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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造纸过程中，一般经过四个环节，即制浆环节、调制

环节、抄制环节和裁切环节。每一个环节对于造纸的质量

都至关重要，需要根据生产需要改进技术，并对技术进行

升级。目前，造纸加工车间的设备都采用了自动化技术。

要确保设备运行质量，就要应用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和

变频控制系统对造纸进行自动化控制。特别是在翻板机上，

纸卷会向一侧下沉，这通常是由于刹车片的运行失灵所引

起的，需要调整刹车片的间隙。如果此时刹车片调整不当，

就难以保证翻板机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安装可编程序控

制器和变频控制系统，相关问题可以通过自动化处理解决。

1　可编程序控制器可以发挥职能控制的作用

造纸加工车间的各项设备能够安全稳定运行，需要安

装可编程序控制器。由于可编程序控制器在电路设计上、

程序设置上都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所以可以确保设备的性

能充分发挥。此外，可编程序控制器可以确保外界电路的

运行可靠性。

造纸加工设备的接口电路非常多，所连接的元器件也

非常多。要保证这些元器件使用中安全可靠，可在运行可

编程序控制器的过程中，对各种元器件、电路的运行状态

进行安全监察。一旦发现异常状况，要应用双路冗余带脉

冲对改革元器件的接触点进行检查 [1]，包括设备的启动功

能、接触点的接触情况等。所有的检查工作都要按照安全

规范执行。

可编程序控制器可以根据需要编写安全停止程序，使

设备在运行中根据指令停止。即便是设备需要紧急停止，

也要按照规定的环节执行，之后将设备按照顺序逐个关闭。

可编程序控制器在进行安全停止程序的编写过程中，会使

设备运行保证处于安全状态。如果是普通的可编程序控制

器，可以编写类似的安全程序，使设备的安全等级有所提升。

使用可编程序控制器可以提升设备的安全等级，其中还

需要外围电路的积极配合。如果设计完善，可以提高设备运

行的安全效率，确保安全系数达到 95% 以上。当然，进行电

路设计和硬件使用时，所投入的成本也相应地有所提升。

2　变频驱动控制系统可以发挥自处理功能

当造纸加工车间的设备运行速度加快，过程中就会产生

过电流。如果对加速的时间设置很短，必然会有大量电流产

生，而过电流对设备的运行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在设备运行加速过程中，如果电流所产生的过电流已

经超过了额定值，变频驱动控制系统运行中输出的功率就

会停止。随着拖动系统的运行速度提升，过电流就会逐渐

下降，之后逐渐提升速度 [2]。当运行速度下降后，会在短

时间内提升电压，由此引起过电压。在电压提升过程中，

设备运行速度会提升。如果负载的惯性较大，速度降低的

速度太短，会由于拖动系统快速地释放动能，使直流回路

的电压太大。在速度降低的过程中，直流电压会超过额定

电压。使用变频驱动控制系统调整输出频率，就会使设备

的运行速度下降。此时，设备会缓慢地降低运行速度，直

到直流电压回降到额定电压值，设备恢复到稳定运行状态。

图 1 为变频器的示意图。

图 1　变频器

造纸加工车间 PLC 及变频控制系统

张　涛　王雪庆
（维达纸业（山东）有限公司，莱芜 271100）

摘　要：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大大改善了造纸工艺技术，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特别是造纸加工车间，运行中

采用自动化技术，提高了生产质量。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和变频控制系统的应用，使造纸加工车间的设备运

行不仅满足了生产需求，而且解决了各种技术性问题。本文针对造纸加工车间 PLC及变频控制系统进行研究。

关键词：造纸加工车间   可编程序控制器   变频控制系统
DOI:10.16107/j.cnki.mmte.2017.0238



现代制造技术与装备90 2017 第 4期　总第 245 期

3　造纸加工车间可编程序控制器及变频控制系统的运用

3.1　Milltex 切纸机的变频控制系统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控制系统采用通讯管理方式，除了

使用横切电机和牵引电机外，还要对控制板进行设计。所

有的工作都是远程控制。

为 Milltex 切纸机配置变频控制系统，需要对横切单

元、叠纸部的真空抽吸电机以及牵引辊等，均采用特殊的

线路连接方式。横切驱动电机和传输数据都使用通讯电缆

进行连接。对于数据处理，则采用变频器和编码器完成。

操作变频器在对参数进行设置和显示的过程中，还要通过

通讯接口进行连接。通信则要通过控制面板和 PC 编程来完

成 [3]。关于变频器的调整和更换，可以启动报警系统完成。

如果故障没有清除，则要按照说明书中给出的提示排除故

障。在安装变频器的过程中，还要下载有关参数。安装过

程中，只要安装存有参数的电脑芯片即可。

3.2　可编程序控制器对开卷架上安装的刹车系统进行控制

在开卷架上安装有刹车系统，以对纸卷的线速度加以控制。

使用可编程序控制器可以测量纸卷的角速度（ω），计算纸卷的

半径（r），之后得出端点的线速度（V），公式为：V=ω×r。

纸卷每旋转一圈，就需要进行一次检测。可编程序控

制器可以随着直径的变化，对刹车盘的扭力进行调整 [4]。

纸卷的直径逐渐减小，扭力也会减少，以控制好纸幅张力。

压力传感器对刹车压力进行检测的过程中，可编程序控制

器需要根据纸卷转动的直径获得压力值。

3.3　全自动热缩包装控制系统

全自动热缩包装控制系统运行中，整条线路包括输送

带、热缩机、围膜机以及打带机 2 台。所有的元器件中，

主要的硬件是可编程序控制器、变频器、触摸屏、打带机、

变频驱动电机等。

对于造纸加工车间检测控制所获得的数据可以实时显

示，同时还可以发挥工艺报警功能、参数设置功能以及控

制功能。控制系统运行中，所发挥的传感器功能包括减速

控制功能、温度测试控制功能、脉冲控制功能、限位控制

功能以及计数控制功能、位置控制功能等 [5]。所获得的信

号使用模块传输到可编程序控制器，经过数据处理后，将

信息传输到上位机和打印机。对驱动驱动编码器后，信号

传输到可编程序控制器，并参与到对全自动热缩包装控制

系统的逻辑控制中。

可编程序控制器所发挥的是系统保护功能，并根据需

要对系统的功能进行调整和控制，完成数据采集任务。

操作员站和工程师站的主要控制部分为工业控制计算

机。操作面板的编程由操作员站的工作人员完成。所有的

控制信息都可在画面上显示出来，还可以启动报警系统，

对电机进行手动启动和停止，通过设计参数进行自动启动

和停止。工程师站发挥监视造纸加工车间现场的作用，包

括工艺参数、打印报表以及控制的运行参数等，会根据加

工车间的运行需要进行修改。系统基于网络运行，实现了

通讯信息通过网络传递，在主站以及各个从站之间传输。

数据信息所传输的速率可以达到 1.2Mb/s。 

4　结语

综上所述，造纸加工车间的各个设备的运行要保持稳

定状态，而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和变频驱动控制系统，可

以提高设备运行的精度，易维护，使设备安全稳定地运行，

提高了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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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inue to improve, 

greatly improving the papermaking technology, production 

efficiency continues to improve. Especially in the paper processing 

workshop, the operation of the use of automated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duction. Programmable controller (PLC) 

and frequency conversion control system applications, so that the 

paper processing plant equipment operation not only to meet the 

production needs, but also to solve a variety of technical problems. 

This paper aims at the papermaking workshop PLC and the 

frequency conversion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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