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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适应电气控制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可编程序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
troller,PLC)及其应用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结合作者的科研应用成果和教学经验编写本

书,强调了PLC应用能力的培养,编写内容力求结合生产实际,突出应用和通俗易懂便于自

学的特点。
PLC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得到了极其高速的发展,在各行各业都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 它综合了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信技术,是一种新型的、通用的自动控制装

置。 它以功能强、可靠性高、使用灵活方便、易于编程和适应在工业环境下应用等一系列优

点,成为现代工业控制的三大支柱之一。 目前PLC在我国的应用相当广泛,尤其是小型和

微型PLC产品,使用十分方便,备受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的欢迎。
全书共分六章,其中第1章常用低压电器简要介绍低压电器的原理、结构和选型等,第2

章电气控制基本线路与设计主要介绍电气控制的基本环节,原理设计等,第3至第6章系统

地介绍了PLC的工作原理、特点与硬件结构,以目前广泛使用的西门子S7-1200系列小型

PLC为主,介绍PLC的编程元件与指令系统、分析各种PLC程序设计方法,给出大量的常

用基本环节编程。 对于PLC的联网通信、PLC控制系统的设计也做了重点介绍。 对PLC
的应用实例进行了详细分析。

本书由浅入深,通俗易懂,案例丰富;从继电接触控制过渡到PLC控制;从单台PLC过

渡到PLC网络;从指令学习过渡到利用PLC进行控制系统设计与应用软件开发;从PLC控

制到PLC开发计算机控制系统,使读者对于PLC的应用从设备和装置级过渡到系统级,应

用的广度和深度逐步深入。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不当和谬误之处,恳请有关专家和广

大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2018年2月于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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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
 

控制装置的发展

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无论是过程控制系统还是电气传动控制系统,都包含着大量的开

关量和模拟量。 开关量又称数字量,如电机的启停、阀门的开闭、电子元件的置位与复位、计

时、产品的计数等;模拟量又称连续量,如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
最初,数字量和模拟量的控制主要用继电器、接触器或分立元件的电子线路来实现,它

取代了原来的手动控制方式,并迅速成为工业控制的主流,这是自动控制的开始,也是以后

诸多形式控制设备产生的基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所用的控制设备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要求设备更加通用、灵活、易变、经济、可靠,固定接线式的老装置显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
电子和集成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控制理论的不断完善,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诞生和发展,
使自控装置得到飞速发展,历经多次变革,这种要求不断变为现实,而且又不断成为过去。

以电气传动自控装置的发展为例,可将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代。
1)

 

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

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自动控制的开端。 它由为数不多的继

电器、接触器和保护元件等组成。 这种控制系统是为实现某一专门控制要求而设计的,通过

电器元件之间的固定连线构成控制电路。 它简单、经济,成本低,适用于动作比较简单、控制

规模较小的场合,曾一度占据工业控制的主导地位。 但是在动作复杂、规模较大的场合,就

暴露出明显的缺点:体积庞大、耗电量高、接线复杂、可靠性差、维修困难,在今天控制对象经

常变化的情况下,就越来越难以适应了,也就是灵活性差。
2)

 

顺序控制器

顺序控制器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 所谓顺序控制,是以预先规定好的时间或条件为

依据,按预先规定好的动作次序,对控制过程各阶段顺序地进行以开关量为主的自动控制。
曾经流行的顺序控制器主要有三种类型:基本逻辑型、条件步进型和时间步进型。
它们是直接从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演变而来,并首次采用了程序的思想。 由固定位置

的电子元件排列成的矩阵电路,控制程序通过元件间连线的接插来实现,程序的运行是通过

在不同时间接通不同回路来实现的。 改变矩阵板的配线就可以很容易地改变控制程序,增

加了程序的灵活性,大大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其特点是:通用性和灵活性强,通过更改程序可以很容易地适应经常更改的控制要求,

容易对大型、复杂系统进行控制,但程序的实现和更改方式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仍然是对



硬件进行设置和更改。
3)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PLC产生于1969年,它是计算机技术与继电接触器控制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逻辑

控制、定时、计数等功能,并取代了继电接触器控制。
它采用了计算机存储程序和顺序执行的原理;编程语言采用的是直观的类似继电接触

器控制电路图的梯形图语言,这使得原来的工厂工作人员可以很容易地学习和使用。 控制

程序的更改可以通过直接改变存储器中的应用软件来实现,由于软件的更改极易实现,从而

在实现方式上有了本质的飞跃,其通用性和灵活性进一步增强。
目前,可编程序控制器已经具有了顺序控制、算术运算、数据转换和通信等更为强大的

功能,指令系统丰富,程序结构灵活,不但可以完成开关量及顺序控制,而且可以用来实现模

拟量等复杂的控制。 运行可靠、通用性和适应性强,发展非常迅速,既可以用来单独构成控

制系统,其系统也可作为DCS系统中主要现场控制系统,是目前工业自动化应用得最广的

控制设备。
4)

