率不低于6kW，机架设计总功
率不小于60 0 0kW，可再生能源占比10 0%，
PUE<1.2（目标值），WUE不超过1.1。

规模不低于1000机架，数据中心平均
单机架功率不低于8kW，高密计算设
备单 柜功率不低于2 0kW，机架设 计
总功率不小于8000kW，PUE<1.15。

图2  数据中心中供电结构与PUE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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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首次把PUE作

为统计指标，“新建大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运行电

能利用效率（PUE）2025年＜1.3”。集约化建设有利

于能效的提升和PUE的降低，也比较适合各类新技

术的部署应用。

后期针对该场景下，为分析数据的模糊性和不

确定性提供严谨的数学工具[3]，后续继续加强量化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研究、量化对称关系与量化非对

称相似关系的研究。

4 主要建议

4.1  统一化的关键点

数据中心产业链长期成长逻辑不改。需要强调

集约化、一体化顶层设计。基于东数西算的建设初

步节奏，制定合理的较为可行的技术路线。首先按

照五个体系（数网、数纽、数链、数脑、数盾）技术关

联性和难易程度拆分为四个维度，如东数西存、东

数西训、东数西算、东用西学。统一加大东数西存中

跨域数据中心节点间的多路能源的互补优化、兼顾

新能源应用与负载调度、统一权衡节能与服务延迟

等关键问题研究，缺乏对于多种新能源统一设计协

调和调度的理论技术，例如尚未考虑到燃料电池这

种有着截然不同的供电与成本特性的新兴能源在数

据中心环境下的应用[3]。

4.2  体制化的参照点

目前，工业界广泛使用的数据中心能效衡量

标准主要是PUE，PUE是基于数据中心有效能耗

这个概念来设计的。然而，PUE可用性很差，因为

于浙江和贵州相应的阶梯时段和阶梯费用进行测算

（每个月电费存在波动的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阶梯电价浙江与贵州数据中心用电成本

用电成本/月（元） 成本差距（元）

浙江
（2×1.0824 +10×0.9004+12×0.4164）
×2240×30+40×2240×1=1175928.32

380064.16
贵州

（8×0.7509+8×0.5629+8×0.3749）
×1820×30+32×1820×1=795864.16

2.3  碳排放量

总量控制和配额分配制度是碳交易制度的关

键前提，碳指标分配结果意味中履约企业的发展空

间。其将对产业经济，能源体系，企业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针对碳排放维度进行量化。假定模型数据中

心同上，按照1度×0.785=0.785kgCo2，数据中心每

月减少碳排放量：237384kgCo2。数据中心一年减少

碳排放量：2848608kgCo2。

237384 =(2240 -1820)× 24 ×30 × 0.785 （5）
2848608 =(2240 -1820)× 24 ×30 ×12× 0.785 

（6）

3 量化成果

基于同一情况下，按照上文的量化研究。对比

表4，阶梯电价维度中浙江的数据中心用电成本有

下降，贵州的数据中心用电成本有上升。对于碳排量

较大权重取决于PUE等关键指标参数，如表6所示。

表4  非阶梯电价浙江与贵州数据中心用电成本

电力成本/月（元） 成本差距（元）

浙江 2240×0.8109×24×30=1307819.52
669392.64

贵州 1820×0.4872×24×30=63842.688

图3  2021年全国部分省市电价收费标准（元/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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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加速数字化转型方面，中国政府政策大力支

持发展数据中心等新基建。东数西算作为促进数字

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的重要技术手段，科学有效地推

动东数西算高质量发展的是重中之重。

从需求角度来看，数据量增长是数据中心发展

的底层逻辑。根据工信部的统计2019年中国数据中

心需求前六大地区为江苏、上海、河北、广深、北京

与浙江均为一线城市及周边地区。随着业务经营战

略的不断转型，增值服务在数据中心业务中的占比

从2010年的29%逐年增加到2018年的53%。

从产业布局来看，量化研究是推动新型数据中

心发展的有效手段。电力成本和碳排放量化研究

仅仅是作为其中的关键点之一，涉及到其他维度的

表7  高端机房制冷设备的节能降本效果对比

优势 指标 风冷
冷板式 

液冷
浸没式 

液冷

节能

PUE 1.6 1.3以下 1.2以下

数据中心总能耗单节点
均摊

1 0.67 0.58

成本
数据中心总成本单节点均
（量产后）

1 0.96 0.74

节地
功率密度（kW/机柜） 10 40 200

主机房占地面积比例 1 1/4 1/20

CPU可靠性 核温（℃） 85 65 65

机房环境
温度、洁净度、蚀性气体
（硫化物盐雾）

要求高 要求高 要求低

数据中心的总输入能耗在实际中不好测量，因此

GreenGrid建议将数据中心的总输入能耗分解为总

制冷能耗、总电源供电系统能耗以及IT总能耗3个

部分分别进行测量[4]。《“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

展规划》也首次把PUE作为统计指标。建议加强体

系化的参照点，持续推进数据中心各方面的标准化

和规范化进程。

4.3  产业化的突破点

绿色数据中心的实现方法利用环境冷源（水下

等）、使用清洁能源。例如国外的微软在苏格兰奥克

尼群岛海岸附件建“水下数据中心”和国内阿里巴

巴的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按照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绿色数据中心白皮书2019》数据，如表7
所示。通用的高端数据中心节能降本策略采用浸没

式液冷技术在节能上更胜一筹，能耗效率（PUE）
≤1.2，浸没式液冷技术对应的功率密度则较高。建
议产业界针对数据中心设备功耗削峰的可用性机制

开展深度分析和试点验证。

5 结语

著名经济学家卡萝塔•佩雷斯的论述，人类进入

工业社会后，经历了五次产业周期变革，每个周期

大致50~60年，前30年为基础技术的发明阶段，后30
年为技术加速应用阶段。当前，世界正处于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的ICT产业发展周期后30年，信息新技

术在各领域加速落地，数字经济逐渐兴起并快速发

表6  东数西算试点建设的能源一体化管理量化

建设规模
台

A浙江（PUE1.8）
阶梯用电成本/月（元）

B浙江（PUE1.6）
阶梯用电成本/月（元）

C贵州（PUE1.3）
阶梯用电成本/月（元）

AC减少碳排放量/月
kgCo2

BC减少碳排放量/月
kgCo2

10000 1322919.36 1175928.32 795864.16 395640 237384

15000 1984379.04 1763892.48 1193796.24 593460 356076

20000 2645838.72 2351856.64 1591728.32 791280 474768

25000 3307298.40 2939820.80 1989660.40 989100 593460

30000 3968758.08 3527784.96 2387592.48 1186920 712152

35000 4630217.76 4115749.12 2785524.56 1384740 830844

40000 5291677.44 4703713.28 3183456.64 1582560 949536

45000 5953137.12 5291677.44 3581388.72 1780380 1068228

50000 6614596.80 5879641.60 3979320.80 1978200 1186920

（下转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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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机械设备智能管理云平台设计
Design of Devic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Cloud  

Platform for Heavy Machinery
李  媛   马秀丽   杨祖业   王  晶

（沈阳中科博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沈阳 110179）

Li Yuan, Ma Xiuli, Yang Zuye, Wang Jing

(Microcyber, Shenyang Liaoning 110179)

摘　要：面向制造企业中重型机械设备信息孤岛严重、设备管理和维护难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重型

机械设备智能管理云平台设计，提供设备泛在连接、实时监控、设备管理、预测性维护等功能服

务，并成功在某重工企业应用，帮助其提高设备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减少非计划停机时间，降低

设备运维成本。

关键词：重型机械   云平台   设备管理   预测性维护

Abstract：Facing problems such as serious information islands of heavy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difficult equipmen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this paper proposes a 

design of devic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cloud platform for heavy machinery, which provides functional 

services such as ubiquitous equipment connection, real-time monitoring, equipment management, and 

predictive maintenance. It was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a heavy industry enterprise to help it improve the 

intelligent level of equipment management,reduce unplanned downtime and reduce equip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s.

Key words：Heavy machinery   Cloud platform   Equipment management   Predictive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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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软件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互联网平台产品的研

究与开发，具有丰富的嵌入式开发经验和科技课题技术攻

关经验。

数据的采集与集成、大数据分析与优化、快速故障

诊断与预测性维护等功能的新需求[1-2]。

1 概述

本文所述的重型机械设备智能管理云平台，利

用海量数据实时采集、边缘计算、微服务、预测性维

护等核心技术，实现了设备泛在连接、设备监控、设

备管理、巡检管理、设备维保、备件管理等功能服

务。管理人员通过该平台可查看所负责区域的设备

健康状态、设备异常、报警处理进度、巡检进度等；

运维人员可查看设备健康状态、设备报警、故障等

情况；诊断工程师可根据设备报警、故障数据及精

在智能制造新模式下，众多高端装备制造企业

希望能够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

解决标准封闭、互联互通难、数据质量不高、设备

管理难、维护成本高、产品迭代慢等关键问题，传

统的设备监控软件已不能满足智能制造新模式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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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连接现场各类智能仪表、控制系统（PLC/DCS/
BPCS），采集重型机械设备（如旋回破碎机、圆锥

破碎机、立轴冲击破碎机、起重机、振筛等）的电

流、工作状态、故障状态、流量反馈等运行关键数

据，并对数据进行过滤、聚合与初步解析，通过以太

网、4G等通信方式传输至云平台（采用OPC-UA、

MQTT云平台接入模式），实现工业现场网络与云

平台的互联互通[3]。

2.2  设备智能管理云平台

准的数据分析对设备进行诊断和处理。

2 总体结构

重型机械设备智能管理云平台由信息数据采

集系统、设备智能管理云平台组成，整体架构如图1 
所示。

2.1  信息数据采集系统

基于云接入网关，建立重型机械信息数据采集

系统。云接入网关通过工业以太网、工业总线等方

图1  重型机械设备智能管理云平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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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服务引擎

工业服务引擎为机理模型训练、数据分析提供

基础服务与技术支撑，平台提供规则引擎、大数据

分析引擎和仿真引擎。

（4）工业大数据系统

工业大数据系统基于设备数据、业务系统数

据，打造企业大数据仓库，提供工业大数据探索、

清洗、挖掘、分析与展示等功能，发现数据价值。

3 云接入网关

信息数据采集系统的核心是云接入网关，是实

现设备泛在连接、数据统一管理的关键。云接入网

关实现工业现场网络与云平台网络的融合，将设备

制造商与生产工厂设备连接到云平台中，实现大量

设备的远程互联，提供高效稳定的数据传输和准确

及时的数据分析，其系统结构框图如图2所示。

云接入网关包括设备服务层、核心服务层与支

持服务层。

（1）设备服务层

设备智能管理云平台基于PaaS基础服务，叠加

工业大数据系统、工业服务引擎、工业机理模型，

工业微服务，提供设备监控、设备管理、巡检管理、

设备维保、备件管理等应用服务。

（1）微服务治理

平台采用微服务架构进行设计，将Web服务、实

时服务、报警服务、日志服务、消息服务、历史服务

作为微服务，独立开发和部署。系统划分为多个微

服务后，采用Spring Cloud进行微服务的统一治理。

服务治理是微服务架构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模块，

用于实现各个微服务实例的自动化注册与发现。

微服务治理框架解决了微服务间的复杂调度问

题和运维管理问题，使各微服务以及服务实例之间

自动耦合，为上层应用提供统一、稳定的后台服务。

（2）工业机理模型库

工业机理模型库是基于工业知识库，集成通用

的算法模型，形成面向行业和核心部件的工业机理

模型库，通过微服务及开放接口，为应用层提供支

持，以实现故障诊断、预测性维护等功能。

图2  云接入网关系统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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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对装备故障进行故障的早期预警。

