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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克服传统造纸工业不能远距离监控造纸设备与故障维修的局限，实现数据跨地域实时传

送，本课题利用云服务平台技术，设计了基于 AＲM Cortex-M4 网关的以 MQTT 为服务器通信协议的

造纸设备监测与控制系统。以高频摇振器为例进行系统监控测试，实测系统运行结果表明，该系统

能实时、准确、可靠地远程监控造纸设备，为需要远程操控的造纸企业提供了一种更方便高效的工

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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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paper industry，which can not remote monitor the equipment of the paper ma-
chin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fault，the technology of cloud service platform was used to realize the real-time transmission of data across
the region and design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of paper machine equipment based on AＲM Cortex-M4 gateway and MQTT server com-
munication protocol. Taking the high frequency vibrator as an example，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system，indicated that the system could
monitor the papermaking equipment in real time，accurately and reliably，and provide a more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way for the papermak-
ing enterprises which need remot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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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摇振器在纸机中对高定量纸张和提高纸质量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通过对网案上浆料的摇振，

有效加强了纤维的横向分布，减少了纤维的絮聚，对

成纸均匀度、平整性和纵横抗张强度具有明显的优化

作用［2］。高频摇振系统主要由胸辊和摇振单元组成，

通过摇振连杆将产生的可调节谐波重力传递到胸辊

上，带动成形网在轴向上一起反复高频率振动，根据

网速变化可自动调整振幅与频率，使纸幅的厚度与定

量均匀，获得较好的纸张成形效果［3］。因此在造纸

过程中，对高频摇振器工作参数的监控必不可少。
现造纸工业领域的监控多以局域网络、集散化控

制为特征的分布式监控系统为主，每个独立的子系统

由 PLC 控制完成特定功能，局域网再把分布于各个

局部现场的本地计算机互联起来，实现其协同工作、
分散监测和集中操作，这是基于工业局域网相对开放

的系统［4］。但这种监控系统仅局限于内部控制，没

有跨地域远程采集数据并进行分析和处理的功能［5］。
随着造纸工业产量需求日益增加，企业管理出厂的造

纸设备广泛运往各个地区，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纸机设

备需要技术人员对其进行远程监控与维护时，往往要

在带有上网功能的 PLC 模块上添加程序与上位机组

态才能实现，使得安装设备成本增加，浪费时间与人

力，效率不高。
为解决监控系统局域化，不能随时随地掌控设备

工作状态并进行远程维护的问题，本课题引入 “互

联网 +”制造，设计实现一种基于物联网的远程监

控造纸设备工作系统［6-8］。它以云平台为桥梁，通信

·84· China Pulp ＆ Paper Vol. 37，No. 10，2018



技术报告

网关为主要协议转换设备，将造纸工厂中以 PLC 为

控制中心监控采集下层设备的数据信息以 MQTT 协议

形式上传网络，实现设备与监控人员间的各种客户端

通信 ( 如 APP、PC 软件或 WEB 界面) ［9-12］。经实验

测试，数据收发准确，满足用户要求，可使设备始终

工作在最佳状态，提高使用周期，并充分挖掘其增值

服务，为远程监控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方案。

图 1 远程监控系统原理图

1 系统原理分析

1. 1 系统原理简介

结合造纸设备的常用电气接口及数据传输通信协

议，分析造纸设备远程监控系统原理，如图 1 所示。
在造纸现场用于工业控制的西门子 300-PLC 具有 DP
和以太网两种接口，PLC 采集监控数据存入内部寄存

