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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及其使用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

台装置及其使用方法，包括触摸屏、300PLC主站、

ET200M子站、ET200S子站、200PLC子站和接线面

板；触摸屏与300PLC主站连接，300PLC主站通过

Profibus-DP总线分别与ET200M子站、ET200S子

站、200PLC子站进行通信；接线面板包括电源模

块、DI输入端子、DO输出端子、AI输入端子、AO输

出端子、测频模块接线端子、200PLC接口；ET200M

子站配置有DI模块、DO模块和AI模块；ET200S子

站配置有测频模块和OA模块，200PLC子站配置有

EM277模块，200PLC子站通过EM277模块与

Profibus-DP总线连接。本发明用于对电站内的

自动化元器件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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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自动化便携式PLC试

验平台装置包括触摸屏（1）、300PLC主站（2）、ET200M子站（3）、ET200S子站（4）、200PLC子站

（5）和接线面板（8）；

所述触摸屏（1）与300PLC主站（2）连接，所述300PLC主站（2）通过Profibus-DP总线分别

与ET200M子站（3）、ET200S子站（4）、200PLC子站（5）进行通信；

所述接线面板（8）包括电源模块（6）、DI输入端子（7）、DO输出端子（9）、AI输入端子

（10）、AO输出端子（11）、测频模块接线端子（12）、200PLC接口（13）；

所述ET200M子站（3）配置有DI模块、DO模块和AI模块，DI模块与DI输入端子（7）连接，DO

模块与DO输出端子（9）连接，AI模块与AI输入端子（10）连接；

所述ET200S子站（4）配置有测频模块和AO模块，所述AO模块与AO输出端子（11）连接，用

于模拟输出4mA～20mA的模拟量信息，所述测频模块与测频模块接线端子（12）连接；

所述200PLC子站（5）配置有EM277模块，200PLC子站（5）与200PLC接口（13）连接，200PLC

子站（5）通过EM277模块与Profibus-DP总线连接；

所述300PLC主站（2）包括测试模块；

所述测试模块包括：

测速试验子模块，用于对机组用测速探头品质进行检验；

测温电阻试验子模块，用于对机组用测温电阻测值正确性进行检测；

行程开关动作特性校验子模块，用于对机组用行程开关动作可靠性进行检测；

模拟量传感器试验子模块，用于对机组用模拟量传感器输出正确性进行判断；

所述200PLC子站（5）包括漏水检测试验模块，用于对机组用漏水传感器测值正确性进

行检测；

其使用方法包括：

（1）测速探头的检测

将待检测的测速探头与测频模块接线端子（12）连接，该测速探头用于测量发电机组的

转速，ET200S子站（4）的测频模块实时采集测速探头所输出的数据，并经Profibus-DP总线

发送给300PLC主站（2），300PLC主站（2）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处理，若测值出现越限和/或跳

跃，则判断测速探头异常，并将测试值显示在触摸屏（1）上；

（2）测温电阻的检测

将待检测的测温电阻与AI输入端子（10）连接，ET200M子站（3）的AI模块实时采集测温

电阻所输出的数据，并经Profibus-DP总线发送至300PLC主站（2），300PLC主站（2）对接收的

数据进行处理，若测值出现越限和/或跳跃，则判断测温电阻异常，并将测试值显示在触摸

屏（1）上；

（3）空冷器漏水的检测

将用于检测空冷器是否漏水的漏水传感器与200PLC接口（13）连接，  200PLC子站（5）实

时采集漏水传感器所输出的数据，并基于漏水传感器所检测的数据判断空冷器是否漏水，

若判断出其中一个或多个空冷器漏水，则发出报警指令，同时将检测结果经Profibus-DP总

线发送至300PLC主站（2），并在触摸屏（1）上进行显示和报警；

（4）行程开关动作特性的校验

将待检测的开关量传感器与DI输入端子（7）连接，ET200M子站（3）的DI模块将所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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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经Profibus-DP总线发送至300PLC主站（2），300PLC主站（2）根据所接收的数据对行程