（3）预测性维护 
通过对破碎机、起重机等重型机械设备建模，

分析设备维护数据、设备保养数据，结合历史故障

数据库，实现设备故障预警功能；结合维修知识

库，给出设备检修建议，将设备运维从周期性预防

性维护维修转变成预测性维护，避免由于故障而造

成非计划性停机[4]。

4.3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包括设备台账、设备更变等功能，为

管理人员针对设备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提供了高效、

快捷的管理办法。

（1）设备台账

设备台账模块包括设备录入和台账查询功能。

设备录入后平台自动生成台账，与传统的手工帐相

比，保证了信息的一致性，并且可以按照设备的名

称、设备类型、设备状态等条件查询台账，使信息管

理更加清晰和灵活，且支持将查询结果导出成Excel
文件。

（2）设备变更

管理人员可借助此功能模块完成所有设备的调

拨转移、设备报废、设备变卖的登记处理工作。实现

所有设备完整生命周期的信息化管理。

4.4  巡检管理

管理人员通过平台制定巡检标准、巡检计划、

巡检任务，通过PC或者手持终端下达巡检任务到巡

检人员。巡检人员使用手持终端完成巡检工作，如

果巡检设备存在异常，则通过手持终端提交报修，

及时发现设备问题，避免了传统纸张记录方式中漏

检、不检的情况。

4.5  设备维保

设备维保是设备养护管理和设备维修管理的

功能集合。管理人员可借助此功能模块为设备的科

学保养、及时维修提供高效的管理办法。同时，设

备维保功能可指定维保责任人，为设备维保信息追

溯、追责提供便利手段。

（1）设备养护

设备养护包括养护计划和养护记录。管理人

设备服务层用于连接物理设备，北向连接云管

理平台，支持REST、OPC-UA、MQTT等网络协议。

南向连接重型机械现场设备，支持WirelessHART、
Modbus等工业以太网、无线协议。

（2）核心服务层

用于数据的传输，包括从南侧现场设备收集的

数据的相关管理，处理北向云平台应用发往南向设

备的请求，持久性存储设备数据与网关服务配置管

理功能。

（3）支持服务层

用于数据的分析：提供支持功能，如日志记录、

调度和数据清理；提供本地分析功能，如规则引擎、

报警和通知、设备运维信息等。

4 平台功能

重型机械设备智能管理云平台提供设备监控、

设备管理、巡检管理、设备维保、备件管理等功能

应用服务。

4.1  综合监控

面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统计性监控画面，宏观

展示平台内部各类汇总数据，包括设备数量、预警

设备数量、预警故障的趋势统计、能耗数据统计等，

为管理人员提供全局视角，随时了解平台关键数据

指标。

4.2  设备监控

设备监控包括在线监测、故障分析和预测性维

护等功能，可对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如果产生报警，

平台支持短信、微信、邮件等报警信息推送功能。

（1）在线监测

通过重型机械设备的过程数据，运行状态数

据，故障报警数据（例如阀门，电机报警）、设备能

耗数据的采集，实现在线监测功能。提供设备列表

和设备详情两种展现方式。

（2）故障诊断

基于获取反映设备运行的特征信息，建立多参

数融合的设备故障预警方法，对设备的运行状态进

行判别，通过实时数据与历史数据进行比对，并经

过相应的机理模型分析，结合工程机械的专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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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本文所述的重型机械设备智能管理云平台引

入云接入网关，将工业现场网络与云平台网络的融

合，实现设备的泛在连接；采用微服务架构，支持按

需扩容、弹性伸缩，满足不同规模企业客户按需租

用的应用需求。平台提供的设备监控、设备管理、巡

检管理、设备维保、备件管理等功能满足制造企业

设备智能监控及运维的需求，并投入实际使用，证

明其具备实用价值，可持续推广。重型机械设备智

能管理云平台将是制造业领域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参考文献

[1] 张跃争，申明付. 重型装备制造业设备管理探

讨[J]. 中国设备工程，2015（09）：54~56.
[2] 焦天琦. 基于云服务模式的远程智能故障诊断

系统的实现[D]. 北京：北京化工大学，2018.
[3] 张德伟，郑方明，李碧波.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

异构设备在线管理平台[J ].  现代信息科技，

2020，4（22）：136~139.
[4] 高金吉.  工业互联网赋能装备智能运维与自

主健康[J ].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9，25

（12）：3013~3025.

□

员制定养护计划（设定养护说明、周期、类型、责任

人，周期可以按天、月、年，养护类型可以自定义，

例如周检、月检、年检等），并指派给相关的设备养

护人员；养护人员按照计划进行养护工作的接单和

反馈，形成完整的设备养护记录。

（2）设备维修

设备维修包括维修计划和维修记录。当设备发

生故障需要维修时，管理人员按紧急程度、重要等

级等规则制定维修计划，设定故障类型、维修说明、

类型、责任人等信息；维修人员按照计划进行维修工

作的接单和反馈，形成完整的设备维修记录。

4.6  备件管理

备件管理功能包含库存管理和备件领用两个

模块，通过备件管理，有效掌握关键部件库存信

息，做到出、入库有记录，重要部件不缺货，高价值

部件不积压，高效利用运营资金。

5 实践及效果

重型机械设备智能管理云平台已在某重工企业

投入使用，现接入100多台重型机械设备，实现了现

场重型机械的装备互连、远程监控、智能化运维。自

投入使用以来，性能稳定、运行可靠，帮助该企业提

高了生产安全性，节省运维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和

售后满意度，符合用户需求，应用效果良好。现场应

用设备监控画面如图3所示。

图3  现场应用设备监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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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探测器的分类及选型应用
Classification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lame Detectors
吕长达

（中油辽河工程有限公司，辽宁 盘锦 124010）

Lv Changda

(PetroChina Liaohe Engineering Co., Ltd., Panjin Liaoning 124010)

摘　要：火焰探测器是探测在物质燃烧时，产生烟雾和放出热量的同时，也产生可见的或大气中没有的不

可见的光辐射。火焰探测器又称感光式火灾探测器，它是用于响应火灾的光特性，即探测火焰燃

烧的光照强度和火焰的闪烁频率的一种火灾探测器。

关键词：物质燃烧   光辐射   火焰探测器

Abstract：The flame detector is used to detect the invisible light radiation that is visible or not in the 

atmosphere when the substance burns, while generating smoke and heat. Flame detector, also known as 

photosensitive fire detector, is a fire detector used to respond to the light characteristics of fire, that is, to 

detect the light intensity of flame combustion and the flicker frequency of flame.

Key words：Material combustion   Ray radiation   Flame detector

收稿日期：2021-10-18

作者简介：吕长达（1985-），男，辽宁葫芦岛，汉族，本科，工

程师，主要从事自控仪表设计工作。

2 火焰探测器的分类

根据火焰的光特性，使用的火焰探测器有三

种：一种是对火焰中波长较短的紫外光辐射敏感的

紫外探测器；另一种是对火焰中波长较长的红外光

辐射敏感的红外探测器；第三种是同时探测火焰中

波长较短的紫外线和波长较长的红外线的紫外/红
外混合探测器。

根据探测波段可分为：单紫外、单红外、双红

外、三重红外、红外/紫外、附加视频等火焰探测器。

根据防爆类型可分为：隔爆型、本安型。

在化工、热电行业中，通常火焰检测监 视是

采用紫外（UV）、红外（IR）传感器或紫外/红外 

（UV/IR）传感器等包括各种变相多探头的火焰检

测器，将测量信号送到控制室进行监控来进行设计

的。但是由于安装在现场的探头受到许多非火焰性

1 概述

火焰检测系统是一种能检测火焰信号，并将这

种信号送到指定的信号控制器，进行联锁控制或监

视的仪表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火焰检测监

视技术已经包含更深层的技术内容。从采用各种感

光元件如光敏电阻、光导管、硅光电池、红外和紫外

光敏管等感受火焰信号，到采用工业电视摄像技术

捕捉火焰信号，以及采用不同原理如物化、物理、 
电/光、电磁物理、电磁频率分析和热力学原理的各

种火焰探测器感受火焰信号，这一技术领域的发展

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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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mADC的电流信号并不是非常准确，但开关量

信号非常准确可靠。根据工艺需要可以将两者都送

往控制室，在CRT上显示火焰的存在，并且送出开关

量信号去现场联锁鼓风机及引风机停机。

火焰放大器可以安装在现场或控制室内的仪表

盘上，以便就地进行设置操作。模拟量输出通过放

大器面板的调整按键进行调节，并可以从面板上的

LED光柱观察模拟量输出的变化。模拟量还可以和

开关量信号分别通过各自的电缆送往控制室的中间

端子柜内，再送往DCS机柜，通过CRT显示模拟量

的大小，通过中间端子柜的输出去电气控制柜联锁

单元进行控制联锁停机。

3.2  采用工业电视摄像技术的设计

对于锅炉火焰的检测和监视，也可用工业电视

摄像技术来进行检测、监视和控制。

选用内窥式高温工业电视系统，这种电视摄像

系统不需要象火焰检测器检测时必须用水、气冷却

的方式，而是采用耐高温、耐腐蚀、高强度的蓝宝石

保护光学镜头，只需要少量的压缩空气对光学镜头

进行吹扫，就可以伸入到1600℃高温炉窑内长期工

作，系统还使用高性能、耐高温、耐腐蚀的新材料保

护摄像探头。工作时，摄像探头通过推进器推入到

安装在炉墙上的保护装置里面；当光学镜头的温度

超过设定的温度或光学镜头破损时，电气控制柜就

会动作，向推进器发出信号，使其工作将摄像探头

从炉墙上的保护装置里面退出来。当温度低于设定

温度时，可以通过控制器将探头送入保护装置，继

续正常工作。整个电视摄像系统配置图如1所示。

质的信号的干扰，有时会产生误动作，严重影响了火

焰检测器的正常工作。因此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

应从多方面考虑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检测方法来

检测火焰的真实存在。

3 火焰探测器的应用

在油田注气锅炉项目中，天然气作为锅炉燃烧

用的主要燃料，辅助燃料用重油。尾气主要含氢气

及有机气体等，这些气体燃烧使锅炉的水变成蒸汽

来作为发电的热源。工艺要求检测锅炉燃烧火焰

的真实存在，当火焰熄灭时联锁鼓风机及引风机停

机。火焰存在时的炉膛温度是998.6℃，炉膛压力是

-19.6Pa。
3.1  采用火焰检测器的设计

在火焰的辐射能中有30%~40%是以电磁辐射

形式消耗的。这些电磁辐射包括紫外线、可见光和

红外线。在检测火焰的时候就考虑到火焰燃烧燃料

的成分，因为各种燃料燃烧时释放的紫外线、可见光

和红外线的数量不一样。因此选择火焰检测器的类

型时，了解火焰燃烧的燃料成分和其辐射的光谱很

有必要。例如以各种煤为燃料燃烧时辐射的红外线

数量比较多；以油和气体为燃料燃烧时的火焰辐射

的紫外线比较多；氢火焰辐射出大量的紫外线，而

辐射的红外线很少。

根据上述特点，选用紫外线火焰探测器。它采

用了极其适用火焰探测的新型光电管，利用光电效

应和气体繁流放大原理进行工作，具有极高的灵敏

度、极窄的带宽和位于紫外线C段（0.185~0.26μm）

的光谱响应。它是通过捕捉燃料燃烧火焰所辐射

的紫外线，来判断燃料的燃烧状态。极窄的带宽无

须添加前置滤光片。火检探头通过防火墙正面板安

装、直接瞄准的方式，将其安装在锅炉炉墙的预留

孔上。其输出信号通过一根标准的四芯屏蔽电缆送

到放大器。

放 大 器由 信 号 变 换 及 处 理、单片 机、输出

及执行、电源四部分组成。当接收到火焰信号后

对其 处 理 放 大，经 过单片机 处 理 后输出缓 变的

4~20mADC。还可以送出开关量信号。一般来说， 图1  工业电视摄像系统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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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距镜头0.5m。

使用工业电视摄像技术，可以准确观察到火焰

的真实存在，它通过对火焰的摄像，信号的处理及

开关量的输入和输出等功能，就能够达到很好的监

视和控制。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火焰检测监视所采用的仪表选

择方法可以有多种，采用哪种方案应根据实际的生

产情况、工艺特点、采购价格等因素来综合考虑。

参考文献

[1] 黄步余，范宗海，马睿. 石油化工自动控制设计

手册. 第四版.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
[2] 丁宏军，张颖琮，等. GB/T 50116-2013《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2014.

□

设计时可将电气控制柜安装在现场，将控制器

安装在现场或控制室内的仪表盘上，21寸CRT悬挂

在控制室或内嵌在控制室内的墙上，可以观察到炉

膛火焰燃烧的状态。通过控制室的电源给控制器供

220V交流电，将开关量通过接线端子送往DCS，再

通过接线端子送往现场的电气控制柜，去联锁鼓风

机及引风机停机。

系统设计应该注意有关的技术参数，该系统

的摄像探头最高工作温度可达1600℃，探头工作

行程600mm，镜头视角90°，图象传感器中心分辨 
率≥4 0 0 T V L，电源为 2 2 0VAC /5 0 H z，功耗为

500W。系统还可设置UPS电源供电，当控制室供电

中断时，会自动接通UPS电源，探头自动退出。仪表

压缩空气一般为0.6MPa，吹扫时应该通过减压装置

将其适当减压到0.1~0.4MPa，这样有利于吹扫和保

护镜头。如果没有仪表空气，设置气泵供气系统，通

过气动管路对镜头进行吹扫，工作时应注意出气口

2019.
[2]  Canalys. Data center infrastructure market 

will be worth $152 billion by 2016 [OL]. (2012-
07-11)[2018-05-20]. https://www．canalys．
com/newsroom/data-center-infrastructure-
market-will-be-worth-152-billion-2016.

[3] 赵明清，胡美燕，郭世伟. 量化容差关系与量化

非对称相似关系的对比研究[J]. 计算机科学，

2004，31（10）2~3.
[4] 王继业，碧玉，张法，等. 数据中心能耗模型及

能效算法综述[J].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9，56

（8）2~13.