器后，将 要 监 测 的 数 据 写 入 PLC 的 只 读 模 块，因

PLC 内部有单独通信设置时钟，现场设备控制程序在

此时钟中执行周期约为 10 ms，远程监测数据更新频

率设为一次 3 ～ 5 s，两者相差很大，不会干扰到原来

的监控程序和正在运行的造纸设备。然后通过相应的

协议转换模块将读到的数据转换成 Modbus 通用形

式，再接入网关，网关内设通过 HTTP 获得域名解析

出 IP 地址与连接的云服务器外网 IP 地址一致，将数

据转换成 MQTT 通信形式后，通过通信 IP 与端口号

连入云服务器上 MQTT 通信端口与其进行信息交互，

用户上网后打开客户端软件通过 HTTP 与 MQTT 共同

访问接入云服务器的 HTTP 与 MQTT 端口，获取云上

的设备信息。网关、云平台与客户端三者可在不同的

网络环境下通过接入互联网建立连接，从而实现了

PLC 及下层设备与工作人员的远程通信。

1. 2 通信协议约定

为实现对造纸设备的实时监控，数据传输主要通

过两种通信协议的规范，一种是网关与下层设备的通

信为 Modbus 协议，另一种是网关、云平台与用户的

通信为 MQTT 协议。
Modbus 协议是工业领域电子控制器上的通用语

言，在本系统主要约定了读模拟量输入、写单个保持

寄存器和写多个保持寄存器共三种。MQTT ( 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 协

议是一种轻量级、开销小、及时可靠性高的消息传输

协议，该协议基于代理的发布 /订阅模型，方便实现

物联网系统中一对多的消息通信，且与其他应用软件

为松耦合，支持所有客户端应用平台。在本系统中以

手机 APP 作为客户端为例，客户端发送消息的通信

协议约定主要有控制消息、数据点属性修改消息和发

布周期修改消息，格式如表 1 ～ 表 3 所示。

表 1 数据点控制命令帧格式

FUN ( 功能码) CMD ( 控制命令内容)

nodeName VAL NＲ UN

0x21 ( int) 数据点名称 数据点值 寄存器数量 用户名

String int int String

表 2 数据点属性修改命令帧格式

FUN ( 功能码) CMD ( 修改命令内容)

nodeName pushState NＲ CYC

0x01 ( int) 数据点名称 推送状态 寄存器数 发布周期

String boolean int int

表 3 数据点发布周期命令帧格式

FUN ( 功能码) CYC ( 发布周期)

0x02 ( int) Int

2 远程监控系统设计

面对以 PLC 为控制中心的造纸设

备工作系统，在现有 PLC 基础上进行

软件和硬件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整体结

构包括三个系统: 数据传输系统、数据

监控报警系统与电机控制系统。通过
PLC 软件的数据采集与传输，用 DP 接

口将数据以 Profibus-DP 的形式发送至

协议转换模块，转换为电气设备通用协

议 Modbus 协议，再传至网关进一步转

换成能被云平台软件接收的 MQTT 协议

数据，云平台进行分析管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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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通过 APP 移动客户端访问云平台并发送控制命

