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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速信号处理
对参与转速控制的转速信号进行选择处理， 在运
行中判断转速探头失效。

压缩机自动化解决方案

压缩机自动化解决方案

科远智慧从上世纪 90 年代进入涡轮机组控制行业，在发电行业的汽轮机控制和压缩机控制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具有自己的研发部门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压缩机组控制产品与解决方案。

通过多年不断积累涡轮机组控制实践经验， 同时借鉴市场主流压缩机组控制解决方案的经验， 科远不断完

善自己的压缩机组控制解决方案 (CCS)， 科远智慧将为您提供安全、 更可靠和更高效的压缩机组控制解决

方案， 无论是在开车阶段、 正常生产运行阶段或停机阶段， 为您保障机组安全、 稳定工艺操作， 达到提高

效率、节能降耗、节约成本的目标。

目前科远智慧压缩机控制系统已广泛应用空压站、冶金行业、电力行业、精细化工、煤化工、石油化工等行业。

故障安全型保护系统（S IL3）与控制集合，软件平台公用。 

保护部分采用三重化冗余系统，提高系统安全性。 

UIC 系统控制周期 <=20ms，满足防喘控制要求。 

IO 采集速度快，数据更新时间≤2mS。 

可根据拖动方式不同选用转速控制 （SIC）、 振动和位

移仪表（TSI）、 防喘振功能（UIC）、 逆流保护和机组

联锁保护等功能。

全系统软硬件平台一致，每个单元之间可以无缝连接。

整个系统冗余配置，关键回路三冗余配置。 

UIC 系统控制周期小于 20ms，满足防喘控制要求。 

IO 采集速度快，数据更新时间小于 2mS。

可根据拖动方式不同选用转速控制 （SIC）、 振动和位

移仪表（TSI）、防喘振功能（UIC）、逆流保护和机组

联锁保护等功能。 

01
压缩机自动化控制功能

    手动升速
当自动升速到正常运行模式后， 转为手动操作，
通过升降速按钮来调节转速。

    超速试验    

没有激活超速试验功能的情况， 转速的设定值不
会超过最大连续运行转速， 只有激活超速试验功
能才会屏蔽最大连续运行转速的限制， 达到测试
超速保护装置功能。

    抽汽解耦控制

速度控制与抽汽控制回路的解耦控制， 可实现单
抽、双抽解耦控制。

   自动升速
汽轮机自动启动、 升速、 暖机、 过临界、 到达汽
轮机最小运行转速，进入正常运行模式。

    临界转速控制
临界转速是使转子发生强烈振动的转速， 要求要
求快速通过临界转速区不能停留。

    远程 / 本地控制选择
远程控制是指升速 / 降速按钮在现场或在其它系
统的画面上， 就地控制是指升速 / 降速按钮或者
转速给定值在 CCS 系统的画面上。

汽轮机启动、升速和定速运行过程中，按照设定的目标转速和升速率控制汽轮机转速。转速控制功能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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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解决方案

安控分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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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机控制