□

数据量化，比如跨省链路中新增的网络设备用电成

本、房屋建筑物和土地成本摊销或租金、PUE减低

之后增加设备采购成本、维护成本等问题。

在建设东数西算枢纽数据中心，除了兼顾绿色

能源，还要建立方法体系，拉动内部改革，立体化推

动加快内部改革步伐，持续构建组织级竞争力，比

如数据中心建设部门和网络的管理部门协同，从而

提高整个行业的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华北电力大学. 中国

数据中心能耗与可再生能源使用潜力研究[M]. 

（上接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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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内预测模式的快速决策算法研究
Research on Fast Decision Algorithm of  

Intra Prediction Mode
谢  豪   姜  周   张致强   王金鑫   彭子恒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核反应堆系统设计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213）

Xie Hao, Zhou Jiang, Zhang Zhiqiang, Wang Jinxing, Peng Zihe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Reactor System Design Technology Laboratory, Nuclear Power  

Institute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10213)

摘　要：HEVC是由视频编码联合协作小组（JCT-VC）开发出的一种先进的视频编解码标准。在帧内编

码的亮度预测中，HEVC引入了35种预测模式，使得编码性能显著提高，但是计算复杂度急剧增

加。为了有效地降低HEVC的计算复杂度，研究人员已经研究了许多快速模式决策算法。许多传

统的快速模式决策算法一方面在计算梯度或者用特定的算子提取信息时，会不可避免地引入复

杂度较高的运算；另一方面，梯度纹理信息也仅仅反映当前块的大致纹理信息，用其指导的预测

模式与最终实际最优预测模式会有一定的偏差。本论文在帧内模式决策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角度

模式之间的相关性，提出了一种新的快速帧内预测模式决策的算法。

关键词：HEVC   快速模式决策   角度模式

Abstract：HEVC is an advanced video coding and decoding standard developed by the Joint 

Collaborative Group on Video Coding (JCT-VC). In the brightness prediction of intra coding, HEVC 

introduces 35 prediction modes,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coding performance, but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increases sharpl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of HEVC, researchers have studied many fast mode decision algorithms. Many traditional fast mode 

decision algorithms, on the one hand, will inevitably introduce more complicated operations when 

calculating gradients or extracting information with specific operators; on the other hand, gradient 

texture information only reflects the rough texture information of the current block. The prediction mode 

guided by it will have a certain deviation from the final actual optimal prediction mode. This paper 

makes full use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ngle modes in the process of intra mode decision-making, and 

proposes a new fast intra prediction mode decision-making algorithm.

Key words：HEVC   Fast mode decision-making   Angle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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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H EVC [1]是由视频编码联合协作小组（JCT-
VC）开发出的一种先进的视频编解码标准。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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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模式来更新MPM候选模式列表。如果当前预测

块的最优预测模式在MPM候选模式列表中出现，

则只需要编码其在MPM列表中的索引，否则，仅需

要使用5个二进制位编码模式信息。MPM可以带来

28%左右的加速效果。

Jiang W[4]的快速模式决策算法是基于梯度的

计算，可以实现20%的编码时间节省。另外，用基于

梯度的边缘检测的方法更加精确的定位预测方向，

随后根据基于SATD的代价函数对候选的预测方向

模式进行二分类，缩减最终进行复杂RDO的模式数

量也能降低模式决策部分的算法复杂度[5]。Yi H使

用Prewitt算子提取PU块的纹理方向，进而缩减进行

最终RDO的模式数量[6]。Gao L提出了最优临近模

式以及相邻CU的预测方向信息设计快速帧内预测

模式决策的算法[7]。Tian R[8]通过模式的SATD的率

失真性能进行快速选择，其次会考虑相邻PU和当

前PU的纹理一致性。但是，这些方法一方面在计算

梯度或者用特定的算子提取信息时，会不可避免地

引入复杂度较高的运算；另一方面，梯度纹理信息

也仅仅反映当前块的大致纹理信息，用其指导的预

测模式与最终实际最优预测模式会有一定的偏差。

本文将会在帧内模式决策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角度

模式之间的相关性，设计快速帧内预测模式决策的 
算法。

1 帧内预测模式的快速决策算法

为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文提出一种新

的帧内预测快速模式决策的方法，充分利用编码块

主要纹理方向，具体流程如图2所示。

首先，从33种角度模式中按照平均间隔选择

9种主要模式。模式系数为{2，6，10，14，18，22，
26，30，34}的方向模式集合能够有代表性地 表

示出预测单元的纹理主要方向信息。本文将上述

的预测模式集合称作主要预测方位集（Pr incipal 
Prediction Orientation，PPO）；如图3所示，黑色

实线为主要方向。随后，将率失真代价最小的3个

预测方向分别记为M0、M1、M 2。计算率失真代

价的具体公式如（1）所示，其中J为率失真代价，

好自适应视频中的复杂纹理细节以及视频内容，在

H.265的帧内编码中，亮度块的预测采用了多达35种

预测模式，包括33种角度模式、DC模式和Planar模
式。图1给出了帧内预测的33种角度模式，其角度模

式序号从小到大对应的角度方向是从右上到左下。

复杂的帧内预测模式为提升了编码性能，但是在选

择最优预测模式时，编码器需要为每一个块大小的

单元进行全部预测模式的率失真代价的计算，从中

选择最优的预测模式。因此帧内预测模式选择的计

算量巨大，非常有必要设计相关算法简化预测模式

决策的过程。

图1  H.265/HEVC的帧内预测模式及其角度模式的方向

目前已经由许多相关文献提出针对快速帧内模

式决策的算法。粗略模式决策算法（Rough Mode 
Decision，RMD）[2]已被H.265/HEVC标准已采纳。

R M D算法通过哈 达玛变换估计失真，码率也用

估计的方式，计算粗略的率失真代价。最后根据

PU尺寸选择3或8个模式进行最终的RDO，可以实

现20%的编码时间节省。Zhao L引入了最可能模式

（Most Possible Mode，MPM）算法[3]的概念，具

体是利用空域的相似性，3个最可能模式通过上方

与左侧的相邻块获得。相邻块的样本位置标记为 

（xa，ya），（xb，yb），当前块的最左上角的样本标记

为（xc，yc）。通过判断其三者是否属于同一个片层以

及（xa，ya），（xb，yb）是否在图像的边界之内来确定

当前块是否存在临近块。通过考虑相邻块的帧内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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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与模式2、模式10是相邻关系；随后，根据粗选代

价最小的两个方位的关系是否为相邻关系，填充预

测模式候选列表（Prediction Mode List，PML）。
如果代价最小的主要预测方位是相邻关系（假设

M0，M1，其中M0为代价较小、模式序号较大的预

测方向），则表明预测单元纹理方向清晰。因此可以

猜测最优预测方向应在M0和M1附近。进一步将该

两种模式之间的相隔为1的3种模式、分别向外的2
种模式、Planar、DC模式加入PML中{M0，M1，0，
1，M0-1，M0-2，M0-3，M0+1，M0+2，M1-1，M1-
2}，具体如图4所示。如果代价最小的是两个不相

邻的预测方位，则分别将{M0，M1}相邻间隔为1、2
的模式、{M3}间隔为2的模式和Planar、DC两个非

角度预测模式加入PML中，{M0，M1，0，1，M0-1，
M0-2，M0+1，M0+2，M1-1，M1-2，M1+1，M1+2，
M2，M2+2，M2-2}，具体如图4（1）所示。如果代价

最小的是两个不相邻的预测方位，则分别将{M0, 
M1}相邻间隔为1、2的模式、{M3}间隔为2的模式

和Planar、DC两个非角度预测模式加入PML中，

{M0，M1，0，1，M0-1，M0-2，M0+1，M0+2，M1-1，
M1-2，M1+1，M1+2，M2，M2+2，M2-2}，具体如图

4（2）所示。另外，如果需要加入PML的模式系数计

算超出[2,34]，则使用循环的方式取角度模式范围

内的系数。例如M0=2，M0-1则取系数34，M0-2取系

数33[63]。
之后，遍历PM L中的所有预测模式，通过式

mode为帧内预测模式的系数，取值范围是0~34。
λ为拉格朗日常量，SATD是经过哈达码变换后计

算出的该块的失真，R mode表示该模式编码所需比 
特数。

图2  帧内预测模式的快速决策算法流程

J(mode)=SATD(mode)+λ×Rmode （1）
主要模式的粗略率失真代价通过式（1）计算。

随后对主要预测方位集中的模式按率失真代价的

大小进行排序。从中选 取率失真代价 最小的3个

模式M0、M1和M2。其三者间的率失真代价满足

J(M0)<J(M1)<J(M2)。
其次，定义主要预测方向的相邻关系。模式序

号差的绝对值为4的两个PPO是相邻关系。如模式6

图3  帧内预测的主要预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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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优化，率失真代价最小的模式选为PU的最优预测

模式。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实验的测试平台为HEVC/H.265官方参考

软件H M16.0。本文将快速帧内预测算法集成到

H M16.0，对比原始参考代码的编码性能所提出

算法的性能。测试序列使用JCT-VC推荐的5个视

频序列集，具体为Class A（2560×1600）、Class 
B（1920×1080）、Class C（832×480）、Class D

（416×240）、Class E（1280×720），编码配置采用

All Intra配置。量化参数QP配置为22，27，32，37。
使用BD-Rate评测编码性能。TS用来代表编码时间

的节省，如下所示。

 （2）

此外，一种效率因子 [9]被引入到本文中，如式

（3）所示。

 （3）

本文所提出的的快速帧内模式决策的算法编码

时间节省平均为26.76%，平均性能损失仅为0.65%，

单位编码性能损失下的时间节省平均为41.17。在相

同的平台测试Gao L的算法[7]和Tian R的算法[8]，性

能对比如表1、2所示。所提出的快速帧内预测模式

决策算法的时间节省与Gao L的算法[7]、Tian R的算

法[8]的相当，但编码性能损失远小于Gao L的算法[7]

和Tian R的算法[8]。

3 结论

本文首先介绍了H.265/HEVC中帧内编码模式

并充分利用预测块的主要纹理方向以及主要模式间

的相关性，针对众多帧内预测模式设计了快速帧内

模式决策的算法。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快速帧内

预测模式决策算法在帧内编码配置下平均可为编码

带来26.76%的时间节省，BD-Rate损失仅为0.65%。

与其他快速帧内预测模式决策的快速算法性能相

比，本文所提出的快速算法所带来的算法复杂度的

（1）计算率失真代价，并排序。最后，根据预测单

元PU尺寸确定最终进行R DO的预测模式个数。

本文为大尺寸的PU选择更多的预测模式进行最

终的率失真代价计算，以减少编码失真。若PU尺

寸≤8×8，则选择PM L中率失真代价最小的2个

模式进行最终的R DO；若PU尺寸≥16×16，则选

择PML中率失真代价最小的3个模式进行最终的 
RDO。

图4  预测候选模式列表

在根据PU尺寸进行候 选 模式保留后将沿用

MPM。将MPM中的预测模式无重复地添加到PML
列表中。最后对PML列表中的模式进行最后的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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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与其相当，但编码性能更优。如表1、2所示。

表1  快速帧内模式算法性能以及与 

Tian R的算法[8]的性能对比

序列
Tian R的算法[8] 本文提出的快速帧内模式

决策算法

BD-Rate TS BD-Rate TS

Class A
2560×1600

2.13% 31.83% 0.61% 26.70%

Class B
1920×1080

2.08% 30.07% 0.49% 27.28%

Class C
832×480

1.59% 30.45% 0.71% 26.04%

Class D
416×240

1.77% 29.51% 0.87% 25.72%

Class E
1280×720

2.18% 28.26% 0.58% 28.09%

平均值 1.95% 30.02% 0.65% 26.76%

E 15.39 41.17

表2  快速帧内模式算法性能以及与 

Gao L的算法[7]、Tian R的算法[8]的性能对比

序列
Gao L的算法[7] 本文提出的快速帧内 

模式决策算法

BD-Rate TS BD-Rate TS

Class A
2560×1600

0.94% 25.13% 0.61% 26.70%

Class B
1920×1080

1.32% 24.81% 0.49% 27.28%

Class C
832×480

1.10% 30.03% 0.71% 26.04%

Class D
416×240

1.13% 29.83% 0.87% 25.72%

Class E
1280×720

1.22% 25.60% 0.58% 28.09%

平均值 1.14% 27.08% 0.65% 26.76%

E 23.75 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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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式压力计无编号砝码的
误差分析与修正

The Error Analysis and Correction about no  
Order Weights of Piston Ga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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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活塞式压力计专用砝码未编号导致无法使用这一普遍现象。本文首先分析活塞式压力计校

准中给出的计量参数, 其次根据计量参数计算出最大引入系统误差，最终根据误差计算结果提

出了降低校准能力和调整砝码两种修正方法；对用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活塞式压力计   形变   压力校准

Abstract：It is common that weights of piston gauge do not have order number. Aimming at this 

phenomena,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metrology argument form piston gauge calibration firstly, then 

the maximum introduced system error has been ca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metrology argument. Finally, 

two kind of correction method, calibration ability lowering or weights trimming, has been raised based 

on the error caculating. It has some reference meaning to users.

