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设计 2022 年    第 25 期

8

中国机械

0    引言

空气压缩站为生产企业的气动负载提供动力气源，

传统的空气压缩站大多都是采用本地继电器控制，只能

在本地操作，为满足不同生产时段需求，需要配备专人

轮班值守，人工成本高，操作不便捷，且工房噪声大，

不利于职工职业健康。本文设计了一种以物联网控制为

核心，把物联网控制器作为主控单元，把压风机、分配

气动阀、排风系统和冷干净化系统等设备作为被控对象，

根据企业生产不同时段和不同产线的需求，设置多路远

程控制开关，通过设置控制器时间、季节等参数，以及

视频监控设备，实现系统自动运行与远程监控。

1    系统介绍

空气压缩站以物联网控制器为核心，上位机分 PC
端和手机端，通过网络控制器可编程的信息物联、开关

物联等功能，实现对设备设施的双通道系统控制与监视。

下位机由多台压风机、冷水机组和各气路阀门组成。

空气压缩站控制系统结构框图如图 1 所示，以无

线网络为媒介，运用物联网控制技术，根据工厂生产

线的用气需求，在 APP 主界面的“场景”设置上通过

基于物联网的空气压缩站远程控制系统设计
王丽萍

( 广东宏大韶化民爆有限公司    广东    韶关    512000)

摘要：根据“十四五”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规划要求，以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及清洁能源利用等为
重点，加快推进民爆行业绿色清洁转型。为了达到减员降耗、降本提效的目标，本文设计了一种以物联网
为核心的远程控制系统，实现了空气压缩站无人值守、远程监控及自动化控制。

关键词：空气压缩站；物联网；远程控制；自动化控制

添加不同时段和供气要求等场景，自动启停压风机或

增减压风机运行数量，压缩空气经过冷水机组高效净

化后，输送给不同的用气终端。同时，将压风机主电

机轴温和电流信号反馈至网络控制柜，当压风机控制

器输出故障信号或轴温、电流超出设定阈值时，系统

将该报警信号反馈到网络控制器相对应的保护端子自

动停止压风机运行，起到保护作用，并在 APP 的主界

面的“消息”中留下报警停机信息文本，并弹出文本

提示消息。同理，将冷水机组变频器运行状态信号和

各气路阀门开关信号（变频器、气动阀门开度位置的

无源接点信号）反馈至网络控制器的保护端子，亦可

实时监控冷水机组、阀门的工作状态，当设备出现异

常就会及时起到保护作用和留下设备运行信息文本，

实时地了解设备的运行情况。

2    系统硬件设计

空气压缩站远程控制系统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控

制柜，包含有网络控制器、显示仪表、指示灯、手动开关、

温度和电流采集模块等；二是现场设备，包含多台压风

机、冷水机组和气路电磁阀门等。设备设施之间的联

络与信息交互都汇总至网络控制柜，由网络控制器实

现复杂的逻辑控制关系。本文以 4 台压风机和

2 个气路阀门为例，拟设定两个生产车间需使

用压缩空气。

控制柜面板布置图如图 2 所示，控制柜面

板由四块方型智能仪表分别处理四台压风机电

机轴温传感器的温度信号，设置温度报警阈值，

通过输出内置接电信号，为网络控制器提供设

备运行信息；由四块长方形智能仪表处理四台

压风机的运行电流情况并将出现的报警信息送

到网络控制器的保护端子；由一块长方形智能

仪表处理压风系统的输出压力值，当压力高于

0.5MPa 这个值时，为冷水机组、循环水泵和供图 1    空气压缩站控制系统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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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阀门提供控制信号通道，即只有达到这一压力值，以