开关的动作次数、动作时间以及动作准确率进行判断，若行程开关的动作次数、动作时间以

及动作准确率均符合要求，则认为该行程开关正常，否则认为该行程开关出现异常；

（5）模拟量传感器的校验

将待检测的模拟量传感器与AI输入端子（10）连接,  ET200M子站（3）的AI模块将所采集

的数据经Profibus-DP总线发送至300PLC主站（2），300PLC主站（2）根据所接收的数据对模

拟量传感器的测值准确性和线性度进行校验，若测值准确性及线性度均符合要求，则认为

该模拟传感器正常，否则认为该模拟传感器出现异常；

（6）300PLC模块异常检测

将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中的300PLC与Profibus-DP总线断开，将待检测的

300PLC模块接入到Profibus-DP总线上，并采用重新组态下载的方式来验证待检测的

300PLC模块的好坏，若出现不能正常启动或硬件诊断故障，则判断待检的300PLC模块异常；

（7）200PLC模块异常检测

将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中的200PLC与Profibus-DP总线断开，将待检测的

200PLC模块接入到Profibus-DP总线上，并采用重新组态下载的方式来验证待检测的

200PLC模块的好坏，若出现不能正常启动或硬件诊断故障，则判断待检的200PLC模块异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8）轮循控制培训

所述300PLC主站（2）还包括轮循控制培训模块，用于模拟机组用辅机系统的轮循控制

逻辑；具体为：

利用轮循控制培训模块搭建出机组用辅机系统的轮循控制模拟系统，该轮循控制模拟

系统包括测量单元、控制对象、第一执行机构和第二执行机构，并将该辅机系统所使用的轮

循控制程序植入到轮循控制培训模块中，通过轮循控制培训模块模拟出辅机系统的轮循控

制逻辑，并通过触摸屏（1）进行显示。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300PLC主站（2）还包括轮循控制培训模块，该轮循控制培训模块用于模拟机组用辅机

系统的轮循控制逻辑。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自

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还包括拉杆箱，所述触摸屏（1）、300PLC主站（2）、ET200M子站

（3）、ET200S子站（4）、200PLC子站（5）和接线面板（8）分别设置在该拉杆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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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厂类自动化设备校验试验装置，具体涉及一种自动化便携式PLC试

验平台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厂内机组自动控制依赖大量的自动化元器件，自动化元器件长期运行存在逐渐

损坏的过程。但目前由于没有专门的检测工具对自动化元器件进行检测，故不能及时发现

自动化元器件的异常情况，若自动化元器件出现异常，所采集的数据就无法准确反映出机

组的运行情况。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及其使用方法，能用于

对电站内的自动化元器件进行检测。

[0004]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包括触摸屏、300PLC主站、

ET200M子站、ET200S子站、200PLC子站和接线面板；

[0005] 所述触摸屏与300PLC主站连接，所述300PLC主站通过Profibus-DP总线分别与

ET200M子站、ET200S子站、200PLC子站进行通信；

[0006] 所述接线面板包括电源模块、DI输入端子、DO输出端子、AI输入端子、AO输出端子、

测频模块接线端子、200PLC接口；

[0007] 所述ET200M子站配置有DI模块、DO模块和AI模块，DI模块与DI输入端子连接，DO模

块与DO输出端子连接，AI模块与AI输入端子连接；

[0008] 所述ET200S子站配置有测频模块和AO模块，所述AO模块与AO输出端子连接，用于

模拟输出4mA～20mA的模拟量信息，所述测频模块与测频模块接线端子连接；

[0009] 所述200PLC子站配置有EM277模块，200PLC子站与200PLC接口连接，200PLC子站通

过EM277模块与Profibus-DP总线连接；

[0010] 所述300PLC主站包括测试模块；

[0011] 所述测试模块包括：

[0012] 测速试验子模块，用于对机组用测速探头品质进行检验；

[0013] 测温电阻试验子模块，用于对机组用测温电阻测值正确性进行检测；

[0014] 行程开关动作特性校验子模块，用于对机组用行程开关动作可靠性进行检测；

[0015] 模拟量传感器试验子模块，用于对机组用模拟量传感器输出正确性进行判断；

[0016] 所述200PLC子站包括漏水检测试验模块，用于对机组用漏水传感器测值正确性进

行检测。

[0017] 所述300PLC主站还包括轮循控制培训模块，该轮循控制培训模块用于模拟机组用

辅机系统的轮循控制逻辑。

[0018] 还包括拉杆箱，所述触摸屏、300PLC主站、ET200M子站、ET200S子站、200PLC子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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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面板分别设置在该拉杆箱内，采用拉杆箱设计，可以方便地将整个装置拖到现场进行