Key words：Piston gauge   Deformation   Pressure cal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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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活塞式压力计的专用砝码若以标称压力的形式

配备，则需要对每一块砝码质量进行补偿修正，并

进行编号以规定其在使用中的加载顺序。低压活塞

（测量上限6MPa及以下）由于形变效应通常忽略不

计，则不需要进行质量修正[2]。

但是，由于部分制造商和用户对活塞形变效应

的认知不足，存在砝码未编号的现象，或者用户在

实际使用中随意使用砝码，未严格按照砝码编号进

行顺序加载。同时，活塞式压力计计算公式中附加

项繁多，修正方法复杂，对用户而言正确理解并不 
容易。

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从形变效应出发，分析在

引言

活塞式压力计依靠流体静力学原理和帕斯卡

定律，通过已知的作用力和活塞面积来复现压力量 
值[1]。其中作用力依靠加载在活塞系统上的砝码来

确定，活塞面积则经上级标准检校后给出。由于活

塞系统存在形变效应，《JJG 59-2007活塞式压力

计检定规程》规定：测量上限25MPa及以上的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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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为砝码在空气中的浮力；

mc为砝码折算质量[3]（以下简称质量m）。
因此，当重力加速度、空气密度、砝码密度确定

时，活塞式压力计还需要两个变量即砝码质量m和

活塞面积A。
活塞式压力计的面积测量方式基于流体静力平

衡和帕斯卡原理，即作用在标准活塞和被检活塞杆

下端面的压力相平衡（pT = pS）。当采用起始平衡法

时，取10%~20%最大压力处某点为起始平衡点，调

平衡后以此为参考零点。在标准侧和被检侧逐渐增

加砝码并使两活塞重新调至平衡，记录下此时的砝

码质量增量Δm。可求得被检活塞的面积[2]：

ΔmSAS
-1 =ΔmTAT

-1 （2）
由于活塞系统在不同压力下会产生弹性形变，

因此在各测量点压力pn,i下的面积Ai与零压面积A0存

在如下关系：

Ai =A0(1+λpn,i) （3）
为抵消活塞形变所引入的系统误差，因此每块

砝码需按加载顺序 j逐个补偿修正质量：

 （4）
其中，形变系数λ可根据测得面积A1~Ai通过一

次线性回归拟合得到，也可根据规程附录的形变公

式计算：

 （5）

式中：

E1、E2为活塞筒、活塞杆的弹性模量，MPa；
μ1、μ2为活塞筒、活塞材料的泊松比；

R1为活塞筒的外半径，m；

R2为活塞杆的半径，m。

通过以上公式计算，零压面积A0、第j块砝码的

修正质量m、基于每块砝码修正计算质量的误差上

下限mj+、mj-。

当专用砝码仅标称了作用压力未标注序号时，

此时无法对每块砝码进行逐个修正，通常的做法时

在行程中各测量点下的面积求算术平均A*。并根据

平均面积A*计算出砝码计算质量，所有的砝码只能

不同压力时可能引入的累计误差，并提出了砝码允

许误差区间的概念。该方法只需调整砝码质量，具

有操作简单的优点，对该类型活塞式压力计的使用

和溯源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研究对象及原理

活塞式压力计按准确度等级分为0.005级、0.01
级、0.02级和0.05级4类，测量上限从0.25~2500MPa
不 等。其 中 最 常见 的为 0 . 0 5 级（砝 码允许误 差

±0.02%），测量范围上限从0.6~250MPa。常见的活

塞系统由钢‒铜（活塞杆‒活塞筒）、钢‒钢和碳化

钨‒碳化钨制成，其中钢‒铜活塞系统结构适用压

力范围不超过6MPa，钢‒钢活塞系统结构则不超

过60MPa，而60MPa以上的活塞系统只能由碳化钨 
制成。

图1

常见的活塞系统如图1所示，由活塞杆和与其精

密配合的活塞套筒组成。活塞杆的下端面承受流体

压力，上端放置砝码。当平衡时，有：

p = FA-1 =(G -Ff)A
-1 = 0.99985mc gA-1 （1）

式中：

G为砝码产生的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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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逐块砝码计算质量允许区间的交集，显而易

见，该交集由首块砝码计算质量上限和末块砝码计

算质量下限所决定。倘若所有砝码的实际质量均在

该交集内，可认为所有砝码即使不按照顺序加载，

也可使任一压力点下的砝码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也就解决了砝码未编号的问题。

由图2可知，若专用砝码按未修正法计算，活塞

式压力计量程前段会存在正误差（实际压力大于

标称压力），而后段会出现负误差。这是由于钢‒铜

活塞系统形变效应远大于碳化钨活塞系统，使得零

压面积 A0小于平均面积 A*（若平均面积 A*假定为 
0.500000cm 2，零压面积A0则为0.499985cm 2）。

经计 算 若使用平均面积 A *对应的单一质量区间

[m +
*,m

-
*]，则引入 累计 误差最大可达-0.021% ~ 

0.023%，略微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用户可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进行调整或降低校准能力，若不修正则只

能用于校准不优于0.4级的压力表、0.5级数字压力

计、0.5级电测式压力计等[4~8]。

图 3 则 展 示 了 准 确 度 0 . 0 5 级 ，测 量 范 围

1~60MPa，由钢制成的活塞式压力计专用砝码质量

随作用压力变化趋势图。由图可知，不同顺序位的

砝码计算质量已经显示出较大的差距，这是由于中

高压下合金钢的形变效应已相当显著，若使用平均

面积A*对应的单一质量区间[m+
*,m

-
*]来计算，引入

累计误差绝对值最大可达0.036%。由于远远超过了

±0.02%的允许误差，砝码实际质量必须调整在砝码

允许误差区间之内。

2.2  碳化钨活塞的分析

图4展示了准确度0.05级，测量下限1MPa，测

量上限分别为60MPa、100MPa、160MPa，由碳化钨

制成的活塞式压力计的砝码质量随作用压力变化趋

势图。在60MPa、100MPa和160MPa下引入的误差

的绝对值最大分别可达0.024%、0.027%和0.032%。

因此对于测量上限100MPa和160MPa的活塞式压

力计专用砝码则必须根据相对应的砝码允许误差

区间经行调整。而对于60MPa的活塞式压力计由

于仅略微超过了最大允许误差，用户可根据实际需

求自行决定，若不调整则只能用于校准不优于0.4

按照单一质量区间[m+
*,m

-
*]来确定。因此无编号砝

码的计算质量和按顺序计算的质量之间存在系统误

差。在任一压力点下，加载于活塞上的砝码质量总和

必然也与理论值存在系统误差，本文称为“累计误

差”。当累计误差超过相对应最大允许误差时，该设

备的计量性能便无法保证。

2 砝码累计误差的分析

通常典型的专用砝码按5M Pa的倍数或分数

配置，对于测量上限为6MPa、60MPa、100MPa、
160MPa的活塞式压力计，专用砝码分别为0.5MPa、
5MPa、10MPa（主砝码）。由于在实际配置中还存

在如0.1MPa、0.2MPa、1MPa、2MPa的微调砝码，

由于其作用压力相对较小可忽略不计，在以下分析

中，假设配套的砝码均由主砝码构成。

2.1  非碳化钨活塞的分析

图2展示了准确度等级0.05级(mMPE=±0.02%m) 

测量范围0.1~6MPa活塞式压力计的砝码质量随作

用压力趋势图，图中单一质量（黑色曲线）表示该质

量根据平均面积A*计算而来，因此不带形变补偿修

正。碳化钨（绿色曲线）和钢‒铜（橙色曲线）则表示

不同材料的活塞系统对应的砝码质量根据零压面积

A0计算而来，并逐块进行形变补偿修正。两侧点状

线表示单一质量对应的极限允差。

图2  上限6MPa活塞式压力计的砝码质量‒作用压力趋势图

而两侧虚线之间区域则表示砝码允许误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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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的最大累计误差。计算结果表明对于测量上

限6M Pa的钢 ‒ 铜材质活塞式压力计和测量上限

60MPa、100MPa、160MPa的所有活塞式压力计，若

不区分编号直接使用时会导致量传超差。

（1）对于上限60MPa钢材质和上限100MPa、
160MPa的活塞式压力计，可根据校准证书中给出的

首块和末块顺序对应的砝码计算质量确定砝码允

许误差区间，再将所有砝码实际质量调整至该区间

内，这样即使在任何情况下砝码质量均不超过最大

允许误差。

（2）对于测量上限6M Pa钢 ‒ 铜材质和上限

60MPa碳化钨活塞式压力计，由于仅略微超过最大

允许误差，可根据实际需求适当降低校准能力，也

可根据砝码允许误差区间的方法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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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压力表、0.5级数字压力计、0.5级电测式压力 
计等。

图4  60MPa、100MPa、160MPa碳化钨活塞的 

作用压力—砝码质量趋势图

对于测量上限为250MPa的活塞式压力计，由于

活塞的形变系数数值本身的不确定度成主要因素。

应优先根据实验数据确定形变系数后再对专用砝码

逐块修正。

对于测量上限为0.6MPa的活塞式压力计，无论

使用何种常用材料产生的形变效应均可忽略不计。

3 结论

本文针对活塞式压力计专用砝码未编号无法

正确使用这一问题，分析了使用砝码单一质量可能

图3  60MPa钢活塞的作用压力-砝码质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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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700系统顺序控制图程序的
设计与实现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equence Control  
Diagram Program in ECS-700 System

刘先霖   陈岚岚   姚罕琦   徐伟强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53）

Jiu Xianlin, Chen Lanlan, Yao Hanqi, Xu Weiqiang

(Zhejiang SUPCON Technology Co., Ltd.,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

摘　要：目前在ECS-700系统中的控制逻辑有功能块图程序和梯形图程序，缺少顺序控制图程序。顺序控

制图，即SFC，按照工艺操作步骤顺序编制程序，能够清晰地表达程序执行顺序和执行条件，相

对于功能块图和梯形图程序，顺序控制图程序的可读性强、编程简单且不易出错、在程序中可以

很直观地监视设备动作的先后顺序，排故维修非常方便。

关键词：顺序控制图   控制逻辑   ECS-700系统

Abstract：At present, the control logic in the ECS-700 system includes function block diagrams and 

ladder diagram programs, but lacks sequence control diagram programs. Sequence control chart, that 

is SFC, compiles the program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of the process flow. It can clearly express the 

program execution order and execution conditions. Compared with the function block diagram and 

ladder diagram program, the sequence control chart program is highly readable, simple and easy to 

program without errors, the sequence of equipment actions can be monitored intuitively in the program, 

troubleshooting is also very convenient.

Key words：Sequence function chart   Control logic   ECS-700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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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业控制系统软件开发工作。

石化等行业成功实施产业化，实现国产自动化控制

系统品质的突破，并已开始大规模在国内石化大型

主装置上应用。推动国家控制系统技术的健康发

展，为保障国家基础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基础工业战

略安全奠定了基础。

ECS-700系统中原顺控逻辑是主要是通过ST语

言编写代码来实现，这种代码的实现方式易出错，

且对工程人员的编程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同时，

由于对原顺控逻辑缺少专用的面板，导致必须由工

程人员再次搭建流程图，在监控系统中通过流程图

1 概述

ECS-700系统是中控公司面向DCS领域中高端

客户推出的拳头产品。该系统在大炼油、大化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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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示意图 结构名称

顺序结构

并行结构

来监控顺控逻辑。这种复杂的设计，也给客户后续

工艺的调整和维护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针对这种产品需求，笔者所在团队设计了顺序

控制图程序。该系统提供了1套参照工艺顺序的可

视化编程方案，极大地简化了顺控逻辑的搭建，同

时提供专用的监控面板，能够快捷、高效地监控设

备动作的先后顺序，填补了目前ECS-700系统中的 
空白。

2 设计方案

2.1  总体设计

顺 序 控制图程 序的总体设 计可分为两个 部

分：组态期和监控期。组态期提供程序的编辑、编

译、下载和调试的功能，监控期提供数据监控的 
功能。

顺序控制图程序与目前ECS-700系统中的控

制逻辑有功能块图程序和梯形图程序一样，属于用

户程序，用户可以在程序中新建一幅顺序控制图程

序。但是顺序控制图程序程序的特点是，可以给该

程序命唯一的位号名。顺序控制图程序位号的属性

与系统中的功能块位号属性一致，在组态中可以访

问该位号以及位号参数信息，在监控中可以通过该

位号名打开顺序控制图程序对应的面板，实现数据

的监控。

2.2  模块设计

2.2.1  组态模块设计

（1）程序入口

与创建功能块图程序和梯形图程序相同，在用

户程序中可以新建一幅顺序控制图程序，程序的运

行周期、调度、相位等属性与其他类型的程序保值 
一致。

（2）基本元素和结构

顺序控制图程序中的基本要素分为：起始步、

步号、选择分支、转换、动作描述、选择分支–选择

结合、并行分支–并行结合、结束步，如图1所示。

通过不同的元素组合，可以搭建各种逻辑结构，

典型的几种结构程序的结构分为：顺序结构、并行

结构、选择结构、跳转结构、循环结构，如图2所示。

图1  可编程状态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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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通过读取位号值判断设备的状态。

