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基于现场总线冗余技术的 DCS 控制系统设计研究
孙怀海
杭州天赐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5i3.3959
[摘 要] 现代化发展背景下,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为了顺应新时期的发展形势,需要加强DCS控制系
统设计方面的创新。与其他类型的控制系统相比,DCS控制系统具备很多应用优势,同时功能呈多元化,
包含连续控制、串级控制、PID控制等,在很多行业的生产环节中得到有效利用,有利于强化控制精确性、
可靠性。本文依托于现场总线冗余技术,针对DCS控制系统开展设计工作,明确设计思路,分为T3000对象
及总线控制系统两个构成部分,同时简单介绍DCS控制系统常见故障问题及处理方案,通过创新设计意
识强化系统整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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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of DCS
control system design. Compared with other types of control systems, the DCS control system has many
application advantag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functions are diversified, including continuous control, cascade
control, PID control, etc., which have been effectively use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many industri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control.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Relying on the field bus redundancy technology,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e design work for the DCS control system, and clarifies the design ideas. It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T3000 object and the bus control system. Awareness enhance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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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撑。对于DCS控制系统的主要构成来说,包含很多内部组成部分,

DCS控制系统具体指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分布式控

有现场总线过程T3000控制系统、FF现场总线控制系统、EPA现

制系统,针对系统内部的各项功能进行分析,同时落实相关的设

场总线控制系统、工控平台及软件系统。其中FF现场总线控制

计工作,保证能够达到行业标准,满足工业生产控制要求。立足

系统包括常规模拟量I/O模块控制及FF总线DCS系统；而EPA现场

于自动化的角度进行研究,控制系统需要具备实时监控、过程控

总线控制系统包括常规模拟量I/O模块控制以及DCS系统。

制等重要功能,通过与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通讯技术等的融

2 基于现场总线冗余技术的DCS控制系统设计方案
分析

合,构建高效的控制系统,为提升工业生产水平奠定良好基础。

1 基于现场总线冗余技术的DCS控制系统设计架构

2.1 DCS控制系统的设计原理和思路分析

本文针对现场总线的高级控制过程进行研究分析,以此为

开展DCS控制系统设计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在T3000装置上

依据开展DCS控制系统的设计试验。从细节的角度出发,将FF现

选择合适的位置确定9个点,同时在选定的9个点上安装相应的

场总线控制系统作为本次实验的核心系统,同时明确此系统为

检测传感智能仪表,并有序连接仪表检测、控制系统与信号控制

常规模拟量I/O分布控制系统和以太网关接入系统,此外,分析

柜,之后引出信号控制柜中的模拟信号,具体指20mA和4mA。采用

EPA以太网控制系统的实际应用,通常应用于测量系统、控制系

1入、2出的连接方式划分隔离变送器信号。其中一路信号在IF

统中,在此基础上为FF现场总线运行、工业以太网提供技术支

模块的作用下能够转换电流信号,得到FF总线后进入到总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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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中。通过完成以上动作,能够检测现场信号,同时针对相

能够达到成熟的标准,从而提高各行业控制系统的运行效率。通

关信号做好监控、显示工作；而另一路信号会直接连接EPA总线

过以上设计工作的落实,不仅可以充分发挥以太网的应用优势,

控制系统,并完成以上各项功能。

还能强化运行过程中的稳定性、标准化,达到协调UDP/IP的目的,

2.2以T3000为对象开展设计工作

以此为基础,在现场设备运行过程中形成完成的实时监控标准。

在本次实验过程中,需要对储水箱、复合加热水箱、有机玻

除此之外,因为通过隔离变送器输出信号中的一路直接连接EPA

璃水箱进行有效控制,进行系统设计的过程中,通常围绕两条独

总线,同时会向DCS控制站传输信号,所以可以采用连接数据服

立闭环回路开展设计工作,进而得到闭环回馈系统。在不同的回

务器、操作员站、工作站的方式,达到构建EPA现场总线控制系

路上合理安装执行机构、智能仪表,有助于达到高级过程控制的

统的目的。完成以上设计工作后,不仅有利于强化控制系统的各

规范标准,与此同时,采用实验控制的方式,有利于测试串联控

项性能,还有助于简化操作流程,缓解现场作业人员的压力。

制,体现出较强的通用性、灵活性、扩展性。因为在本次实验过

3 DCS控制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及处理策略

程中,在T3000装置上选择了9个测试点,通过安装HART协议智能

3.1软件设备的故障问题及解决方案

仪表、EPA协议智能仪表、FF协议智能仪表可以构成相对完整的

无论在哪种系统的实际运行过程中,避免不了在多元化因

过程控制系统及高级控制系统,不仅可以强化DCS控制系统的基

素的影响下出现故障问题,较为常见的原因为系统功能缺陷及

本性能,还能实现对现场控制的优化,充分体现出现场总线冗余

兼容性低等。具体指在DCS控制系统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软件设

技术的价值。

备涉及到很多方面,包含服务器、组态、操作站员、工程师站等,

2.3总线控制系统的设计体系构建

且不同的软件设备之间在特性、功能、用途方面存在差异,在应

2.3.1总线控制系统的设计原理及思路分析

用过程中经常出现冲突,导致设备无法维持正常运行。为了规避

通常情况下,开展DCS系统设计工作的过程中,会利用智能

软件设备故障问题,应该认真检查软件的兼容性,及时处理由此

仪表,同时信号采用1入、2出的方式,从而达到分离隔离变送器

引发的故障问题,同时针对下装软件进行专业化测试,防止因软

的目的。之后连接两个不同的控制系统与总线,进一步实现总线

件版本问题带来安全威胁。除此之外,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检查

冗余的设计目标,提高现场控制的成功率和工作效率。立足于整

软件设备的管理状态,合理优化相关制度,构建可行性、适用性

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开展总线控制系统设计相关工作时,应该加

较强的规范要求,降低软件设备故障发生概率。

强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合理设计EPA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以及FF总