自动化元器件测试。

[0019]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如本发明所述的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的使用方法，

包括：

[0020] （1）测速探头的检测

[0021] 将待检测的测速探头与测频模块接线端子连接，该测速探头用于测量发电机组的

转速，ET200S子站4的测频模块实时采集测速探头所输出的数据，并经Profibus-DP总线发

送给300PLC主站，300PLC主站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处理，若测值出现越限和/或跳跃，则判断

测速探头异常，并将测试值显示在触摸屏上；

[0022] （2）测温电阻的检测

[0023] 将待检测的测温电阻与AI输入端子连接，ET200M子站的AI模块实时采集测温电阻

所输出的数据，并经Profibus-DP总线发送至300PLC主站，300PLC主站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处

理，若测值出现越限和/或跳跃，则判断测温电阻异常，并将测试值显示在触摸屏上；

[0024] （3）空冷器漏水的检测

[0025] 将用于检测空冷器是否漏水的漏水传感器与200PLC接口连接，  200PLC子站实时

采集漏水传感器所输出的数据，并基于漏水传感器所检测的数据判断空冷器是否漏水，若

判断出其中一个或多个空冷器漏水，则发出报警指令，同时将检测结果经Profibus-DP总线

发送至300PLC主站，并在触摸屏上进行显示和报警；

[0026] （4）行程开关动作特性的校验

[0027] 将待检测的开关量传感器与DI输入端子连接，ET200M子站的DI模块将所采集的数

据经Profibus-DP总线发送至300PLC主站，300PLC主站根据所接收的数据对行程开关的动

作次数、动作时间以及动作准确率进行判断，若行程开关的动作次数、动作时间以及动作准

确率均符合要求，则认为该行程开关正常，否则认为该行程开关出现异常；

[0028] （5）模拟量传感器的校验

[0029] 将待检测的模拟量传感器与AI输入端子连接,  ET200M子站的AI模块将所采集的

数据经Profibus-DP总线发送至300PLC主站，300PLC主站根据所接收的数据对模拟量传感

器的测值准确性和线性度进行校验，若测值准确性及线性度均符合要求，则认为该模拟传

感器正常，否则认为该模拟传感器出现异常；

[0030] （6）300PLC模块异常检测

[0031] 将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中的300PLC与Profibus-DP总线断开，将待检测

的300PLC模块接入到Profibus-DP总线上，并采用重新组态下载的方式来验证待检测的

300PLC模块的好坏，若出现不能正常启动或硬件诊断故障，则判断待检的300PLC模块异常；

[0032] （7）200PLC模块异常检测

[0033] 将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中的200PLC与Profibus-DP总线断开，将待检测

的200PLC模块接入到Profibus-DP总线上，并采用重新组态下载的方式来验证待检测的

200PLC模块的好坏，若出现不能正常启动或硬件诊断故障，则判断待检的200PLC模块异常。

[0034] 还包括：

[0035] （8）轮循控制培训

[0036] 所述300PLC主站还包括轮循控制培训模块，用于模拟机组用辅机系统的轮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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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具体为：

[0037] 利用轮循控制培训模块搭建出机组用辅机系统的轮循控制模拟系统，该轮循控制

模拟系统包括测量单元、控制对象、第一执行机构和第二执行机构，并将该辅机系统所使用

的轮循控制程序植入到轮循控制培训模块中，通过轮循控制培训模块模拟出辅机系统的轮

循控制逻辑，并通过触摸屏进行显示。

[003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9] （1）能够用于对机组用测速探头品质进行检验；