喘振控制

概述
防喘振控制采用先进的基于无关坐标系算法， 即用于压缩机控制的喘振极限线 SLL 的计算与气体分子量

MW、入口压力 Ps、入口温度 Ts、入口气体比热比 ks 和入口气体压缩因子 Zs 无关，而只与压缩机组本身

的内部机械构造有关。使用无关坐标系算法得到归一化的压缩机喘振极限线。

整体策略
性能控制是面向工艺操作的自动调节手段

控制对象可以是入口压力、出口压力或者压缩机流量等参数

通过调节导叶或者汽轮机转速来调整控制对象

性能控制和喘振回路的解耦

多回路的优化控制

自动加载和减载

自动加减载
自动加减载可以无扰动将压缩机并入或切出系统，无需人工操作。

性能控制与喘振回路的解耦
当压缩机进入防喘振控制时， 性能控制同时要求减小流量， 这时两个控制回路的作用是相反的， 造成系统

不稳定， 机组接近喘振。解耦功能将性能控制和喘振控制各自的输出加权到对方的控制响应中去， 从而实

现两个回路协同动作，迅速稳定系统。

负荷分配组内各机组的喘振裕度量作为控制目标， 将各机组控制运行在与喘振控制线等距离的操作点上，

即各机组喘振控制器的偏差（DEV）相等。在该方案中设置入口或者出口压力主性能控制器（MPIC）， 单

机负荷控制器（LSIC）， 单机喘振控制器（UIC）和转速控制器（SIC）。机组各控制器之间通过高速的通

讯网络，实时与负荷分配组内其它的机组交换数据。

负荷分配和性能控制可以提高自动控制能力， 减少人为频繁干预， 避免频繁放空或回流带来的能量浪费，

在一定程度内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多机并联负荷分配控制

    PI 控制响应

当缓慢的、微弱的扰动导致操作点进入喘振控制线 SCL 左边的喘振控制区时，防喘振控制的 PI 控制算法会

根据操作点与 SCL 之间的距离产生相应的比例积分响应，使操作点远离 SCL 左侧的非安全控制区。

    阶越响应

在 SLL 和 SCL 之间设置一条 SRL 线， 当工作点触及 SRL， 系统将以阶越的方式快速打开防喘阀。阶越响

应可以分几步打开防喘阀。几乎所有扰动带来的喘振都可以被有效的保护。

    自增益响应

工作点触及 SLL 线时， 控制系统会立即全开防喘阀制止喘振发生， 同时 SCL 线会向右移动一定的裕度（最

多移动 5 次）并在 HMI 上报警，直至操作人员复位。

    手动控制

手动控制可以让操作员手动控制防喘振阀的开度。手动操作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完全的手动， 在这种方式

下喘振控制器即使探测到喘振工况也不能控制防喘振阀 ； 另一种方式是在手动操作中， 如果喘振控制器探

测到喘振工况就可以控制防喘振阀来保护机组。

控制策略

性能控制

压缩机自动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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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振线—SLL

喘振控制线—SCL

阶越响应线 -SRL



单通道超速保护模件

振动位移模件

三冗余电超速保护装置I/O模件

压缩机自动化关键产品介绍
一路转速测量，支持磁阻式、电涡流、霍尔转速传感器等多种信号输入

支持传感器断线检测

两路高限和高高限报警干接点输出

支持在线进行电超速试验和机械超速试验功能

转速加速度计算并实时上传

支持通道级和模件级诊断

模件参数可配置

支持 eBus 通讯接口电路自诊断及故障保护

支持模件内部核心部件工作温度监视

符合 UL、CE、RoHS 等相关测试标准

CPU 采用 32 位高性能 RISC 处理器，信号采集使用高精度高速 AD 芯片

高可靠性 32 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平台，软件具备完善的自诊断及容错功能

传感器灵敏度可设置

支持通道级和模件级诊断

支持 eBus 通讯接口电路自诊断及故障保护

支持模件内部核心部件工作温度监视

符合 UL、CE、RoHS 等相关测试标准

与普通 IO 模件外形一样，完美兼容 NT6000 控制系统

CCS-NK 采用 KM951A 冗余控制器、三重化的安全系统、三冗余电超速保护装置和 TSI 装置等

冗余控制器

压缩机自动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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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低功耗的多处理器架构，处理能力强，运算性能优，最快运算周期≤5ms