 

数控加工中心

数控机床(Center
 

of
 

numerical
 

control,CNC)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它是一种具有广

泛通用性的高效率自动化机床,它综合应用了电子技术、检测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和

机床结构设计等各个技术领域的最新技术成就。 目前仍然广泛应用,并且在一般数控机床

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附带自动换刀、自适应等功能的复杂数控系列产品,称为加工中心。 它能

够对多道工序的工件进行连续加工,节省了夹具,缩短了装夹定位、对刀等辅助时间,解决了

占机械加工总量80%左右的单件和小批量生产的自动化,提高了工效和产品质量。
5)

 

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

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DCS)是随着计算机通信和网络技

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它包含多台相对独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分散布置,并行工作,独

立或协同地完成不同的子功能。
在大型计算机控制系统中,通常采用分布式多级系统而形成工厂自动化网络系统。 它

是根据对数据处理量实时性要求不同,将计算机控制系统分为多级,下级接受上级的指令和

控制,各级相对独立地完成不同性质的任务。 多级分布控制系统的最低级目前通常由可编

程序控制器及其他现场控制设备构成,接受上级计算机或人工设定值,对生产机械或生产过

程的某些参数直接进行控制。
分布式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和灵活性,成本低,是当前工厂自动化大

规模控制系统的主要形式,目前应用广泛,发展迅速,技术日渐完善。
2.

 

课程的性质、内容与任务

1)
 

课程的性质和内容

“电气控制技术”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 电气控制技术在生产过程、科学研究及

其他各领域的应用十分广泛。 本课程主要内容是以电动机或其他执行电器为控制对象,介

绍电气控制基本原理、线路、程序及控制装置的设计方法。 电气控制技术涉及面很广,各种

电气设备种类繁多、功能各异,但就其控制原理、基本线路、设计基础而言是类似的。 本课程

从应用角度出发,以方法论为手段,讲授上述几方面内容,以培养学生对电气控制系统的分

析和设计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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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以传统的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为开端,主要有以下原因:
(1)

 

继电接触器控制是可编程序控制器产生的基础

虽然目前的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功能极为强大,既可实现数字量的控制,又可实现模拟量

的控制,但它最初是为了在数字量控制中取代继电接触控制系统而产生的,源自继电接触的

思想,两者有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 熟悉继电接触器控制元件和控制电路,就很容易从思想

上接受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组成结构和编程语言,为后续进一步的学习和使用打下基础。
(2)

 

目前工业生产中继电接触器等传统设备仍大量应用

一方面,目前工厂为降低设备投资,不少控制要求不太复杂的场合仍在使用继电接触

器。 另一方面,如电机拖动中,主电路的通断仍由接触器来完成。 另外,电力设备和工业配

电设备仍以继电接触器等为主。 继电接触控制与PLC控制各有特点,并不因为PLC的高性

能而完全取代继电器、接触器等传统设备,当今工厂自动控制往往是传统与现代控制设备并

存的状态。 特别是作为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掌握继电接触控制技术是很有必要的。
(3)

 

有利于在比较中学习掌握设备的使用

通过学习继电接触控制系统和可编程序控制器,比较两者在各方面的异同,便于掌握各

种设备的应用知识,而且有利于将原有的较完善的继电接触控制系统很容易地改造为可编

程序控制系统。 这一点特别适合我国的国情。
PLC是目前应用越来越广泛的一种工业控制器,由于它将计算机的编程灵活、功能齐

全、应用面广等优点与继电器系统的控制简单、使用方便、抗干扰能力强、价格便宜等优点结

合起来,而本身又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耗电省等特点,作为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很有必要掌握

PLC的基本原理与应用技术。 本课程主要介绍占据工业自动控制装置中支柱地位的可编程

序控制器。 包括可编程序控制器的一般知识、西门子S7 1200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原

理、指令系统、编程及相关配套设备的使用方法,重点内容是掌握它的使用、程序设计、应用

设计和仿真技术。
2)

 