程序通过解析顺控结构和步、转换中的ST逻

辑，将程序中的结构和代码编译组成完整的逻辑

后，编译成ECS-700控制器中的可执行数据，将该部

分数据下载到控制器中后，实现顺序控制逻辑。

2.2.2  状态变迁设计

如图3所示，状态变迁图展示了顺序控制图程

序在运行过程中所有的状态以及状态切换的命令。

RUNNING状态是瞬态，支持自定义编程；IDLE、
COM PLETED、STOPPED状态为终态，不支持 
编程。

程序的初始状态时IDLE状态，发送START命

令，程序由IDLE状态进入RUNNING状态，开始执

行顺控逻辑。

当程序正常运行结束后由RU N NING状态进

入COMPLETED状态，仅这种形式的状态变迁不

需要命令驱动，其余所有的状态变迁都需要命令 
驱动。

当由STOPPED状态回到RUNNING状态时，会

继续执行RUNNING状态中的激活步，保持激活步

中的状态，不会重置RUNNING中的数据。

表1  步指令的执行模式

指令 执行方式

N
重复执行，步激活时执行且重复执行，步非激活时
停止执行

P 仅执行一次，激活时执行一次且仅执行一次

L
在限定时间内重复执行，如果步激活时间小于L时
间，则停止L动作

D
延时一段时间后重复执行，如果步激活时间小于D
时间，则停止D动作

S 步激活后保持执行，步非激活后仍然保持执行

R 用于停止目标步的S指令执行

SL 步激活后在限定内保持执行

DS
步激活后延时一段时间后保持执行（延时期间步激
活，S指令被打断）

SD
步激活后延时一段时间后保持执行（延时期间步激
活，S指令不被打断）

选择结构

跳转结构

循环结构

图2  可编程状态的基本要素说明

（3）步的指令

步中的逻辑在执行时，提供如下的指令模式，

如表1所示。

（4）顺控编程

顺序控制图程序的步和转换使用ST语言搭建，

在程序中可以访问当前控制站内所有的位号资源。

步中编辑需要执行的逻辑，通过对位号的写值实现

对设备的控制；转换中编辑步执行前的逻辑判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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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换逻辑分解功能

当转换条件由多个简单判断表达式通过逻辑

运算符组成时，在联机调试时会按照逻辑运算符的

优先顺序，将简单的判断表达式逐一分解，并且显

示每个判断表达式的成立状态。

2.2.5  位号属性设计

顺序控制图程序的位号属性提供如下参数：质

量码、顺控程序的状态、状态切换命令、步的状态、

步中指令的状态、步的运行时间、转换的成立状态

参数。在ECS-700系统中，顺序控制图程序的位号与

功能块位号的特性一致，在控制域和操作域中均可

访问。

2.2.6  监控面板设计

通过顺序控制图程序的位号，可以打开程序对

应的面板，面板提供如下功能：

（1）基本状态展示区：显示当前模式和状态。

（2）运行时间区：程序的运行时间。

（3）手自动切换区：手动、自动模式切换。

（4）制命令区：

1）状态切换控命令：启动、复位、停止。

2）手动模式下的控制命令：继续、跳步。

（5）详细信息展示区：

1）步状态：未激活状态、激活状态、已完成状

态。

2）转换：转换的成立状态。

2.2.7  应用实例

如图4所示，当氢氟酸有大量泄漏时，烷基化装

置的酸快速转移可以减少对工人和环境的伤害和破

坏。其过程如下：

（1）打开（E-1）下部排酸口和（D-3）下部事故

酸进口连线上的遥控阀（HV4924），压入系统物料

（D-3）。
（2）打开（D-3）和（D-2）之间连通线上的遥

控阀（HV4929），依靠位差作推动力，又有部分物

料由系统自流入（D-3），这时（D-3）和系统的液面

平衡，停止流动。

（3）关闭（E-1）下部排酸口和（D-3）下部事

故酸进口连线上的遥控阀（HV4924）的同时，打开

2.2.3  运行特性设计

（1）步有3个状态：初始化状态（未激活、未执

行过）、激活状态和完成状态。

（2）步中的执行动作有3个状态：未执行状态、

执行中状态和已执行状态。

（3）转换有两个状态：通过和不通过。

（4）转换中的条件检查通过时，转换后的步的

逻辑才开始执行。

（5）程序下载或复位后进入到Idle状态，所有

的数据会初始化。

（6）程序自检逻辑：状态、命令等内存异常时

会将程序强制回Idle状态。

（7）提供手动、自动两种运行模式。

1）自动模式：当转换条件满足时，自动激活并

执行下一步。

2）手动模式：当前激活步执行完成后，步继续

执行，仅当接受到继续命令且转换条件满足后才激

活下一步并执行。

2.2.4  调试特性设计

在顺序控制图程序的调试过程中，提供了断点

功能和转换逻辑分解功能。

（1）断点功能

在联机调试时，可以在转换中额外增加调试断

点，当程序执行到该转换时，无论转换条件是否成

立，断点可以将程序保持在当前转换条件，程序不

下行；删除该断点后程序恢复执行。

图3  顺序控制图程序的状态变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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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下部排酸口和（D-30）下部事故酸进口连通

线上的遥控阀（HV4923），利用压差和位差作推动

力，将系统物料压入（D-30）。
（4）打开（D-30）和（D-2）之间连通线上的

遥控阀（HV4922），在两容器压力平衡的条件下，

依靠位差作推动力，系统内剩余的物料全部流人 

（D-30）。
利用ECS-700中的顺序控制软件可按照如下方

式实现，如图5所示。

3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顺序控制图程序的设计与实现方

案，填补了ECS-700系统在顺控逻辑中的空白。顺

序控制图程序不仅可按照工艺操作步骤顺序编制

程序，通过状态变迁、访问全站位号资源、步指令、

顺控结构的简化搭建，还极大地降低对工程人员

编程能力的要求。配合专用面板，可以方便、快捷

地监控顺控的执行逻辑、控制生产工艺，同时降

低了对客户操作员的要求，易于后期的维护与工艺 
调整。

图4  酸快速转移工艺流程图

图5  顺控程序图



www.cnim.cn 71

SOLUTION   解决方案中国仪器仪表   CHINA INSTRUMENTATION

2022年  第4期

国产化控制系统在天然气长输管道中的
工程实践

Engineering Practice of Domestic Control System in  
Long-distance Natural Gas Pipeline

李  华

（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016）

Li Hua

(China United Coalbed Methane Corporation, Ltd., Beijing 100016)

摘　要：本文主要以国内某新建跨省天然气长输管道SCADA系统的工程实践为背景，对控制系统的设计

及部署实施进行论述，该方案亮点是基本实现了全部国产化控制系统，其良好的兼容性，方便系

统集成，性价比较高，为公司节约了成本。投入使用以来，运行良好、故障率低，表现出了良好的

可靠性与可操作性。

关键词：SCADA   工程实践   国产化控制系统   故障率低

Abstract：Based on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of SCADA system of a new cross provincial long-distance 

natural gas pipeline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deploy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rol system. The highlight of the scheme is that it has basically realized all domestic control systems, 

with good compatibility, convenient system integration, high cost performance and cost saving for the 

company. Since it was put into use, it has run well and low failure rate, showing good reliability and 

operability.

Key words：SCADA   Engineering practice   Localization control system   Low failur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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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油气田开发地面工程建设及数字化相关方面工作。

同时也为上层应用系统提供基础数据支持。由于前

期国内大中型天然气输气管线大多采用国外软件，

从国家战略上来讲能源安全显得十分迫切，同时，

在油气行业“降本增效”、“国产化替代”的大背景

下，国产SCADA软件开始被能源企业关注起来也是

大势所趋。本项目是新建跨省天然气长输管道，按

照设计要求其运行管理，要达到有人值守、无人操

作的目的，并且要保证管道整体的安全性要求。因

此，本次设计其全线采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国产化

监控和数据采集（SCADA）系统，完成3座场站19座

阀室的管道输送工艺过程的数据采集、监视控制、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的

实施，国内天然气长输管线发展迅速。天然气长输

管道SCADA控制系统，是实现管道数据采集监控、

输气管理、生产调度、运行维护协调等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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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工艺站场和线路截断阀的运行、处理全线的

事故。各工艺站场的站控制系统和RTU，在正常情

况下受调控中心的指挥，为调控中心提供数据，负

责本地站的具体操作和连锁保护，完成各种具体的

操作程序（如流程切换、设备的启动/停车、联锁保

护、过程控制等）。沿线各站场同时与调控中心交换

信息。在正常情况下由调控中心对管道全线进行监

控、调度和管理，调控中心还可以实现各管线、单系

统、整个系统的控制权限的手动切换。当调控中心

的主用通信线路出现中断，系统将自动切换到备用

信道，并发出报警信号。在调控中心设置一套时钟

同步系统，由时钟同步系统负责周期性地向各工艺

站场的站控制系统和RTU发送时间基准来保持整

个系统的时间同步。调控中心网络架构如图1所示。

1.3  监控中心控制系统软硬件

本项目采用KingSCADA工业监控，适用于从

单一设备的生产运营管理和故障诊断，到网络结

构分布式大型集中监控管理系统的开发。采用客户 
机/服务器结构设置，支持分布式多服务器结构，在

任何一台操作员工作站可同时调用不同SCADA系

统服务器的数据。

硬件选型如下：

（1）SCADA实时数据服务器和历史数据服务

器为DELL R740机架式服务器；

（2）磁盘阵列为DELL ME4012双控；

操作预测、优化运行、调度和管理等任务。场站、阀

室等的控制系统也均“国产化”。

1 SCADA系统设计

1.1  总体概况

该项目设置一个SCADA调度控制中心，在几个

场站等设置站控制系统（SCS），在清管阀室、远传

线路截断阀室设置远程终端装置（RTU）。由调度

控制中心通过SCADA系统的通信网络对全线各工

艺站场和线路截断阀室进行远程监视、控制、调度

和管理，各工艺站场根据需要将达到无人操作、有

人值守或无人值守的控制水平。

在工艺站场设置PLC系统、SIS系统以及仪表

设备，实现站内数据采集及处理、联锁保护、调节

控制、顺序控制、连续控制以及对工艺设备运行状

态的监视，并与调度控制中心交换各种数据与信

息。19座阀室的数据上传至调控中心，实现调控中

心SCADA系统对阀室的直接监控。操作人员在控制

中心通过SCADA系统可以完成对管道的监控和运

行管理，沿线各个工艺站场可达到无人操作的运行

模式。在调控中心授权的状况下，站控和监控阀室

RTU才能够控制和运行本站和阀室的工艺设备。

1.2  管控模式

在调控中心负责统一监视、调度、管理全线的

生产运行，如下达命令、采集各种数据、协调各个

图1  调控中心网络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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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完全相同，形成主机PLC和备用机PLC。在主机