多重冗余，自动无扰切换，带电插拔，自动初始化，实际切换时间小于 50us

支持 IEEE 1588、NTP/SNTP 等高精度网络对时，对时进度 <5us

简单与复杂的模拟控制与顺序控制功能

在线组态、离线组态和在线下载，组态方式灵活方便

用户自定义变成模块，支持 C 语言

基于 FPGA 的故障监视和诊断电路，提供可靠、全面、丰富自诊断信息和自恢复能力

全隔离、高抗干扰设计，确保运行可靠

-20 ～ 70℃宽温运行环境，无风扇设计，可靠性更高 

可单独实现机组超速保护跳闸功能。

模块化设计

装置冗余设计，各装置独立监测工作

所有模块、监视器均采用军用级芯片

支持通道级和模件级诊断

智能化继电器管理，可实现通道各种逻辑报警输出 

各参数可按需进行配置

具有在线自检功能

支持 MODBUS TCP、PROFIBUS 通讯

失电停机保护

通过第三方安全认证机构 TUV 的 SIL3 认证

智能 IO 模件采用高性能低功耗 32 位 RISC 工业级处

理器，减轻控制系统的处理负荷

模块化结构，表面贴装工艺，电磁兼容性达 IEC 三级标准

所有模件均经过三防工艺处理

模拟量模件不超过 8 点，数字量模件不超过 16 点

所有 DI 模件都可做 SOE 功能，实现分布式 SOE

支持热插拔及在线无扰更换模件

模件级、通道级故障自诊断，远程和就地显示

模拟量模件提供信号断线、短路和越量程检测功能

支持 AI、AO、DI、DO、RTD、TC、振动位移模件冗余

模入、模出信号精度 ±0.1%  

AO 模件负载能力为 750Ω

具备故障安全功能

低功耗，最大功耗 <3W，有效延长 I/O 模件使用寿命

支持宽温运行，运行范围在 -20~70℃

0605



系统采用标准的 19 英寸机箱， 所有模块和监视器均采用标准的插入式结构， 支持带电热插拔， 符

合 ISO/DIN 标准，具有很好的电磁兼容性和抗干扰能力

单机箱最多支持 48 通道同步数据采集， 最多支持 4 组键相同时采集。 IO 调理类型支持缓冲信号

和一次积分，支持间隙电压采集

采用高性能 16 位同步 ADC 芯片，200KHz 采样频率采集信号

系统支持多个机箱数据同步分析功能，支持在线灵活配置通道类型

故障安全控制系统TFS600

TSI装置SY3000

输入信号 ： 位移、 振动、 速度和加速度传感器信号，

过程量及智能仪表的输出信号

测量范围 ：转速 (0～5000)r/min，(0～ 15000)r/min；

振 动 (0 ～ 500)μm， (0 ～ 1000)μm ； 电 流 (4 ～

20)mA ； 位移测量范围视接入传感器量程而定

测试误差 ：转速≤±1r/min ；振动 <±1％，分辨率1μm ；

轴位移、 胀差 <±1%, 分辨率 0.01mm ； 阀位、 热膨

胀 <±1.5% ； 其它 <±1％

系统整体功耗 ： <120W

模块化设计

监视器种类少， 降低备件成本 

电源、 通讯控制模块采用冗余设计， 各监视器独立监

测工作

所有模块、 监视器均采用军用级芯片

可实现传感器线性校正， 通道自诊断功能 

智能化继电器管理， 可实现通道各种逻辑报警输出 

与 NT6000 控制系统集成， 可在工程师站进行配置、

组态、 监视， 无需硬接线

TDM装置SY4000

独立的三重化控制器，按 3-2-0 降级

支持专用的 ETS 和 ESD 应用逻辑，支持 SOE 功能

支持 IO 模件类型 ： 数字量输入 DI、 数字量输出 DO 及

模拟量输入模件 AI 等

冗余配置时，可在线更换关键的安全相关模件

支持 ETS 保护逻辑

具有实时环境温度监测功能，支持低 / 高温报警

多级表决自动隔离故障而不会造成性能降级

支持在线测试执行机构功能

可承受严酷的工业环境，符合 CE、RoHS 相关标准要求

通过第三方安全认证机构 TUV 的 IEC61508 SIL3 认证

强大的分析与诊断功能 ： 趋势分析、 时域分

析、频域分析、倍频分析、谐波分析、瀑布分

析、组合图分析、特征数据分析等

可确保在长期无人值守下能够稳定的进行状态

监测，无遗漏的抓住报警状态和特征数据

提供了多种报警功能 ： 频带报警、 趋势报警

等， 可以根据机组实际运行状况， 在各监测界

面上实时提示报警状态

压缩机自动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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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情况：

该项目采用科远开发的防喘振控制算

法、 性能控制算法， 运行至今， 一直

运行平稳。该项目防喘振控制投入自

动控制， 性能控制投入， 提高系统自

动化能力，减少频繁操作。

嘉兴新嘉爱斯热电有限公司汽轮机拖动空气压缩机项目

运行情况：

嘉兴新嘉爱斯热电有限公司汽轮机拖动空气压缩机项目的 CCS 系统 2019 年 8 月投入使用， 该项目的压

缩机和汽轮机机组为杭州中能汽轮动力有限公司提供的设备。 主要的控制功能有压缩机防喘振控制、 汽

轮机转速控制、 性能控制、 辅助控制、 联锁保护和轴系监控等功能。

该项目于 2020 年 1 月投入使用， 该项目压缩机是沈鼓齿轮公司提供的离心压缩机。 主要控制功能有防

喘振控制、 轴系监控、 辅助设备控制、 性能控制、 联锁保护等功能。

该项目采用科远开发的导叶控制、防

喘振控制、 性能控制算法， 运行至

今，一直运行平稳。该项目防喘振控

制投入自动控制，性能控制投入，提

高系统自动化能力，减少频繁操作。

东营市某热力有限公司PSA烟气离心机CCS项目
典型应用案例

压缩机自动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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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运行的压缩机通过负荷分配协同

动作， 使得所有运行压缩机效率最大

化。负荷分配控制和解耦控制减少喘

振风险、避免操作人员频繁操作、避

免频繁放空带来的能源浪费。

机 组 的 防 喘 振 和 性 能 控 制 均 投 入 自

动， 实现稳定全自动无人化值守。动

态出口压力控制与喘振控制算法能够

有效提高机组运行稳定性。

浙江某热电公司空压站项目

该项目空压站由 4 台杭州中能的空气压缩机并联为下游用户提供仪表空气。主要控制功能转速控制、 防喘

振控制、性能控制、负荷分配控制、联锁保护等。

该项目的轴流风机是陕鼓的压缩机， 原系统为西门子的 PLC 系统。这次改造更换成 CCS-NK 系统， 使用我

公司的导叶控制、防喘振控制、性能控制、性能与防喘振解耦控制、逆流保护、辅助设备控制等控制功能。

山西某能源公司轴流风机改造项目

运行情况： 运行情况：

压缩机自动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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