课程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熟悉工厂常用控制电气的原理、结构及使用,熟练掌握电

气控制的基本环节,能够分析和设计一般规模的继电接触器的电气控制系统。
了解PLC的结构、工作原理及主要技术指标,掌握PLC的梯形图和语句表两种编程语

言,掌握常用指令,能够根据工艺过程和控制要求完成PLC的程序设计和应用设计,而且能

够进行程序的调试和修改,而后可用于实际应用。
切实加强实践环节,熟练使用PLC的主机、计算机编程软件及常用模块。
对PLC的系统扩展、现场技术、通信知识、仿真技术以及工业网络有一定的了解,能够

完成简单的通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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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常用低压电器

本章主要介绍常用低压电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型号、规格及用途等有关知识,同时介绍

它们的图形符号及文字符号,为正确选择和合理使用这些电器打下基础。

1.1 概述

  1.1.1 电器的定义与分类

凡是自动或手动接通和断开电路,以及能实现对电路或非电对象切换、控制、保护、检

测、变换和调节目的的电气元件统称为电器。
电器的用途广泛,功能多样,种类繁多、构造各异。 其分类方法很多,下面介绍几种常

用的分类方法:

1.
 

按照工作电压等级分

(1)
 

低压电器:工作电压在交流1000V或直流1200V以下的各种电器。 例如接触器、控
制器、启动器、刀开关、自动开关、熔断器、继电器、电阻器、主令电器等。

(2)
 

高压电器:工作电压高于交流l000V或直流1200V以上的各种电器。 例如高压断

路器、隔离开关、高压熔断器、避雷器等。

2.
 

按动作原理分

(1)
 

手动电器:指需要人工直接操作才能完成指令任务的电器。 例如刀开关、控制器、
转换开关、控制按钮等。

(2)
 

自动电器:指不需要人工操作,而是按照电的或非电的信号自动完成指令任务的电

器。 例如自动开关,交直流接触器、继电器、高压断路器等。

3.
 

按用途分

(1)
 

控制电器:用于各种控制电路和控制系统的电器。 例如接触器、各种控制继电器、
控制器、启动器等。

(2)
 

主令电器:用于自动控制系统中发送控制指令的电器。 如控制按钮、主令开关、行

程开关、万能转换开关等。
(3)

 

保护电器:用于保护电路及用电设备的电器。 如熔断器、热继电器、各种保护继电

器、避雷器等。



(4)
 

配电电器:用于电能的输送和分配的电器。 例如高压断路器、隔离开关、刀开关、自

动开关等。
(5)

 

执行电器:指用于完成某种动作或传动功能的电器。 如电磁铁、电磁离合器等。

  1.1.2 低压电器发展概况

低压电器的生产和发展是和电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分不开的,从按钮、刀开关、熔断器等

简单的低压电器开始,到各种规格的低压断路器、接触器以及由它们组成的成套电气控制设

备,都是随着生产的需要而发展的。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我国国民

经济各部门对低压电器的种类、品种、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低压电器的品种也从少

到多,产品质量从低到高逐渐发展。 但是产品与电工行业的国际标准IEC仍有一定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低压电器制造工业有了飞速发展。 一方面,国产产品如CJ20系列

接触器、RJ20系列热继电器、DZ20系列塑料外壳式断路器都是国内20世纪80年代更新换

代的产品,符合国家新标准(参考IEC标准制订),有的甚至符合IEC标准。 另一方面,积极

从德国BBC公司、AEC公司及西门子公司、美国西屋公司、日本寺崎公司等引进了接触器、
热继电器、启动器、断路器等先进的产品制造技术,并基本实现国产化,使我国低压电器的产

品质量有较大的提高。
当前,我国低压电器的发展总是不断提高其技术参数的性能指标,并在其经济性能上

下功夫。 其间,使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对产品质量的提高、性能的改善有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同时我国大力开发新产品,特别是多功能化产品及机电—体化产品,如电子化的

新型控制电器(如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固态继电器与接触器、电子式电机保护器等)正不

断被研制、开发出来。 总之,低压电器正向高性能、高可靠性、多功能、小型化、使用方便等

方向发展。

  1.1.3 低压电器电磁机构及执行机构

电磁机构的作用是将电磁能转换成为机械能并带动触点的闭合或断开,完成通断电路

的控制作用。
电磁机构由吸引线圈、铁心和衔铁组成,其结构形式按衔铁的运动方式可分为直动式和

拍合式,图1 1是直动式和拍合式电磁机构的常用结构形式。
=I

I�

3�

(a) =I4�>D��	� (b) =I4DD��	� (c) =I,3D��

图1 1 电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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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线圈的作用是将电能转换为磁能,即产生磁通,衔铁在电磁吸力作用下产生机