PLC意外发生故障时，备用机PLC自动切换为主机，

双机热备系统保证实现主备机之间平稳、无扰动的

硬切换。切换对于过程而言是透明的，系统对过程

的监控不会中断。

站控系统主要对生产装置进行常规检测与过

程控制，顺序控制，以及输入/输出监视和数据采

集，历史数据记录和报表生成，报警指示记录。通

过调控中心的终端人机界面的显示器能够显示工

艺流程图及各种主要工艺参数，工艺变量的历史

趋势，控制阀和紧急关断阀的阀位状态及状态报警

等，操作人员在CRT屏幕上可监视和操作任一控制

回路，开关紧急关断阀。

站控系统主要功能为：

（1）对现场的工艺变量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和

上传；

（2）逻辑控制和联锁保护；

（3）接受调控中心下达的命令；

（4）提供人机对话的窗口，显示动态工艺流程

及各种工艺变量和其它有关参数，显示实时趋势曲

线和历史曲线；

（5）报警、事件处理，控制系统及RTU系统具

备系统日志记录功能；

（6）数据存储及处理；

（7）时钟同步：控制系统负责对控制系统内部

及第三方设备（流量计算机等）的时钟对时，保持与

调控中心时钟同步；

（8）控制权限切换满足调度控制中心控制权限

切换的相关要求；

（9）压力、流量控制；计量数据处理；

（10）站场火气系统的监视和报警；

（11）消防系统的监视；

（12）电力主要数据监视；

（13）阴保设备数据显示；

（14）能耗数据采集；

（15）接收调度控制中心1组气质组分数据，并

负责写入各台流量计算机（针对没设气质分析仪表

的站场所）；

（3）工作站为DELL T5820；
（4）华为的三层48口千兆核心交换机S7706，

冗余配置；

（5）场站工业交换机为APEX S6000系列交换

机；

（6）卫星时钟同步 装 置为上海宽 域的AT S 
1000系列。

该监控中心控制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数

据采集和处理，工艺流程的动态显示报警显示、报

警管理以及事件的查询、打印，实时数据的采集、

归档、管理以及趋势图显示，历史数据的采集、归

档、管理以及趋势图显示，生产统计报表的生成和

打印，标准组态应用软件和用户生成的应用软件的

执行，紧急停车，工艺站场启停，远程启停压缩机组

（或泵机组），压力、流量值设定，控制和操作权限

的设定，系统时钟同步，SCADA系统诊断、网络监

视及管理、通信通道监视及管理、通信通道故障时

主备信道的自动切换。

2 站控系统设计

本工程沿线设3座站场19座阀室，3座站场都

为有人值守站。为保证站控系统的可靠性，场站控

制系统采用一套双机架冗余的和利时公司LK系列

PLC来实现过程控制，用于负责监视和控制整座站

场，保证其安全可靠地运行，同时为调度控制中心

提供所需的信息，并接收调度控制中心下达的命令

（在调度控制中心控制时）。

安全仪表系统采用一套满足SIL2等级要求，双

机架冗余的和利时公司LKS系列控制器SIS系统来

实现安全仪表系统功能，主要用于使工艺过程从危

险的状态转为安全的状态。保障输气管道能够在紧

急的状态下安全的停输，同时使系统安全地与外界

截断不至于导致故障和危险的扩散。其中SIL回路

中具有SIL等级的信号，接入单独设置满足SIL 2等

级要求的IO模块。安全仪表系统信号优先级应高于

过程控制系统。

PLC系统和SIS系统为双机架、双控制器的热备

系统，两个机架中包括电源、控制器、通信模件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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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三级、防腐符合G3防腐标准，环境适应能力

强，双独立网口配置，电源掉电恢复后，处理器自

动重新启动。G3控制系统的核心单元，具有控制运

算、数据采集和通信处理等功能。部件采用Modbus  
TCP/IP控制协议与过程控制层（操作员站、工程师

站）相连，接收相关的管理命令，向上传递工艺装置

的特性数据和实时数据：与现场设备层设备实时通

信，实现对现场设备的控制。

RTU系统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1）阀室的数据采集和处理功能（可接收模拟

和开关量信号）；

（2）模拟和开关量信号输出；

（3）数学运算功能；

（4）逻辑运算功能；

（5）逻辑控制功能；

（6）自诊断功能；

（7）故障报警；

（8）过程报警输出；

（9）与调控中心时钟同步；

（10）执行调度控制中心下达的指令，向控制中

（16）对辖站场及阀室的数据监视；

（17）站场、阀室与调控中心数据中断监测；

（18）为远维系统提供数据；

（19）打印报警和事件报告；

（20）打印生产报表；

（21）数据上传功能；

（22）站场ESD；

（23）区域ESD；

（24）单体设备ESD；

（25）站场超压保护系统。

站控系统网络架构如图2所示。

3 RTU系统设计

RTU系统可对阀室内的工艺参数与设备状态进

行监视、控制切断阀门，可远程执行SCADA系统调

度控制中心下达的指令，实现远程操作。

该系统采用浙江中控的Webf ield GCS-G3分

布式控制器作为RTU核心控制系统，用于检测工艺

过程的压力、温度、等信息，并对系统设备进行监

视和控制。其工作温度为-40℃~80℃、EMC指标

图2  站控系统网络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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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通过光纤传输系统接入调控中心的中心级监控。

（4）周界报警系统

为保障站场安全、防止人员非法侵入，本工程

工艺站场、撬装阀室设置周界报警系统。站场周界

报警系统采用振动光缆入侵报警系统。同时，周界

报警系统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联动，当系统发出报

警信号时，联动硬盘录像机的监控系统。

（5）语音软交换系统

为保证工艺站场的行政/调度语音通信需求，在

主调控中心安装行调度合一软件换设备，在管道沿

线各站场安装IP话机。IP话机通过光传输系统系统

接入设置在安平压气站调控中心的调度/行政一体

软交换系统。

5 小结

本文阐述了国产化SCADA系统的设计及部署

实施，生产操作人员在调控中心可以统一监视、调

度、管理全线的生产运行，对设备参数进行实时掌

握。该系统充分发挥了国产软硬件配置灵活、编程

便捷、控制可靠，监控界面结构清晰、简洁方便的优

点。该跨省天然气长输管道SCADA系统（一期）于

2021年7月投产运行，该系统自投产以来系统硬件与

软件稳定性良好、故障率低，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也说明该国产化SCADA系统的设计是满足生产

和工艺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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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444.

□

心发送实时数据；

（11）现场显示功能。

阀室控制系统网络架构如图3所示。

图3  阀室控制系统网络架构图

4 系统通信设计

通信系统主要为管道沿线各阀室与站场、站场

与调控中心之间的数据、话音、视频监控图像以及

管道信息化管理等信号传输提供可靠传输通道，做

到对管道运行全过程的动态监视、控制、计划调度

和优化运行。各个子系统如下：

（1）光纤传输系统

分别在场站以及撬装分输阀室建设同步传输设

备SDH STM-4（22Mait/s）作为工艺站场及阀室数

据传输主用通信系统。

（2）工业以太网系统

分别在场站以及阀室建设三层工业以太网交换

机，作为阀室数据传输通信系统。

（3）工业电视监控系统

工业电视监控系统主要用于对工艺站场及阀室

内的主要工艺设备、主要出入口及人员活动区域进

行监视，对生产安全隐患、无授权的人员闯入等情

况进行确认。各工艺站场站控室设网络硬盘录像机

（NVR）及监视器，实现本地级显示、存储和控制：

阀室视频监控图像信息通过光传输系统接至临近站

场视频监控系统设备。同时，各工艺站场站场监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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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射频导纳料位计的原理和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a New Type of Radio  

Frequency Admittance Level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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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活性焦处理烧结烟气技术中活性焦颗粒物位测量的重要性，分析了现有物位测

量技术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活性焦颗粒物位测量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利用射频导纳三

端技术设计一种可以贴合储料仓壁面安装的接触式料位计，并且有效地解决了现有料位计实际

应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烧结烟气   活性焦颗粒   料位计   三端技术

Abstract：The importance of particle level measurement of activated coke in sintering flue gas treatment 

with activated coke is brief ly introduc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xisting level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re analyzed, and a new solution of particle level measurement of activated coke is proposed. 

The scheme uses the three terminal technology of radio frequency admittance to design a kind of contact 

level meter which can be installed on the wall of the storage bin, and effectively solves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existing level meter.

Key words：Sintering flue gas   Activated coke particles   Level meter   Three termin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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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等污染物，解析塔中通过高温加热工艺将污

染物从活性焦中解析出来，从而达到在烧结烟气尾

气处理的同时活性焦循环利用的目的。

其中活性焦颗粒在料仓中的物位测量是活性

焦处理污染物工艺当中最重要的工艺环节之一。通

过测量活性焦颗粒料位，获得可靠的物料消耗程度

的数据，为调节物料平衡、确定烧结烟气处理效率

提供必要数据。

设计新型的活性焦颗粒连续测量方案，一方面

提供可以适应多样生产过程、不同储料仓大小的料

1 概述

活性焦脱硫脱硝技术已经大量应用于烧结烟

气尾气处理当中，活性焦在吸附塔中通过物理吸附

和化学反应的方式吸附烧结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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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测量两极的电容信号值来计算仓体的料位，而射

频导纳料位计则在两极之间施加了RF高频电流信

号，通过测量电容两极间导纳值（阻抗的倒数）确定

料位值。

静电容式料位计设计原理在于，变送器内部电

路产生一个稳定的正弦信号施加在传感器探头与料

仓壁面所形成的电容上，初始值为C0，计算电容大

小的公式如下：

 （1）

式中：

D代表空气介电常数，约为1；
S代表传感器探头在料仓壁面的投影面积；

D代表传感器探头与料仓壁面之间距离。

通过调整变送器内部元件的参数使得电容值C0

正好对应变送器输出值4mA。当料仓装有物料后，

传感器探头接触物料部分与料仓壁面形成新的电容

值，公式如下：

 （2）

此时，物料的介电常数为ε，传感器在料仓壁面

的单位投影面积为S0，D和S0两个参数都为定值，因

此电容值C与H成正比，经过变送器电路信号处理

和放大，随着物料料面高度H的变化，变送器对应输

出4~20mA之间的电流值。

3.2  三端技术解决挂料问题和温漂问题

传统射频导纳料位计传感器的探头以及传输信

号线均采用了三端屏蔽技术，即5层同心结构，从里

到外依次为中心层、屏蔽层、绝缘层，中心层和屏蔽

层与仪表变送器连接，中间由绝缘层将其分开，绝

缘层外面是接地的安装螺纹，即仪表变送器电路的

接地端通过仪表安装螺纹与储料仓仓壁接通。

挂料对静电容式料位测量的过程影响在于，当

装有粉煤灰或者活性炭的储料仓满料时，由于物料

具有导电性，传感器探头与料仓壁面之间的回路相

当于只存在一只纯电容；当储料仓物料逐渐排出时，

传感器探头上挂有黏连的物料，挂料对于测量电路

来讲具有阻抗（既有电容又有电阻），很明显这些挂

位计，另一方面解决现有料位计使用过程中的可靠

性问题。

2 现有料位计问题及改进分析

现有固体颗粒物料测量手段一般为接触式料

位计和非接触式料位。非接触式料位计如雷达料位

计，通过发射微波和接收微波测量料面高度。由于

雷达料位计波束角的选择、料面形状变化以及粉尘

等因素的干扰，雷达料位计容易出现回波干扰的情

况，导致物料料位测量不准确的情况时有发生。

接触式料位计相较与非接触式料位计，可以直

接插入到物料中，不受环境粉尘和料面形状的影

响，测量可靠性较高。但是接触式料位计也有其问

题，例如静电容式料位计，一般通过将探杆或者重

锤绳索插入固体物料中，通过测量探杆和壁面之间

电容值来计算料面高度，但由于料面流动和频繁位

移，使得探杆或者重锤绳索经常出现弯折或偏移正

常位置的情况，还容易因为探杆挂料或者温漂导致

测量误差。再加之运输成本和安装效率的原因，使

得接触式料位计的探杆一般不能超过4m。这些问

题都极大的限制了接触式料位计的应用场景。

为解决以上问题，必须提出一种既可以利用接

触式方法测量料位，又能保证具有较大量程探头的

料位计可以方便运输，同时还能在料面剧烈变化的

条件下稳定工作的方法。

利用射频导纳原理设计一款料位计可以很好的

解决传感器挂料及温漂的问题，如果将射频导纳料

位计的传感器与储料仓一体化设计，可以有效的保

护探杆不受外界应力的影响，适应不同料仓的应用

工况。另外，通过改造射频导纳料位计的探头结构

形式，使其可以在运输过程中自然弯曲，就能解决

探头过长带来的运输麻烦。

3 新型料位计的设计原理

3.1  传统射频导纳料位计原理

射频导纳料位计与静电容式料位计测量原理类

似地方在于，同样是将传感器探头与储料仓壁面作

为电容的两极，所不同的是静电容式料位计仅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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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图，探头嵌入储料仓壁面安装，通过螺栓固定。

其中，探头保护外壳及内部绝缘层由耐磨损橡胶材

质制成，中心有两层夹层分别为中心层和屏蔽层，

截面呈“吕”字形。其中此处的中心层和屏蔽层与

上文所述传统射频导纳料位计5芯同轴结构的中心

层和屏蔽层功能相同。中心层是作为射频导纳料位

计的核心测量层通过绝缘层与壁面隔开，与接地

的料仓金属壁面形成电容的两极。由于探头的中心

层、屏蔽层及绝缘层橡胶均具有一定柔性，这种扁

平“带”状的探头可以卷曲存放，减少了运输不便的

麻烦。

图2为新型射频导纳料位计安装在料仓壁面的

立体示意图，变送器内部由测量电路及信号输出电

路组成。变送器引出的探头嵌入料仓内壁表面安

装，由料仓顶部延伸至料仓底部。

图2

4 新型料位计的应用分析

4.1  强度增加的改进分析

如图3料仓料位计安装对比图，1、2号形式为原

料的存在不仅会影响电容值的测量，还会消耗测量

回路电压。以上存在的电容和电阻组成的复合信号

称之为阻抗，其倒数称之为导纳。

射频导纳料位计在变送器中增加了缓冲放大器

的电路，当传感器探头上出现挂料时，缓冲放大器

会补偿回路中损失的电压，抵消掉挂料阻抗造成的

误差影响。到此时只解决了挂料对电路能量消耗的

问题，还存在挂料容抗C挂的问题。由于挂料层的相

对测量回路来讲，其容抗和阻抗相等，有以下公式

可以处理挂料容抗的问题：

 （3）

利用公式原理，在电路中可以直接测量得到的

挂料层导纳值，计算得到挂料层的电容值，从而得

到实际的传感器探头与料仓壁面之间电容值。

测量信号线是用于探杆中心层与测量电路之间

传输测量信号的线缆，测量信号线本身存在一定的

电容值，随着温度变化电容值也会发生改变，从而

最终影响测量的准确性。射频导纳式料位计通过应

用三端屏蔽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测量信号线缆采

用五层同心结构，其中屏蔽层连接到测量回路的同

相放大器输入端，增益为“1”，其输出端与测量信

号线的中心层连通，两者之间电压、频率及相位相

同，即屏蔽层和中心层之间没有电流流过，相当于

将测量信号线的电容值屏蔽掉，这样即使因为温度

变化引起测量信号线的电容值变化，也不会影响到

最终电容值的测量。

3.3  解决料位计变形的问题

在传统射频导纳料位计的设计原理的基础上，

改进传感器探杆的设计以及安装方案，可以有效解

决传统料位计变形和偏移的问题。传统射频导纳料

位计的传感器一般为圆柱形杆状探杆，中心层、屏

蔽层、绝缘层也按照同心环形方式层层嵌套。新型

射频导纳料位计的传感器探杆为扁平“带状”设计，

下面具体介绍设计方案和安装方案。

新型 射 频导 纳料 位计的 探 头横 截面为扁平

“带”状，如图1为探头安装在料仓壁面后的横截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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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需求。