上设备才能够正常根据指令运行，否则即为待机状态；

最后，有两块智能空气流量计算仪组成的流量自动抄表

单元。为了更直观地显示系统设备的运行状态，面板还

设置了 7 组 14 颗红、绿双色指示灯，为控制柜前方监

视摄像头提供运行视频信息资料。

网络控制器外部接线图如图 3 所示，将双螺杆压风

机的开关机设定为外部控制，取其自身压缩机控制器远

程开关机端子 COM（22）、ON（13）、OFF（14），反馈

信号；CM（40）故障信号（38），分

别与网络控制器对应的端子连接，以

实现对压风机的远程启停控制和停机

预警反馈。供气管路阀门选用 DC24V
电磁阀，与网络控制器常开触点连

接，根据负载用气需求决定阀门的开

关，阀门的动作位置信号同时反馈到

网络控制器对应的保护端子。储水罐

进水阀连接网络控制器常开触点，水

位检测的液位继电器的满水信息反馈

到保护端子，并且根据气候和用水量，

定时打开补充冷却水，满足交换器高

效净化压缩空气的需求。冷水机组变

频器启停信号连接网络控制器常开触

点，结合设定的场景、反馈检测的循

环水温度和交换器的进出水温差，自

动控制冷水机组的压缩机启停，同时

把冷水机组变频器检测的运行状态信

号接入网络控制器保护端子，当设备

出现故障时，反馈至网络控制器，及

时关闭故障设备，起到保护设备作用，

同时在 PC 端或手机端，显示设备故

障信息，可及时维修并更换其他设备，

以免影响用气负载工作。

3    系统功能实现

远程控制系统采用 PC 端和手机

端双通道控制，本文就以手机 APP
说明。

（1）手机端的功能实现：在手机

的软件安装界面下载和安装与网络

控制器相对应的 APP 并运行软件，

注册账号并登录该账号，在同一局

域网的条件下执行与网络控制器进

行联网，成功后并测试网络控制器

能够准确执行手机 APP 的各个指令；

准确编辑各个需要控制的开关的名

称，根据实际生产需求设定各种设备的运行场景；特

殊设备；1# 压风机的进气风门开度控制是由控制器第

3 组的 2、3 个开关完成的，因此，将这两个开关设置

为电动，动作时间为 5s，实现电动阀门每次动作约为

15°，这样就可以实现远程调整 1# 压风机进气阀门的

开度，调整压风机的排气量，从而更好的实现节能降

耗的目的。

（2）网络控制器的设置和编程：控制器上电后控制

器每 4 路由一个网络指示灯显示联网情况，等待联网指

图 2    控制柜面板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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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灯连闪 3 下，联网后常亮并且在手机 APP 上显示蓝

色开关，否则为黑白。现场联网需要进行 3 次，将 3 组

输出逐一联网后控制器设置完成。

（3）联动与使用：该设备可以随时对空气压缩站

进行远程控制与监视，现场无需人员值守，操作简单

便于管理。根据实际用气需求，在网络控制器软件端，

创建同场景，如定时启停。场景设置界面如图 4 所示，

同样以 4 台压风机和 2 个气路阀门为例，拟设定两个

生产车间需使用压缩空气，在网络控制器软件端编辑

供气阀门、压风机等需要控制的设备设施，创建定时

场景，实现自动启停压风机，在供气压力高于 0.5MPa
时，系统会自动打开气路阀门，输送压缩空气至不同

车间用气负载。

图 3    网络控制器外部接线图

图 4    场景设置界面截图

以定时场景为例，控制流程如图 5 所示，设置定时

启停压风机，判断压风机工作电流与主轴电机温度是否

正常，如正常则继续按设定的场景执行，如不正常则立

即停机并报警，报警信息反馈给软件控制端，重新分配

任务，选择合适压风机继续供气。

4    结语

基于物联网的空气压缩站远程控制系统，通过采用

网络控制器对压风机组的空气压缩机、压缩空气净化、

分配阀门和散热系统等设备合理整合后，形成了一套新

颖独特，具有实时监控、自动控制的系统，实现了无人

值守、远程定时启停及独立控制功能，大大降低了人工

成本，并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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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合机械行业实际贯彻、落实工信部《制造业质

量管理数字化实施指南（试行）》（工信厅科（2021］59 号）

和《关于做好 2022 年工业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工作的

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88 号）相关要求，中国机

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质量发展研究

院拟于 10 月中旬联合在浙江宁波举办 2022 年机械工业

质量管理数字化学术交流研讨活动。

1. 活动主题为“数字化助力质量提升”。

2. 学术交流活动具体内容：（1）专家解读工信部《制

造业质量管理数字化实施指南（试行）》（上海质量管理

科学研究院）；（2）质量管理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思考（上

海交大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3）基于数字化的红旗

售后质量管理创新（中国一汽）；（4）产品生命周期品

质问题管理方法研究（奇瑞汽车）；（5）质量管理数字

化实践经验分享（吉利汽车）；（6）发布“关于表彰机

械工业质量管理优秀论文的决定”，并为 202 年质量管

理优秀论文作者代表颁发证书；（7）交流、分享行业质

量管理的最新经验、成果；（8）现场参观质量管理数字

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

关于举办 2022 年机械工业质量管理数字化学术交流研讨活动的通知

化优秀企业（吉利汽车集团）。

3. 该活动于 2022 年 10 月 12-13 日在宁波杭州湾新

区世纪金源大酒店／吉利汽车集团举办。

4. 参与人员：（1）各省、市机械质协（联合会）和

专业协会质量负责人；（2）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

（3）企业高层领导和质量、技术部门负责人；（4）质量

部长、中小企业、群众性质量管理、可靠性、品牌工作

委员会委员；（5）“2022 年机械工业质量管理优秀论文”

作者或代表等；（6）关心和关注机械工业质量管理的社

会各界人士。

5. 请参加交流研讨活动的代表于 9 月 30 日前将“回

执单”（见附件）返回中机质协（通过微信或反馈单上

的邮箱均可）。

6. 联系方式：（1）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杜

卫民 13021106987 黄雅静 13661038609 ；（2）吉利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张艳 18658188466 ；（3）宁波杭州湾新

区世纪金源大酒店，陈清清 13968277830。
本次活动由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