[0040] （2）能够用于对机组用测温电阻测值正确性进行检测；

[0041] （3）能够用于对机组用漏水传感器测值正确性进行检测；

[0042] （4）能够用于对机组用行程开关的可靠性进行检测；

[0043] （5）能够用于对机组用模拟量传感器测值正确性进行检测；

[0044] （6）能够用于对300PLC模块的功能是否正常进行检测；

[0045] （7）能够用于对300PLC模块的功能是否正常进行检测；

[0046] （8）能够通过AO模块输出高精度4mA～20mA模拟量信号；

[0047] （9）能够用于对培训人员进行轮循控制逻辑的培训；

[0048] （10）便于携带，在机组大修或汛期消缺，维护人员可以将本装置拿到现场进行自

动化元器件调试工作，避免了拆除元器件工作，节省了人力物力。

附图说明

[0049] 图1为本发明的原理框图；

[0050] 图2为本发明中的电源进线接线图；

[0051] 图中：1、触摸屏，2、300PLC主站，3、ET200M子站，4、ET200S子站，5、200PLC子站，6、

电源模块，7、DI输入端子，8、接线面板，9、DO输出端子，10、AI输入端子，11、AO输出端子，12

测频模块接线端子，13、200PLC接口，14、电源输入端子，15、电源开关，16、急停开关，17、整

流模块，18、电源输出端子。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53] 如图1所示的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包括触摸屏1、300PLC主站2、ET200M

子站3、ET200S子站4、200PLC子站5、接线面板8和拉杆箱。所述触摸屏1与300PLC主站2连接，

所述300PLC主站2通过Profibus-DP总线分别与ET200M子站3、ET200S子站4、200PLC子站5进

行通信。

[0054] 如图1所示，所述接线面板8包括电源模块6、DI输入端子7、DO输出端子9、AI输入端

子10、AO输出端子11、测频模块接线端子12、200PLC接口13；将所有模块的接线集成到接线

面板8上，大大优化了装置的接线设计。如图2所示，电源模块6包括电源输入端子14、保险丝

FU1、保险丝FU2、电源开关15、急停开关16、整流模块17和电源输出端子18；220V的交流电经

电源输入端子14进入整流模块17后输出24V电源，将电源开关15和急停开关16设在接线面

板8上。

[0055] 所述ET200M子站3配置有DI模块、DO模块和AI模块，DI模块与DI输入端子7连接，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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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与DO输出端子9连接，AI模块与AI输入端子10连接。

[0056] 所述ET200S子站4配置有测频模块和AO模块，所述AO模块与AO输出端子11连接，所

述测频模块与测频模块接线端子12连接。

[0057] 所述200PLC子站5配置有EM277模块，200PLC子站5与200PLC接口13连接，200PLC子

站5通过EM277模块与Profibus-DP总线连接。

[0058] 所述300PLC主站2包括测试模块和轮循控制培训模块。所述测试模块包括测速试

验子模块、测温电阻试验子模块、行程开关动作特性校验子模块和模拟量传感器试验子模

块等模块。测速试验子模块用于对机组用测速探头品质进行检验。测温电阻试验子模块用

于对机组用测温电阻测值正确性进行检测。行程开关动作特性校验子模块用于对机组用行

程开关动作可靠性进行检测。模拟量传感器试验子模块用于对机组用模拟量传感器输出正

确性进行判断。所述轮循控制培训模块用于模拟机组用辅机系统的轮循控制逻辑。

[0059] 所述200PLC子站5包括漏水检测试验模块，用于对机组用漏水传感器测值正确性

进行检测。200PLC子站可以同时接入12个漏水检测传感器完成模拟现场，一旦出现某一个

或多个传感器检测到漏水就立刻检测到，并通过Profibus-DP总线发送给300PLC主站2，并

在触摸屏上进行显示和报警。

[0060] 所述触摸屏1、300PLC主站2、ET200M子站3、ET200S子站4、200PLC子站5和接线面板

8分别设置在该拉杆箱内。本发明采用拉杆箱设计，能够方便地将整个装置拖到现场进行自

动化元器件测试。

[0061] 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拥有复杂的程序功能，但只有限量的硬件资源。为

了解决这一矛盾，对程序进行模块化封装，并在触摸屏上设置门开关实现分时调用各个子

功能的功能，大大节省了硬件资源。

[0062]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如本发明所述的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的使用方法，

包括：

[0063] （1）测速探头的检测

[0064] 将待检测的测速探头与测频模块接线端子12连接，测速探头用于测量发电机组的

转速，ET200S子站4的测频模块实时采集测速探头所输出的数据，并经Profibus-DP总线发

送给300PLC主站2，300PLC主站2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处理，若测值出现越限和/或跳跃，则判