5 总结

经过对射频导纳料位计的设计方案和安装方

式改进，有效的扩展了射频导纳料位计的应用场

景，很好地解决了杆状和重锤式料位计面临的一系

列问题，为固体颗粒物位测量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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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安装形式的射频导纳料位计，是一根长探杆或者

带有重锤的钢索浸入物料中。随着物料的流动，传

感器探杆或者钢索受到不同方向、不同深度上的挤

压，从而在长期运行下造成传感器变形。

图3

造成原有料位计变形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同

一水平面上，物料对探杆或者钢索的施加的合力不

平衡。如图3中1号料仓，由于物料流动，在同一水平

面上探杆受到不同方向上的作用力，此时只能依靠

探杆自身强度给予反作用力，否则探杆只能偏移原

有位置或者变形直至新的力矩平衡。

另一方面探杆受到不同插入深度平面上的各

个合力的作用，如图3中的2号料仓，这些合力在探

杆上的作用点不同，方向不同以及合力大小也不相

同，这些更加造成了探杆上不同深度上的力矩不 
平衡。

结构改进后，如图3中的3号料仓，由于料位计

探杆贴合壁面安装，探杆在不同插入深度的合力

全部可以通过壁面的反作用力抵消，即探杆不再

依靠自身强度平衡物料对探杆产生的力矩，而是通

过储料仓壁面的强度来平衡物料流动产生的作用 
力矩。

4.2  安装方式的改进分析

如图2扁平式探杆壁面安装截面图，料仓壁面

在料仓加工时预留了安装槽，扁平状的探杆嵌入到

安装槽内并通过安装螺栓固定。探杆的中心层与屏

蔽层通过绝缘层与金属壁面隔绝。探杆通过安装槽

和螺栓固定，更好的稳固探杆并且不受流动物料的

影响。扁平状探杆超过一定长度后会自然弯曲，所

以不受运输条件影响，可以满足大量程物料料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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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应变片可靠性分析及选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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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进行应力监测的技术手段主要有电阻应变片传感器测量、光纤光栅传感器测量以及位移

传感器测量等。从应用难度、测量可靠性、应用范围以及经费支出等方面看，电阻应变片都不失为

一个好的选择。随着科技的发展，电阻应变片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对其可靠性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尤其是高温应变片。因此，在本文中，从高温应变片自身组成结构的角度，运用有限元方法模

拟分析了影响高温应变片测量可靠性的诸多因素，并最终进行了优化选型。

关键词：高温应变片   组成结构   有限元方法   优化选型

Abstract：At present, the technical means of stress monitoring mainly include resistance strain gauge 

sensor measurement, fiber Bragg grating sensor measurement and displacement sensor measurement. 

In terms of application difficulty, measurement reliability, application range and expenditure, resistance 

strain gauge is a good choi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range 

of resistance strain gauge is more and more wide,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its reliability are higher 

and higher, especially the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strain gauge.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osition structure of the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strain gauge itself,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is used to simulate and analyz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easurement reliability of 

the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strain gauge, and finally the selection is optimized.

Key words：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strain gaug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Finite element method   

Optimization and selection

突发事故，后果将十分严重 [1]。所以及时对结构损

伤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建立结构健康监测是十

分有必要的。而应变是能够很好的反应出结构变化

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目前，在测量结构及部件的应

大型机械结构以及传统特种设备的服役年限

往往会达到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且绝大多数设备的

载荷较大，连续作业时间长，服役环境也较为恶劣，

这就对其结构造成了较大的累积损伤。一旦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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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所示。其他形状的高温应变片的各部分组成也

起到了上述功能。

图1  高温应变片结构

1.2  高温应变片的工作原理

结构及构件受力产生机械变形时，粘贴在构件

上的高温应变片的敏感栅丝的长度和横截面积也都

会随着构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电阻阻值

的变化。而且应变的变化量和电阻阻值的变化率是

线性相关的，通过相关的公式即可推算出应变的变

化量。用来制作敏感栅丝的高温应变电阻合金要求

具有较高的电阻率且电阻率分散度小，较大的灵敏

度系数，较小的机械滞后等。其原理相关公式为：

 （1）

式中：

R为敏感栅丝的电阻值（Ω）；
ρ为敏感栅丝的电阻率（μΩ∙cm）；

L为敏感栅丝的长度（mm）；

A为敏感栅丝的截面积（mm2）。

构件产生的应变和电阻变化率的转换公式为：

 （2）

式中：

R为应变片初始电阻值（Ω）；
∆R为电阻变化量（Ω）；
KS为应变灵敏系数；

ε为应变。

其中 又称为电阻变化率。

变量方面，电阻应变片传感器是应用最广的一种传

感器。对比于其他的传感器具有：测流量精度高，

可靠性好，响应积极；体量小，重量轻，不会对构件

造成额外的附加载荷；可使用范围广，适用温度跨

度大 [2]，可广泛测量；操作简便并可与计算机软件

相连及时处理信息等优点。雷一鸣[3]分析了电阻应

变片测量时产生误差的原因并提及了解决方法。 
徐永君[4-5]对焊接式电阻应变片的传递性能和疲劳

性能进行了研究比较，为实际应用中的选型提供了

理论支持。张伟刚[6]等对光纤光栅传感器和电阻应

变片传感器进行了对比，得出了总体上电阻应变片

更为可靠的结论。杨君琦[7]更是对多种应变传感器

的传递特性进行了研究，为传感器的可靠性研究提

供了依据。李丽霞[8]等人用高温应变片对四点弯曲高

温合金梁进行应变测试，为高温和复杂温度环境下

的高温应变测量提供了技术支持。很多学者都对各

种因素对普通常温电阻应变片的应变传递的影响进

行了定性分析，现就高温应变片本身的各项参数进

行研究，探讨各项参数对测量精度可靠性的影响方

式和影响程度，并进行最优选型。

1 高温应变片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1.1  高温应变片的基本结构

高温应变片的基本结构与传统电阻应变片的基

本结构相似，只是由于使用的温度环境不同，结构

和组成材料略有不同。一般常见的丝式高温应变片

是由对栅丝起到支撑作用的基底，连接敏感栅丝和

基底并起到绝缘作用的胶黏剂，将结构的变形转换

为电阻变化的敏感栅丝，连接敏感栅丝和外部测量

导线的引出线和防止外部冲击的覆盖层组成[9]，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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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 高温应变片结构可靠性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结构参数对高温应变片可靠性的

影响，构造由标定梁—基底—胶黏剂—敏感栅丝组

成的有限元模型，并利用ANSYA软件在300℃的条件

下进行仿真模拟分析。主要研究的影响参数为敏感栅

形状及尺寸以及胶粘剂厚度，并模拟分析这些参数的

变化对高温应变片的应变传递可靠性如何作用。

2.1  标定梁建模

纯弯标定梁建模如图2所示。在 距离标定梁

的左端10m m处施加固定约束，在距离标定梁的

右端10mm处施加Y，Z方向的约束，在距离梁两端

100mm处加载，两加载点间的距离为220mm。用

ANSYS模拟标定梁的变形及应变如图3所示，中间

部位均匀应变为9.1743×10-4。

图2  纯弯标定梁

图3  标定梁应变

2.2  敏感栅对应变传递可靠性的影响

敏感栅是高温应变片的核心部位，是将应变量

转化为电阻阻值变化量的部位，所以敏感栅的形状

和尺寸对高温应变片的应变传递可靠性有着重要影

响。现主要从栅丝直径，栅丝间距，栅丝长度这3个

方面来研究其对应变传递可靠性的影响。

2.2.1  栅丝直径大小对应变传递可靠性的影响。

栅丝直径直接关系着最终的应变输出值，所以

栅丝直径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般栅丝的直径为

0.02~0.05mm，所以对栅丝直径为0.02mm、0.03mm、

1.3  温度变化对应变片输出的影响

随着温度的变化，应变片的输出不仅和被测

构件的变形有关，还与构件的温度变化有关。所

以应变片电阻值的变化是构件的应变e以及温度T
的函数。那么在高温条件下应变片的电阻变化值 
应为：

 （3）

 （4）

令：

则有：

 （5）

式中：

R为应变片是电阻值；

T为构件的温度；

e为应变片的应变；

αR为应变片栅丝的电阻温度系数；

K为应变片的灵敏系数。

应变片的应变量∆e和构件本身的应变∆ε，构件

材料的线胀系数αm以及栅丝材料的线胀系数αg之间

的关系为：

 （6）
将式（5）带入式（6）可得：

 （7）

当构件不受外力和热应力时，∆ ε= 0，此时式

（7）为：

 （8）

可将式（8）记做：

 （9）
式（9）即为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应变片的热输

出的表达式。对于温度自补偿应变片来说，其热输

出应该为0，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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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栅丝长度为7mm、8mm、9mm、10mm、11mm的应

变片进行仿真模拟。并分别在栅丝中部均匀的沿着轴

向选取10点，并计算其平均值，作为栅丝的整体应变。

表3为不同的栅丝直径对应变传递的影响。

表3  栅丝长度对应变传递的影响

序号
栅丝 

长度/mm
标定梁 

应变/10-4

敏感栅平均 
应变/10-4 误差/%

1 7 9.1743 8.7593 4.52
2 8 9.1743 9.0089 1.8
3 9 9.1743 9.04 1.46
4 10 9.1743 9.0615 1.23
5 11 9.1743 9.0756 1.07

由表3可知，随着敏感栅栅丝长度的增加，应

变传递的误差在逐步减小，由最初的4.52%减小到

1.07%。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栅丝长度越长越有利

于应变传递。

2.3  粘接层厚度对应变传递可靠性的影响

除了应变片自身尺寸参数的影响，应变粘接层的

厚度也会对应变片的测量结果起到直接的影响。粘

接剂的厚度一般为0.1~0.3mm，现选取粘接剂厚度为

0.1mm、0.15mm、0.2mm、0.25mm、0.3mm研究粘接层

厚度对应变传递的影响。并分别在栅丝中部均匀的沿

着轴向选取10点，并计算其平均值，作为栅丝的整体

应变。表4为不同的粘接层厚度对应变传递的影响。

表4  粘接层厚度对应变传递的影响

粘接剂 
厚度/mm

标定梁 
应变/10-4

敏感栅平均 
应变/10-4 误差/%

0.1mm 9.1743 9.0405 1.46
0.15mm 9.1743 8.9715 2.2
0.2mm 9.1743 8.9125 2.85

0.25mm 9.1743 8.8812 3.19
0.3mm 9.1743 8.8542 3.49

由表4可知，粘接层厚度对应变传递误差是随着

粘接层厚度的增加而增加的，且增速随厚度的增加

逐渐放缓；这是由于粘接剂的性能与敏感栅的不同。

当粘接层厚度为0.1mm时应变传递效果最好。

3 结果对比与选型

3.1  结果对比

图4直观的反映了不同参数 对应变传 递的影

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栅丝长度和栅丝间距。由图4
可知，栅丝间距在>0.3mm后，对于应变传递的影响

0.04mm和0.05mm的模型进行了仿真模拟。并在栅丝

中部沿栅丝轴向取10个点计算栅丝应变的平均值。表

1为不同的栅丝直径对应变传递的影响。

表1  栅丝直径对应变传递的影响

序号
栅丝 

直径/mm
标定梁 

应变/10-4

敏感栅平均 
应变/10-4 误差/%

1 0.02 9.1743 9.0733 1.10
2 0.03 9.1743 9.0549 1.30
3 0.04 9.1743 8.9725 2.20
4 0.05 9.1743 8.8532 3.50
5 0.06 9.1743 8.5333 6.99