械位移使铁心吸合。 通入直流电流的线圈称为直流线圈,通入交流电的线圈称为交流

线圈。
对于直流线圈,铁心不发热,只是线圈发热,因此线圈与铁心接触以利散热。 线圈做成

无骨架、高而薄的瘦高型,以改善线圈自身散热。 铁心和衔铁由软钢或工程纯铁制成。
对于交流线圈,除线圈发热外,由于铁心中有涡流和磁滞损耗,铁心也会发热。 为了改

善线圈和铁心的散热情况,在铁心与线圈之间留有散热间隙,而且把线圈做成有骨架的矮胖

型。 铁心用硅钢片叠成,以减少涡流。 当线圈通过工作电流时产生足够的磁功势,从而在磁

路中形成磁通,使衔铁获得足够的电磁力,克服反作用力而吸合。 在交流电流产生的交变磁

场中,为避免因磁通过零点造成衔铁的抖动,须在交流电器铁心的端部开槽,嵌入一铜短路

环,使环内感应电流产生的磁通与环外磁通不同时过零,使电磁吸力总是大于弹簧的反作用

力,因而可以消除铁心的抖动。
另外,根据线圈在电路中的连接方式可分为串联线圈(即电流线圈)和并联线圈(即电压

线圈)。 串联(电流)线圈串接在线路中,流过的电流大,为减少对电路的影响,线圈的导线

粗、匝数少、线圈的阻抗较小。 并联(电压)线圈并联在线路上,为减少分流作用,降低对原电

路的影响,需要较大的阻抗,因此线圈的导线细而匝数多。

  1.1.4 触点系统

触点的作用是接通或分断电路,因此要求触点具有良好的接触性能和导电性能,电流容

量较小的电器,其触点通常采用银质材料。 这是因为银质触点具有较低和较稳定的接触电

阻,其氧化膜电阻率与纯银相似,可以避免触点表面氧化膜电阻率增加而造成接触不良。 电

流容量较大的电器,其触点通常采用铜质材料。
触点的结构有桥式和指形两种,图1 2为触点结构形式。

(a) %�?��?% (b) L�?��?% (c) ��?%

图1 2 触点结构形式

桥式触点又分为点接触式和面接触式。 点接触式适用于电流不大并且触点压力小的场

合,面接触式适用于大电流的场合。 指形触点在接通与分断时产生滚动摩擦,可以去掉氧化

膜,故其触点可以用紫铜制造,它适合于触点分合次数多、电流大的场合。

  1.1.5 灭弧系统

触点分断电路时,由于热电子发射和强电场的作用,使气体游离,从而在分断瞬间产生

电弧。 电弧的高温能将触点烧损,缩短电器的使用寿命,又延长了电路的分断时间。 因此,
应采用适当措施迅速熄灭电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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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控制电器常用的灭弧方法有以下三种。

1.
 

电动力吹弧

电动力吹弧如图1 3所示。 桥式触点在分断时本身具有电动力吹弧功能,不用任何附

加装置,就可使电弧迅速熄灭。 这种灭弧方法多用于小容量交流接触器中。

2

I

F

1 I

F

图1 3 电动力灭弧示意图

1—静触点;2—动触点

2.
 

磁吹灭弧

磁吹灭弧是在触点电路中串入吹弧线圈,如图1 4所示。 该线圈产生的磁场由导磁夹

板引向触点周围,其方向由右手定则确定(如图1 4中×所示)。 触点间的电弧所产生的磁

场,其方向为☉所示。 这两个磁场在电弧下方方向相向(叠加),在弧柱上方方向相反(相

减),所以弧柱下方的磁场强于上方的磁场。 在下方磁场作用下,电弧受力的方向为F 所指

的方向,在F 的作用下,电弧被吹离触点,经引弧角引进灭弧罩,使电弧熄灭。

1

2 3

4 5 6

F

8
7

图1 4 磁吹灭弧示意图

1—磁吹线圈;2—绝缘套;3—铁心;4—引孤角;4—导磁夹板;5—灭弧罩;7—动触点;8—静触点

3.
 