令，命令以相同方式下传至 PLC，完成相应操作，实

现对纸机设备的实时监控和故障报警。整体系统结构

框图如图 2 所示。

3 系统软硬件设计

3. 1 硬件设计

网关作为系统中造纸设备与云平台通信的核心部

件，硬件设计原理如图 3 所示，按功能其电路可分为

核心处理器模块、以太网收发器模块、串口驱动模

块、调试模块、外部存储器模块、电源模块以及状态

指示模块等辅助模块。
核心处理器采用 AＲM Cortex-M4 内核的 STM32-

F407 系 列 高 性 能 处 理 器， 工 作 频 率 最 高 可 达

168MHz，具有 1MB 的 Flash 闪存和 192KB 的 SＲAM，

F407 内部具有以太网内核 MAC，外扩 LAN8720A 以

太网收发器，串口驱动根据外接电气设备端口不同可

分为 1 路 ＲS232 接口、1 路 ＲS485 接口与 1 路以太网

接口。其中以太网接口电路是通过以太网内核处理器

16 引脚与 25 引脚外接控制，以太网收发器使其在应

用层支持 MQTT 协议数据的收发，串口驱动使其在数

据链路层支持 Modbus 协议数据的收发。电源模块负

责电源供给，状态指示模块增加 LED 灯来指示通信

设备工作状态，如程序运行状态、ＲS485 和 ＲS232 通

信状态、以太网通信状态和电源状态。
3. 2 软件模块设计

3. 2. 1 网关软件结构设计

根据系统数据传输通信协议的转换要求，网关的

软件结构设计如图 4 所示，主要包括驱动层、平台

层、系统层、框架层和应用层。
平台层包含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平台的具体实

现。驱动层包括与其他设备相连的外设接口 2 个串口

和 1 个以太网接口，外部存储器驱动和以太网收发器

驱动等。系统层包括标准网络协议、操作系统、数据

格式标准等，LWIP 网络协议栈是网络通信的基础，

用于底层资源有限的嵌入式设备，FreeＲTOS 操作系

统是对整个系统的任务调度和管理控制，结合驱动层

的硬件资源和操作系统功能为上层提供标准的 API 接

口，Json 库是文件数据格式的统一规范。框架层包括

云通信服务、时间同步服务、网络配置服务等，与系

统层结合作为嵌入式网络中间件，为接入互联网和云

平台提供根本条件，并为应用层提供跨平台服务。应

用层为网关功能的实现，主要包括数据接收处理与发

送的应用程序。

图 2 整体系统结构框图

图 3 智能网关硬件设计原理图

图 4 网关软件结构设计图

3. 2. 2 云平台软件框架设计

云平台作为所有数据传输与交互的中心站，其软

件整体框架如图 5 所示，主要包括应用业务区、数据

存储区、通信网关区与 JMS 线程分析区。应用业务

区包括 API 接口和数据业务逻辑处理，实现用户和网

关设备端通过 HTTP 协议接入云平台并访问，云平台

对其发送的数据消息进行管理，操作相应数据库内

容。数据存储区实现对用户、网关设备及监控的历史

数据信息进行存储。通信网关区实现云平台与网关设

备、用户之间的实时通信，通过 MQTT 服务器进行消

息转发，提供订阅主题号模式的即时通信服务，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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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云平台软件整体框架图

图 6 通信过程分析图

进行数据交互，完成对造纸设备的实时监控和数据的

实时获取。JMS 线程分析区实现系统工作中两个线程

之间的可靠、异步、松耦合的数据传递。
3. 2. 3 整体软件工作流程设计

网关设备、用户与云平台之间通信工作的实现过

程如图 6 所示，具体内容为:

( 1) 网关首次上电后，首先通过 HTTP 与云端应

用业务区中的 API 接口进行设备身份验证并创建设备

信息，通过验证后获取 MQTT 服务器信息，设备即接

入云平台服务器并完成绑定。

( 2) 用 户 通 过 HTTP 创 建 设 备

下的从机和数据点信息，下次进入

时即通过之前创建设备时获取的设

备 ID 使其以 HTTP 形式从云平台的

数据库中得到之前需要上传的数据

点名称，通过 MQTT 以设备主题号

订阅设备发布的消息，实现数据点

信息的上传。
( 3) 当设备在线后，接收到所

采集的数据后，通过 MQTT 协议将数

据上传到通信网关区的 MQTT 服务

器，如果有用户订阅相应设备的主

题，则云通过通信网关区的 MQTT 客

户端发布给用户，用户可以看到设备

发布的消息内容，即数据信息。
( 4) 在用户进行订阅或取消订

阅的相关操作时，会用到云服务器的

JMS 中间件。如用户需要将订阅上传

的数据存储，则用户通过 API 接口以

HTTP 形式先发送给数据库，改变数

据库状态，再通过 JMS 客户端发送

开启历史数据服务指令给 JMS 服务

器，并到订阅消息主题记录中查询

MQTT 客户端是否订阅该设备，首次

创建数据点时需要订阅，并将该主题

添加到数据库列表中，这时设备向上

传输的数据在 MQTT 服务器处发布，

根据 MQTT 客户端的操作将接收到的

数据 消 息 解 析 修 改 后 存 储 到 数 据

库中。

4 系统测试与运行结果

为验证远程造纸设备监控工作系

统的可靠性与功能实用性，以高频摇

振器为例，对其 5 个工作参数进行数据监控测试。选

用 CPU-315 型 号 的 PLC，内 部 数 据 块 首 地 址 设 为

DB30. DBD0，以此类推，用于存储摇振器的数据变

量，手机 APP 软件内设变量地址与 PLC 寄存器地址

一致。网关内设串口的通信波特率根据 PLC 实际工

作参数可调，最大为 115200，现设为 9600 与 PLC 相

适应，即通过串口传输数据时通信速率在 9600bps，
通过网口传输时实测大约在 8Mbps。下传写入数据点

控制命令时，因两种传输速率都不及 PLC 与现场上

位机 Siemens S7 内部通信协议速率 12Mbps，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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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APP 数据显示 图 8 数据模式设置 图 9 用户权限设置