如表1所示，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栅

丝直径越小，敏感栅输出的应变和实际应变的误差

值也就越小。这是由于当栅丝直径越大，就越难发

生变形。当栅丝直径为0.02和0.03时，对应变传递的

影响较小，误差值为1.1%。

2.2.2  栅丝间距大小对应变传递可靠性的影响

由于应变片是具有一定的横向效应的，所以栅

丝的间距也对应变的传递具有较大的影响。现根

据常见的圆弧栅尺寸，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选

取敏感栅间距为0.2mm、0.3mm、0.4mm、0.5mm、

0.6mm进行仿真模拟；并在栅丝中部沿栅丝轴向取

10个点计算栅丝应变的平均值。表2为不同的栅丝

间距对应变传递的影响。

表2  栅丝间距对应变传递的影响

序号
栅丝 

间距/mm
标定梁 

应变/10-4

敏感栅平均 
应变/10-4 误差/%

1 0.2 9.1743 9.0835 0.99
2 0.3 9.1743 9.0807 1.02
3 0.4 9.1743 8.6128 6.12
4 0.5 9.1743 8.3422 9.07
5 0.6 9.1743 7.7917 15.07

由表2可知，栅丝间距的大小对应变传递的影

响较大。随着栅丝间距的增大，应变传递的误差也

越来越大。为了获得更好的应变传递效果，应尽可

能使得栅丝间距较小。但从加工工艺的难以程度和

保证绝缘以及误差值允许范围的角度考虑，选取栅

丝间距为0.3mm较为合适。

2.2.3  栅丝长度对应变传递可靠性的影响

栅丝长度是敏感栅的一个重要参数。应变片的主

应变就是由栅长产生的应变，所以栅丝长度的大小对

应变的传递也有着很大影响。保持其他条件不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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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由于敏感栅的长度和直径相差较大，所以在研

究时会忽略横向效应。实际上，横向效应会增大输

出应变的误差。

（3）相较于传统的实验研究，采用有限元仿真

既便捷又有效。有限元仿真没有传统实验的复杂精

细操作，并且也不需要构建实体模型，在很大程度

上降低了实验难度，提高了研究的准确性，为优化

设计提供了便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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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陡增；栅丝长度在>8mm后，对应变传递的影响逐渐

减小。这二者的关系亦紧密相连，增大长度可以等

效为减小间距。

图4  不同参数对应变传递的影响

3.2  优化选型

若想获得误差小，可靠性高的应变片，应在条

件允许的范围内减小栅丝间距、栅丝直径和粘接层

厚度，增大栅丝长度。但考虑到栅丝的绝缘问题以

及加工工艺的问题，现优化选型高温应变片的尺寸

为栅丝间距0.3mm，栅丝直径0.03mm，栅丝长度

10mm，粘接层厚度0.15mm，并进行仿真模拟，得到

的误差值为1.5%。依据上述模拟数据计算该应变片

的可靠性为

 （11）
式中：

η1为该尺寸下栅丝间距的可靠性；

η2为该尺寸下栅丝直径的可靠性；

η3为该尺寸下栅丝长度的可靠性；

η4为该尺寸下粘接层厚度的可靠性。

综上所述，该尺寸的应变片误差小，可靠性高，

是性能较为优良的高温应变片。

4 结论

（1）由上述仿真数据可知，不同尺寸参数对应

变传递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其中从影响趋势上看栅丝间距的大小以及栅丝长度

的大小是对应变传递的影响较为剧烈的，但粘接层

厚度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2）此次仿真实验未考虑敏感栅是横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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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站场可燃气体检测仪表选型
及优化设计

Selection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of Combustible  
Gas Detection Instrument In Natural Gas Station

侯  玉

（中油辽河工程有限公司，辽宁 盘锦 124010）

Hou Yu

(PetroChina Liaohe Petroleum Engineering Co., Ltd.(LPE), Panjin Liaoning 124010)

摘　要：激光式可燃气体探测器基于光谱吸收原理，利用可燃气体对特定波长的探测激光的吸收效应，

判断目标区域内是否发生了可燃气体泄漏，并通过计算探测激光被吸收的强弱，分析、判断目标

区域内可燃气体的泄漏量，解决了管道阀门、法兰等部位长期存在的微泄漏无法量化监测的难

题。超前预警、可视化监测功能，满足了天然气站场天然气泄漏监测的要求。

关键词：光谱吸收原理   激光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天然气泄露

Abstract：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pectral absorption, the laser combustible gas detector uses the 

absorption effect of combustible gas on the detection laser of a specific wavelength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 combustible gas leakage in the target area. By calculating the strength of the absorption of the 

detection laser, the leakage of combustible gas in the target area is analyzed and judged. The problem 

that the long-standing micro-leakage of pipeline valves, flanges and other parts cannot be quantitatively 

monitored is solved. Advance warning and visual monitoring function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natural 

gas leakage monitoring in natural gas stations.

Key words：Spectrum absorption principle   Laser combustible gas detector   Natural gas l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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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气泄漏监测。

本文在阐述传统可燃气体检测技术的基础上，

分析了传统检测技术存在的问题，并介绍了激光式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检测原理、系统构成、系统功能

以及现场应用效果，为天然气站场可燃气体检测仪

表选型设计提供参考。

1 可燃气体检测技术

1.1  催化燃烧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催化燃烧式可燃气体探测器是利用惠斯顿电桥

天然气站场可燃气体检测过程中，传统检测技

术主要采用催化燃烧式、点式红外吸收型可燃气体

探测器；现场巡检采用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传

统的检测方式受环境影响和应用场所的限制，检测

效果和检测精度均不理想，无法做到实时、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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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标定周期、使用寿命及经济性等因素，首选

红外线吸收式可燃气检测器，包括点式和开放式两

种。开放式红外检测器主要用于大面积的区域分割

边界，通过测定接收端接收到的红外线辐射的能量

来进行检测。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开放式红外可燃气检测

器易受天气尤其是雨、浓雾或者震动影响，存在误

报率高、抗干扰能力差等缺陷，特别是安装在设备

高处并无法维护的检测器，基本上都处于停用状

态，严重影响了天然气站场的生产安全。

2 优化设计

近年来，由于激光吸收光谱技术取得了巨大进

步，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激光吸收技术与其他技术相比，具有完全的气

体分辨性、低功耗和无需标定等特点，在使用中具

有无交叉干扰和无老化的优点，同时对使用者不会

造成中毒伤害。表1是激光式可燃气检测技术与其

他技术的参数对比。

表1  可燃气体检测技术参数对比

探测技术
催化燃烧/电化

学/半导体式
红外式 激光式

SIL等级认证 SIL2 SIL2 SIL2

可靠性

受 环 境（湿 度，
温 度 ，粉 尘 ）影
响 大，易 受 其 他
气体干扰

受 环 境（湿 度，
温 度 ，粉 尘 ）影
响 大，易 受 其 他
气体干扰

不 受 周 围 环 境
影响，不受背景
气体干扰

检测距离
需一定量的CH4气
体扩散到探头内
才能检测到泄漏

最 大 监 测 距 离
200m

最 大 监 测 距 离
200m

检测方式 被动扩散式检测 线监测 线、面监测

响应时间 30s左右 <10s <1s

灵敏度 500ppm 250ppm.m 1~10ppm.m

检测范围 0~100%LEL 0~100%LEL 0~100%LEL

使用寿命 1~2年 3~5年 5年以上

前期成本 成本较低 成本比较高 成本高

后期维护
半年（定期更换
探头）

精度漂移，2年需
要定位校准维护

性能稳定，无需
频繁校准、标定

综上所述，催化燃烧式探测器成本低、响应快，

是应用最早的探测器，但易受高浓度甲烷及硫化物

影响产生催化物“中毒”现象，且存在漂移，使得其

模式，当检测到可燃气体时，气体在催化剂的作用下

发生无焰燃烧，导致载体升温，由于电阻发生变化

使得惠斯顿电桥失去平衡，此时电桥的输出信号与

可燃气体的浓度成线性关系，进行转化就可测出可

燃气体的浓度体积分数。

1.2  红外吸收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红外吸收式主要原理是由于各种气体对不同波

长红外辐射的吸收程度各不相同，因此有对应于不

同的吸收光谱，而每种气体在光谱中，对特定波长

的光有较强的吸收，那么通过检测气体对该波长的

光强度的影响，便可以确定气体的成分及浓度。由于

甲烷在中红外波段3.3μm处吸收较好，因此一般选

择此波段作为检测光源。

1.3  激光式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对特征气体浓度进行实时在线监测的仪器设

备。具体为通过单片机控制电路对激光器进行电流

调制，控制激光器发出所需波长的激光，激光穿过

气体监测区域后，到达反射面（气体管道、天花板、

墙体、地板、地面等）并被反射回激光探测器，若激

光穿过的气体区域中存在被检测的特征气体，激光

将于该气体作用并被吸收，特征气体浓度越高，吸

收量越大，激光探测器将检测到激光强度的变化并

反馈至单片机控制电路进行处理，最终由信号输出

电路将浓度结果传输出去。其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

图1  激光式可燃气体探测器工作原理

目前，可燃气体检测器主要有催化燃烧式、红

外线吸收式2种。目前，天然气站场主要可燃气体组

分是甲烷，根据GB50493-2019《石油化工可燃气体

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要求，烃类可燃气

体可选用催化燃烧式或红外气体检测器。综合考

虑各类型气体检测器适用的气体类型、对气体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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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上传至站内已建可燃气体报警控制系统（GDS）
和激光气体检测系统后端设备；可自动报警联动。

控制区域24h不间断巡回或定区域检测。

天然气处理站介质主要是甲烷，选用激光式可

燃气体探测器具有高度选择性，不受其它气体、水

蒸气、粉尘、太阳光等干扰，其它要求如下：

（1）激光扫描式气体探测器结构应采用防爆云

台、激光甲烷传感器组成，并具备由认证机构颁发

的SIL2认证证书。

云台式激光气体检测控制系统见图2。
（2）激光扫描 式气体 探测器能够实现 水平

360°及垂直180°转动，并可设定运动（扫描监测）

轨迹，运动轨迹的设置点不少于120点，可实现重点

区域的定点监测。

（3）激光扫描式气体探测器应具有指示光功

能，指示光的位置始终与甲烷检测激光的位置保持

一致，当气体检测浓度过高时，通过指示光能快速

判断可能泄漏的区域甚至具体泄漏点的位置。 

（4）激光扫描式气体探测器应提供配套的系

统软件，软件应具有气体浓度监视、运动轨迹预置

点设置、历史数据查询等功能。

需要频繁校准。红外吸收的探测器，无零点漂移和

中毒现象发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传感器之一，但

存在易受中红外谱线交叉干扰等缺点。而激光式可

燃气体检测技术，其性能均较优于其它2种。

3 应用

新疆某油气田天然气处理站周边分散的站场

生产装置区投运多年，管线或容器都存在这样那样

的腐蚀情况，均存在油气泄漏的状况，目前采用的

管理手段是在油气泄漏场所安装固定是可燃气体检

测仪与人员定时巡检的方式。安装的可燃气体探测

器为点检测，检测面积不大，不能及时发现区域内

的油气泄漏带来的巨大安全生产风险。

因此，对天然气处理站生产装置可燃气体检测

系统进行优化设计是十分有必要的。采用激光吸收

光谱技术，可测量出待测气体中目标气体的浓度。

通过激光扫描技术与视频监控系统有机结合，将天

然气处理站周边分散的站场油气泄漏点光谱分析成

像，将场站天然气泄漏量的大小，泄漏发生地点等，

并通过光谱与视频监控技术结合，通过高级算法，

将现场的漏点画面呈现在监控视频上；并将数据分

图2  云台式激光气体检测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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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反射面日常免维护。

4 结论

目前，已安装的激光可燃气检测器各项参数检

测结果符合设计要求，实际运行效果较好，能够满

足项目运行需要的功能和安全要求，相比开路式红

外检测器其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而且可实现

满量程检测，对于推进天然气站场中可燃气检测技

术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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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激光扫描式气体探测器具体技术参数要

求如下：

1）工作温度：-40℃~70℃；

2）存储温度：-40℃~85℃；

3）测量范围0~50000ppm.m；

4）基本误差：±10%@1000ppm.m；

5）响应时间T90≤1s；
6）防爆等级不低于Exd II BT4；
7）工作电源：220VAC；
8）防护等级不低于IP65；
9）工作湿度0~95%RH（无冷凝）；

10）输出分辨率：1ppm.m；

11）输出信号：RS485和4~20mA；

12）检测距离：0.5~70m。

激光式可燃气体探测器光谱极窄，仅对甲烷有

反应，不会发生误报现象，激光收发一体设计，应用

反射原理，接收装置为特制反射面，面积更大，抗

风抗震动性更强，所有电缆均在一端，安装简单，反

射面安装方式灵活，光路校准方便，设备日常操作简

单，通过培训，用户可轻松掌握其安装调试维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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