栅片灭弧

灭弧栅片是一组薄铜片,它们彼此间相互绝缘,如图1 5所示。 当电弧进入栅片被分

割成一段段串联的短弧,而栅片就是这些短弧的电极。 每两片电弧之间都有150~250V的

绝缘强度,使整个灭弧栅的绝缘强度大大加强,以至于外电压无法维持,电弧迅速熄灭。 由

于栅片灭弧效应在交流时要比直流强得多,所以交流电器常常采用栅片灭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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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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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1 5 栅片灭弧示意图

1—灭弧栅片;2—触点;3—电弧

1.2 接触器

接触器是一种自动的电磁式电器,适用于远距离频繁接通或断开交直流主电路及大容量

控制电路。 其主要控制对象是电动机,也可用于控制其他负荷,如电焊机、电容器、电阻炉等。
它不仅能实现远距离自动操作和欠电压释放保护及零电压保护功能,而且有控制容量大、工作

可靠、操作频率高、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常用的接触器分为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两类。

  1.2.1 接触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图1 6为接触器结构示意图,接触器主要由电磁系统、触头系统和灭弧装置组成。
1

2

3

7

8

4

5

6

图1 6 接触器结构示意图

1—主触点;2—常闭辅助触点;3—常开辅助触点;4—铁心

5—电磁线圈;6—衔铁;7—灭弧罩;8—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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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磁机构

电磁机构由电磁线圈、铁心和衔铁组成,其功能是操作触点的闭合和断开。
2.

 

触点系统

触点系统包括主触点和辅助触点。 主触点用在通断电流较大的主电路中,一般由三对

动合触点组成,体积较大。 辅助触点用以通断小电流的控制电路,体积较小,它由“动合”“动

断”触点组成。 动合触点(又称常开触点)是指线圈未通电时,其动、静触点是处于断开状态

的;当线圈通电后就闭合。 动断触点(又称常闭触点)是指在线圈未通电时,其动、静触点是

处于闭合状态的,当线圈通电后,则断开。
线圈通电时,常闭触点先断开,常开触点后闭合;线圈断电时,常开触点先复位(断开)常

闭触点后复位(闭合),其中间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间隔。 分析电路时,应注意这个时间

间隔。
3.

 

灭弧系统

容量在10A以下的接触器都有灭弧装置,常采用纵缝灭弧罩及栅片灭弧结构。
4.

 

其他部分

其他部分包括弹簧、传动机构、接线柱及外壳等。
当交流接触器线圈通电后在铁心中产生磁通。 由此在衔铁气隙处产生吸力,使衔铁向

下运动(产生闭合作用),在衔铁带动下,使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 当线圈断电或电

压显著降低时,吸力消失或减弱,衔铁在弹簧的作用下释放,各触点恢复原来位置。 这就是

接触器的工作原理。
接触器的图形符号如图1 7所示,文字符号为KM。

(a) 3� (b) �?% (c) ��D�?% (d) �KD�?%

图1 7 接触器图形符号

直流接触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与交流接触器基本相同,仅有电磁机构方面不同。

  1.2.2 接触器的型号及主要技术参数

目前我国常用的交流接触器主要有CJ20、CJX1、CJX2、CJ12和CJ10等系列,引进产品

应用较多的有引进德国BBC公司制造技术生产的B系列,德国西门子公司的3TB系列、法

国TE公司的LC1系列等;常用的直流接触器有CZ18、CZ21、CZ22和CZ10、CZ2等系列,
CZ18系列是取代CZ0系列的新产品。

1.
 

型号含义

交流接触器型号的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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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技术参数

(1)
 

额定电压是指主触点的额定工作电压。
(2)

 

额定电流是指主触点的额定电流。
(3)

 

线圈额定电压是指常用的额定电压等级,如表1 2所示。

表1 1 接触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等级表

直流接触器 交流接触器

额定电压/V 110、220、440、660 220、380、500、660

额定电流/A
5、10、20、40、60、100、150、250、

400、600
5、10、20、40、60、100、150、250、

400、600、1140

表1 2 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等级表

直流线圈 交流线圈

24、48、110、220、440 36、110、220、380

(4)
 

接通和分断能力是指接触器在规定条件下,能在给定电压下接通和分断的预期电

流值。 在此电流值下接通和分断时,不应发生熔焊、飞弧和过分磨损等。 在低压电器标准

中,按接触器的用途分类,规定了它的接通和分断能力,可查阅相关手册获得。
(5)

 

机械寿命和电寿命。 机械寿命是指需要维修或更换零、部件前(允许正常维护包括

更换触点)所能承受的无载操作循环次数;电寿命是指在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下,不需要修

理或更换零、部件的有载操作循环次数。
(6)

 

操作频率是指每小时的操作次数。 交流接触器最高为600次/h,而直流接触器最

高为1200次/h。 操作频率直接影响到接触器的电寿命和灭弧罩的工作条件,对于交流接触

器还影响到线圈的温升。
3.

 

接触器选用原则

应根据以下原则选用接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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