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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LC 和 WinCC 的电厂翻车机冗余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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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翻车机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及翻车机的翻卸效率，研究整个翻车机控制系统的工艺流程和基于西门
子 S7-400H 冗余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的翻车机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选型、
编程软件组态，以及整个双网冗余控制网络的搭建、上位机数据采集和监控软件——视窗控制中心（SIMATIC
WinCC）的服务器/客户端模式配置。通过此次优化设计提高了翻车机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数据的传输效率，大
大降低了系统的故障率，减少了停机维修的成本，提高了生产力，为电厂的电力生产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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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ndancy control system design of power plant dumper
based on PLC and WinCC
SUI Tao, REN Minghai, WANG Hao, TENG Da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the control system of the power plant dumper and its
dumping efficiency,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d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the whole control system of
the dumper and hardware design selection, configuration of the programming software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dual network redundancy control network and upper computer SIMATIC
WinCC server/client mode configuration based on Siemens S7-400H redundancy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PLC) control system of the dumper.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the stability and the data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f the control system of the dumper increased, the failure rate of the control
system and the cost of maintenance downtime were greatly reduced, the productivity and the safety of the
system wer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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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且主要以铁路运输为主，但运输距离长，装卸费时费力。电厂卸煤系统不仅关系

到电厂对煤炭的需求，也关系到铁路部门的运输效率，为提高运输效率必须提高电厂的卸煤能力；并且
煤炭作为燃煤电厂的粮食，卸煤控制系统不能出现故障。电厂发电机主机控制系统的自动化程度非常高，
在性能故障诊断控制和人机界面设计方面非常优越，一般均配备了分布式控制系统（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DCS）。如国电智深、GE 新华、浙大中控、北京和利时等厂家的 DCS 在五大电厂主机控制系统
中非常常见。与先进的主机控制系统相比，电厂的辅控系统就显得尤为落后，尤其是翻车机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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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翻车机控制系统具备自动、手动和就地操作 3 种方式，采用 PLC 冗余、控制网络冗余和上位
机服务器冗余，从而使翻车系统高效稳定地运行，提高电厂卸煤能力，以保证电厂安全稳定生产及铁路
部门的运输效率。通过对自身设备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来提高设备的作业效率，减少国家的能源消耗，符
合国家十三五规划的要求和节能减排的政策。

1

翻车机系统与工艺流程介绍
翻车机是一种在电力、港口、钢铁、化工等行业广泛使用的大型装卸设备，可以翻卸 50～60 t 铁路

敞车所装载的散粒物料。本文所介绍的火车敞车翻车控制系统是单车“C”字型翻车卸煤系统，该系统
由拨车机、“C”字型翻车机、迁车台、推车机、夹轮器等单机设备组成[1]。各设备位置图如图 1 所示。

图1
Fig. 1

铁路翻车系统位置图

Location map of railway wagon dumper system

在整个控制系统中，拨车机的主要作用是牵引一列装满煤炭的重车到指定位置解列一节以称重，
并牵引这节重车到翻车机指定位置由夹轮器固定，以及将已经翻卸完成的一列轻车推到迁车台指定位
置固定，并返回即完成一个周期；翻车机的主要工作是将已经固定好的一节重车进行翻卸；迁车台的
主要作用是将已经固定在其上的一节空车由重车线运送到推车机所在的轻车线；推车机的主要作用是
将已经对准轻车线的、在迁车台上的这列轻车推出，并在轻车线上集结成一列。系统的全线自动化工
艺流程如图 2 所示。

2

系统要求与西门子 S7-400H 冗余 PLC 配置

2.1

西门子 S7-400H 冗余 PLC 简介
随着工业 4.0 时代的到来，工业生产的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PLC 冗余热备在工业自动化中得到

了广泛普及。在一些对系统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应用领域，如冶金、造纸、石化、电厂等，必须保证系
统在一定时间内不间断运行。如果 PLC 控制系统发生故障，将导致停产和机械电气等设备的损坏，给
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2]。提高 PLC 本身的可靠性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还会导致成本急剧增加。
随着翻车机系统对 PLC 程控系统安全及稳定运行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往使用一套 S7-315 系列的 PLC
系统和采用一条网络的通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繁忙的卸车任务和安全自动化的生产要求。而采用
西门子 PLC 冗余热备控制系统，如果当前主控制器发生中断或一条通信网络发生故障，系统将切换到
备用控制器或另一条网络，从而保证整个系统不间断地工作，避免停机减产，同时降低运行员工在煤
场恶劣环境的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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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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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全线自动运行工艺流程图

System-wide automatic operation process flow diagram

PLC 控制系统满足的要求
在该系统中，A、B 两条翻车线分别采用 2 套 S7-400H 冗余 PLC 系统，主要功能：实现对拨车机控

制部分、翻车机控制部分、迁车台控制部分、推车机控制部分的全自动、手动及就地操作的 3 种控制方
式；实现协调各个分系统统一衔接地运行；实现对各部分变频电机变频调速的控制及监控；实现对有关
设备电流、电压信号的采集及其故障检测和故障处理；保证系统运行安全可靠，如果控制系统有故障，
需切换到备用系统运行；实现对卸车数量的统计归档及历史记录、报警记录的存储；实现网络的冗余通
信，并可接入厂级信息监控系统。
2.3

PLC 硬件选型与其在西门子组态软件 step7 中的冗余配置
实现上述功能对 PLC 系统配件选型的要求如下：
1）电源要求，整个系统采用冗余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UPS）供电；
2）CPU，存储容量按实际输入输出模块种类和点数计算，且能兼顾未来添加和控制复杂功能，并确