断测速探头异常，并将测试值显示在触摸屏1上。

[0065] （2）测温电阻的检测

[0066] 将待检测的测温电阻与AI输入端子10连接，ET200M子站3的AI模块实时采集测温

电阻所输出的数据，并经Profibus-DP总线发送至300PLC主站2，300PLC主站2对接收的数据

进行处理，若测值出现越限和/或跳跃，则判断测温电阻异常，并将测试值显示在触摸屏1

上。

[0067] （3）空冷器漏水的检测

[0068] 将用于检测空冷器是否漏水的漏水传感器与200PLC接口13连接，  200PLC子站5实

时采集漏水传感器所输出的数据，并基于漏水传感器所检测的数据判断空冷器是否漏水，

若判断出其中一个或多个空冷器漏水，则发出报警指令，同时将检测结果经Profibus-DP总

线发送至300PLC主站2，并在触摸屏1上进行显示和报警。

[0069] （4）行程开关动作特性的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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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将待检测的开关量传感器与DI输入端子7连接，ET200M子站3的DI模块将所采集的

数据经Profibus-DP总线发送至300PLC主站2，300PLC主站2根据所接收的数据对行程开关

的动作次数、动作时间以及动作准确率进行判断，并通过触摸屏进行显示，若行程开关的动

作次数、动作时间以及动作准确率均符合要求，则认为该行程开关正常，否则认为该行程开

关出现异常。

[0071] （5）模拟量传感器的校验

[0072] 将待检测的模拟量传感器与AI输入端子10连接,  ET200M子站3的AI模块将所采集

的数据经Profibus-DP总线发送至300PLC主站2，300PLC主站2根据所接收的数据对模拟量

传感器的测值准确性和线性度进行校验，若测值准确性及线性度均符合要求，则认为该模

拟传感器正常，否则认为该模拟传感器出现异常。

[0073] （6）300PLC模块异常检测

[0074] 将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中的300PLC与Profibus-DP总线断开，将待检测

的300PLC模块接入到Profibus-DP总线上，并采用重新组态下载的方式来验证待检测的

300PLC模块的好坏，若出现不能正常启动或硬件诊断故障，则判断待检的300PLC模块异常。

[0075] （7）200PLC模块异常检测

[0076] 将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中的200PLC与Profibus-DP总线断开，将待检测

的200PLC模块接入到Profibus-DP总线上，并采用重新组态下载的方式来验证待检测的

200PLC模块的好坏，若出现不能正常启动或硬件诊断故障，则判断待检的200PLC模块异常。

[0077] （8）轮循控制培训

[0078] 利用轮循控制培训模块搭建出机组用辅机系统的轮循控制模拟系统，该轮循控制

模拟系统包括测量单元、控制对象、第一执行机构和第二执行机构，并将该辅机系统所使用

的轮循控制程序植入到轮循控制培训模块中，通过轮循控制培训模块模拟出辅机系统的轮

循控制逻辑，并通过触摸屏1进行显示。

[0079] 轮循控制是电厂诸如：压油装置、技术供水、渗漏排水、空压机气系统等辅机系统

电机控制的重要策略。轮循控制逻辑为：当控制对象的测量值（即测量单元的输出值）等于

第一启动值时，启动第一执行机构，待控制对象的测量值等于停止值时，第一执行机构停止

运行，此时，该第一执行机构自动转为备用状态且第二执行机构自动转为主用状态；下一次

启动停止后（即：在控制对象的测量值又等于停止值时），第二执行机构自动转为备用状态

且第第一执行机构自动转为主用状态；每次启动停止后，两台执行机构完成一次轮换。当控

制对象的测量值等于第二启动值时，启动第一执行机构和第二执行机构，所述第二启动测

值小于第一启动定值。

[0080] （9）PLC程序编写培训效果测试

[0081] 本发明所述的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是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自动化工作

人员可以自行对内部程序进行修改，同时也可以将编写好的程序下载到装置中进行程序功

能验证。

[0082] （10）模拟量输出

[0083] 自动化便携式PLC试验平台装置配置有AO模块，该AO模块用于模拟输出4mA～20mA

的模拟量信息，提供给现场4mA～20mA电流输入型设备，如调速器用开度表和转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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