3.2操作过程的异常问题及解决方案

线扣工资系统,进而强化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可靠性、稳定性。

通常情况下,DCS控制系统的相关操作较为复杂,且出现的

2.3.2 FF总线控制系统的运行原理

故障问题也呈多元化,涉及到系统死机、操作异常、运行异常等,

在本次实验中选用的FF总线DCS控制系统,是新型分布式现

容易对工业生产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出现以上故障问题的原

场总线控制系统的一种,DCS控制系统可以实现与FF现场总线技

因有病毒攻击计算机系统等,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会出现系统

术的融合,由此可见,开展现场控制工作的过程中,能够利用传

功能无法正常使用及网络延迟等情况；部分控制系统设计过程

统的硬件接线方式,同时全方位监控现场的设备运行状态。除此

中,缺少对MCU容量的合理设置,并且缺少对机箱清理工作的重

之外,利用现场总线方式,能够控制智能设备,在大、中规模工厂

视,在内存占用过大、风箱故障等问题的影响下,容易出现故障

的生产现场有着较强的适用性。以此为前提有助于强化过程控

问题。为此,需要增强故障排查意识,及时明确故障点,做好专业

制功能,同时突显系统的批处理控制功能及逻辑控制功能等,有

化处理,让系统能够第一时间恢复正常运行。在此基础上,安排

利于控制工业发展中污水处理、化工、水泥等行业的实际发展

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做好系统操作过程中的监督,严格按照规范

水平。因为在隔离变送器输入信号的过程中,涉及到一路能够与

要求落实各项操作,提升DCS控制系统高效运行水平。

IF模块进行连接的信号,之后转换为FF总线信号,最终达到连接

3.3干扰因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方案

DCS控制站的目的,通过落实连接数据服务器、操作员站、工程

DCS控制系统主要通过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传达和执行相

师站的工作,能够得到完整的FF现场总线DCS系统。其中数据服

应的指令,在信息传达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干

务器的作用是详实记录历史数据,同时存储相关数据信息,为后

扰,引发准确率降低、传达效率降低等问题。系统运行过程中面

续的控制提供合理依据；操作员站的应用目的是实现人机交互,

对的主要干扰包含变频器给通讯设备带来的干扰及电磁绕组给

提升流程界面的监控水平；工程师站能够发挥定义操作指令、

模拟量带来的干扰。在以上几类因素的影响下,容易导致控制系

软硬件资源的作用。

统出现故障问题,同时各项功能也难以正常运行,对工业生产监

2.3.3 EPA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运行原理

管工作造成不良影响。为此,需要增强设备的功能、性能检查意

进行EPA现场总线控制系统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强化相关技

识,合理设置过滤器,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减少各类干扰因素

术的针对性,因为EPA属于新型的控制技术,在工业生产现场设

带来的干扰,进而促进DCS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

备的控制中体现出较强的适用性,能够满足实时开放以太网的

4 DCS控制系统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维护措施

规范要求。依托于现场总线冗余技术,EPA系统对IT技术的应用

4.1制定科学完善的系统维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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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CS控制系统相关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各类技术

的实际运行状态,强化故障点分析的及时性、准确性。

逐渐趋于成熟,同时行业企业生产过程中对DCS系统的需求逐渐

5 结语

增多,为了保证系统能够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各项功能,应该重

通过分析基于现场总线冗余技术的DCS控制系统,整体架构

视日常维护工作,依据实际情况和基本需求编制科学完善的维

体现出较强的复杂性,为了保证设计工作的合理性、科学性,应

护方案,避免出现控制系统的故障问题,强化控制系统运行过程

该依据实际情况编制完善的设计方案,并监督落实情况,确保满

中的稳定性、安全性,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延长系统的使用寿命。

足相关规范要求。此外,需要重视对专业软件、硬件的利用,制

例如,在OVATION-DCS 控制系统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离不开软件

定高效的实行计划,配合开展模拟仿真、实践一体化实验,明确

与硬件的融合,体现出系统性特点,同时,应该具备较强的适应

系统中存在的不足和优势,通过与工业发展中设备运行温度、流

性,对电脑的要求较低,能够实现冗余。因此,针对以上系统的维

量、压力等要素的融合,充分体现现场总线冗余技术的价值,突

护而言,应该细化维护方案,将维护计划分为系统内部软件的维

显DCS控制系统的重要作用。

护及系统整体运行的维护,强化相关维护工作的科学性、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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