保 CPU 最高负荷不超过 70%；
3）输入输出模块，采用远程 I/O 模式，各模块规格应与现场信号源或负载相匹配。
以 A 卸车线为例，为满足上述功能及要求，本系统的硬件配置如下：1 个分割为 2 个区的中央控制
器机架（UR2-H）；2 块电源模块（PS 407）；每个中央控制器有 2 个同步模块，通过光纤连接；每个中
央控制器有 1 个 CPU 417 及 2 个 CP 443-1 以太网模块；3 个 ET200M 分布式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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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tep7 中新建一个工程项目，在项目下插入一个 SIMATIC H Station，并在硬件配置中配置硬件选
型中所用的硬件，完成项目组态后的冗余硬件配置如图 3 所示。

图3
Fig. 3

3

上位机冗余组态

3.1

WinCC 冗余服务器/客户端模式简介

step7 中的硬件配置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f step7

1996 年，西门子推出了数据采集和监控软件——SIMATIC WinCC，它是西门子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中
的先进技术与 Windows 相结合的产物，其性能全面、技术先进、系统开放，能为工业领域提供完备的监
控与数据采集功能。本系统采用 WinCC7.0 SP3 版本，采用服务器/客户端模式，WinCC 通过组态服务器/
客户机系统，可以将大量的数据库保存到冗余服务器中，从而减少客户机的负担，使客户机对控制系统
的监视和操作更加快捷。对于较大的系统，这样的组态既可以降低单台计算机的负担，也可以增强系统
的稳定性，从而满足对整个卸车系统的监视和控制以及对生产数据进行采集、归档的全自动化运行模式，
并在系统出现问题时可以切换为手动操作的任务要求[3]。
WinCC 服务器/客户端结构是在计算机网络的基础上，以数据库管理为后援、以计算机为工作站的一
种系统结构。这一结构包括网络中的多台计算机，采集 PLC 数据、处理数据库的计算机成为服务器，而
处理应用程序请求、由运行人员操作的计算机成为客户端。服务器端采用冗余服务器，WinCC 冗余用于
组态冗余系统，可将两台互联的服务器并行工作，并基于事件同步进行。如果主服务器故障，客户机将
自动切换到仍然激活的备用服务器上，大大增加了上位机的稳定性[4]。
3.2

项目中 WinCC 冗余应具有的功能
项目中 WinCC 冗余具有的功能为：系统发生故障后能自动识别，故障消失后能自动同步变量状

态、用户归档、报警记录 [5]；在线能同步变量记录、用户归档、报警消息；主服务器故障时，客户端
能自动切换到备用服务器；自动识别伙伴服务器的状态，实时显示主服务器和备用服务器的状态；自
动生成系统故障信息，及时发现服务器软件故障。
3.3

组态 WinCC 冗余服务器/客户端的方法
在两台冗余服务器上启用管理员账户，设置相同的管理员密码；创建 1 个 WinCC 多用户项目，并组

态相应的功能；激活并按现场要求配置冗余选项；选择双网卡冗余识别连接方式，提高冗余系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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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务器伙伴之间时间同步，生成服务器数据包并使用项目复制器复制项目到冗余服务器。
客户机的组态需要先加载服务器的数据包，定义首选服务器，并激活数据包的自动更新。激活冗余
服务器时，首先要激活主服务器，等主服务器完全启动后再激活备用服务器，并激活相应的客户端[6]。

4

整个控制系统的网络通信
PROFIBUS DP 通信是为实现在传感器-执行器级快速进行数据交换而设计的，中央处理器通过一种快

速的串行接口与分布式 I/O 设备通信。它是一种开放式自动控制网络体系。工业以太网网络构架相较于传
统的现场总线有成本低廉、通信速率高、不同传输介质灵活组合、支持冗余连接配置等优点，在工业控制
领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由于工作现场环境的限制，往往需要对设备状态或作业流程进行监控。如
在电厂或石化行业，工作人员可以在远离工业现场的控制室通过人机界面及通信网络对设备实施控制[7]。
现场的信号由信号采集装置及传感器采集，并通过以太网通信传给控制室或调度中心。
本翻车机控制系统中，冗余主站的 CPU 与远程分布式 I/O 之间、冗余主站的 CPU 与旋转编码器和
增量式编码器之间均采用 PROFIBUS DP 通信。冗余主站用同步光纤接入同步模块。每个 CPU 配置 2 块
CP 433-1 以太网模块以构成冗余通信，设定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例如 192.168.1.xxx），但地址要唯一。
step7 中的网络配置如图 4 所示。

图4
Fig. 4

step7 中的网络配置

Network configuration in step7

每台 WinCC 服务器和客户端安装 2 条以太网网卡，分别给每台机器的每个网卡设置唯一 IP 地址（要求
与 PLC 在同一网段）和相同的子网掩码。主干以太网用光纤传输，以增强抗干扰能力。整个网络如图 5 所示。

图5
Fig. 5

控制系统整体网络

Overall network of the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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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采用西门子 S7-400H 冗余 PLC 双机热备、上位机监控 WinCC 冗余服务器/客户端模

式以及基于以太网的双网冗余，在火车敞车翻车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系统设备的稳定性，降
低了设备的停机率，增加了翻卸能力，相较于传统单机冷备和单网通信模式优势明显，能为客户带来更
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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