设备时仍以现场操控为主，优先级默认选现场上位机

优先。监测数据点的发布上传周期用户在 APP 端设

定，模拟量初设监测周期为 3s 更新一次，开关量为

状态发生改变立即推送。
在网络正常情况下，远程控制设备在毫秒级反应

时间里，云平台的 MQTT 服务器内部接收到用户端控

制消息后向下发给设备执行命令，其来回延迟大约在
100 ～ 300 ms，可以满足对工业现场设备控制的实时

性需求。监测的数据如图 7 所示，高频摇振器油温范

围设定为 5 ～ 50 ℃，相位角为 30°，润滑压力范围为
0. 1 ～ 10 MPa，轨道压力范围为 1 ～ 50 MPa，振频设

定为 300 次 /min。经实际测试可知，显示的数据均在

设定值正常范围内。该系统监测数据准确可靠，具有

远程对造纸设备监控的功能。
考虑到用户是否同意将相关数据共享 ( 涉及产

量和工艺数据) ，从安全角度将用户 APP 端监控的数

据点设计为动态的，对于一些只需要监测的数据设置

为只读模式，需要远程控制的数据设置为读写模式，

如图 8 所示，完全由用户决定，可以自行添加或删除

数据点。
此外，在客户端监控上设有权限设置功能，如图

9 所示，用户具有多种身份角色可选，例如管理员、
工程师、操作工和访客，其权限大小按身份不同而不

同，管理员具有最大权限，可以监控所有设备的数

据，访客具有最小权限，仅可以看到部分开放的监测

数据。这样用户的一些内部重要数据可以得到保密，

仅被内部人员监控，在安全性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实现

了设备的远程管理。

5 结 语

目前针对造纸工业中 PLC 控制类型及其通信传

输的特点，本课题设计了一套高效、可靠的远程造纸

设备监控系统。该系统将 PLC 现场采集的工业数据

发布到云端服务器上，技术人员可不受地域影响，在

互联网覆盖范围内，利用移动终端可远程实时监控数

据和设备的运行状况。经测试，该系统具有实时性、
可靠性和稳定性等优点，对企业的设备管理与维护产

生了积极作用，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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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生活用纸》2019 年征订启事

《生活用纸》是国内关于生活用纸行业的专业

性科技类综合性权威刊物，内容丰富，专业性、时效

性强，是生活用纸及相关行业的企业管理人员、市场

营销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技术工人的良师益友。

办刊宗旨: 推进生活用纸及相关行业技术进步，

促进科学管理，宣传产业政策，服务企业发展，提供

国内外发展动态信息和市场产销信息。

内容: 卫生纸、面巾纸、手帕纸、餐巾纸、厨房

用纸、擦手纸等生活用纸; 女性卫生用品、婴儿纸尿

裤 /片、成人失禁用品、宠物卫生用品、擦拭巾、一

次性医用非织造布制品等卫生用品; 相关原辅材料及

设备等。

主要栏目: 协会工作、行业动态、发展论坛、市

场与营销、质量与管理、技术与设备、他山之石、消

费与流行、环球资讯等。

自 2015 年 1 月起，本刊由半月刊变更为月刊，

全年 12 期，大 16 开，全彩版印刷，每月 10 日出版，

刊号 为 CN11-4571 /TS，ISSN1009-9069。变 更 刊 期

后，栏目设计和内容进一步提升，并加强杂志数字化

进程，向从业人员提供专业性、时效性更强的信息。

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且交纳会费的免费送 2

本 /每期，其他读者全年可随时订阅。
1、订费

国内企业: 平信 200 元 /年; 快递 320 元 /年; 国

外及港台地区企业: 700 元 ( 120 美金) /年; 零售

价: 18 元 /本。
2、联系方式

联系人: 王林红 徐晨晨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启阳路 4 号中轻大厦 6

楼 603 室

电话: 010-64778186 64778187

传真: 010-64778199
E-mail: cidpex@ cnhpia. org
Http: / /www. cnhpia. org
3、交款方式: 通过银行汇款并注明 《生活用

纸》订阅费，款到后开具正式增值税发票。

汇款信息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宣武支行

账号: 1100 1019 5000 5305 7018

收款单位: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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