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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冷轧管机组的电气控制系统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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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LG 720 冷轧管机组是世界最大规格冷轧管机组。为该机组研制的电气系统采用了 PLC、
变频调速、PROFIBUS-DP 网络通信、SIMOTION D、HMI 等技术，实现了多机传动变频调速传动，
尤其对大惯量负载的送进和回转机构实现高动态响应和高精度定位和同步控制，满足大型冷轧管
机组的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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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钢铁市场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
但不锈钢无缝管广泛应用在石油、航空、电力、化
工、化纤、医疗机械等领域，市场的需求量很大。
冷轧管机组主要轧制不锈钢无缝管，因冷轧管机组
以其独特的工艺特点，以及成材率高、道次变形大、
变形状态良好、设备简单等优点，在世界各国的工
业生产中得到广发的应用 [1]。太重研制开发 LG720
冷轧管机组在江苏某钢厂试制成功，并生产出合格
的不锈钢钢管。该机组目前是世界最大规格的冷轧
不锈钢无缝钢管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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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720 冷轧管机设备介绍

/mm

LG720 冷轧管机组采用的是单根生产，停机上
料的工作制度，主机架由曲柄连杆往返周期式驱动，
送进和回转机构采用伺服驱动系统，实现快速和精
准的送进、回转和定位。主要设备由以下各部分组
成如图 1 所示，轧制表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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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轧管机组设备简图

LG720 冷轧管机组轧制规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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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控制系统
电气控制系统框图如图 2 所示。

电气控制系统框图

根据冷轧管机组的设备运行和冷轧管工艺要
求，电气控制系统以西门子 S7300PLC 作为主控制

器；通过 PROFIBUS-DP 网络采集现场 I/O 信息，
并配置 HMI，用以输入生产参数及设备运行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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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和记录，HMI 与主 PLC 采用工业以太网进行通
信；主电动机采用西门子直流调速系统和 EM277
PLC 进行主传动系统数据采集和处理并和主 PLC 进
行数据交互；辅助（包括送进及回转系统）传动部
分采用西门 SINAMICS S120 多机传动变频调速系
统 [2]；润滑系统和流体系统信号通过现场 I/O 从站采
集，起停及连锁逻辑程序由主 PLC 实现。
2.1 主控制器
机组的主控制器采用西门子 S7300PLC。主要完
成系统硬件组态、工作模式的选择、各个设备的逻
辑控制、与主传动及辅助传动控制器的通信等任务。
2.2 Profibus-DP 网络
整个电气控制系统只有一条 DP 网络，一共有 7
个 DP 从站，分别如下。
1）主传动驱动器。以西门子 6RA70 直流调速
器作为驱动器，驱动主电动机，起动停止命令由主
PLC 通过逻辑编程实现，主电动机的实际速度、电
流等信息的数字量由 6RA70 驱动器通过 DP 网络反
馈到 PLC，在 PLC 里换算后经由以太网传送至 HMI。
2）主传动 EM277PLC。主要负责主传动系统供
电设备合闸与分闸、冷却风机的开关，以及采集主
传动控制系统的反馈信息。
3）液压与润滑系统远程 I/O 站。采集液压站、
稀油站、工艺润滑站的检测元件信号，控制液压驱
动设备的电磁阀。
4）操作台。采集现场操作台操作元件信号。
5）SLM 的控制器 CU320。控制为正个冷轧管
机组辅助传动提供直流电源的整流回馈模块（SLM）
的起停。
6）送进电动机驱动器控制器 CU320。
7）回转电动机驱动器 SIMOTION D435。
2.3 送进伺服控制系统
送进系统的送进小车两边的丝杠由两台伺服电
动机独立驱动。驱动两台伺服电动机的逆变器由经
由 DRIVE-CLIQ 接口由同一个 CU320 控制。电动机
自带的测温原件和编码器通过光纤与逆变器的
DRIV-CLIQ 接口，传递温度及位置和实际速度信息[3]。
送机伺服系统有两种运行模式：手动模式、轧
制模式。上料时采用手动模式，通过点动功能实现，
通过修改速 度倍率还可 以修改手动 前进和后退 速
度。轧制时采用轧制模式。轧机主机架做周期式往
返运动，在机架换向死点处轧辊处于非工作带，与
钢管处于非咬合状态，送进机构在这段区间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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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精准的送进，送尽量通过 HMI 由操作人员设定。
通过基本定位功能可以实现送进机构的精准定位。
在配置送进逆变器和 PLC 通信时选用西门子标准报
文 SIEMENS telegram110，PZD-12/7，能快速的实
现点动和定位功能。
由于两台伺服电动机独立驱动送进小车两边的
丝杠，由于种种原因，如一台伺服驱动器故障停止
运行，机械设备卡阻等，可能导致两边丝杠位置出
现设备正常运行允许范围外的偏差，所以在逻辑控
制程序里要加上相关联锁，以避免设备的损伤。
2.4 回转伺服控制系统
回转系统包括芯棒卡盘装置、中间卡盘装置和
前口卡盘装置。毛管经后上料穿在芯棒上，主机架
前未轧制的毛管穿入中间卡盘中，主机架后轧制过
的荒管穿入前口卡盘中，在每次主机架行进至换向
死点时，三台卡盘同时反转，将芯棒和毛管共同反
转一个相同的角度。
中间卡盘和前口卡盘夹着同一根钢管的两头，
要求角速度相同。钢管轧制后和芯棒会有一定的粘
附力，如果夹芯棒的芯棒卡盘和夹管子的中间及前
口卡盘角速度不一样，管子和芯棒相对滑动会划伤
管子内表面。基于此回转系统采用 SIMOTION D435
做多轴同步控制。
回转系统由 SIMOTION D435 控制，是一种基
于 SINAMICS S120 驱动平台的多轴的运动控制器。
作为一个运动控制器，SIMOTION D435 集逻辑控
制、运动控制（定位，同步等）以及工艺控制（压
力、温度控制等）于一身，且具执行周期短、响应快
的特点[4]。以芯棒卡盘伺服电动机作为主轴，中间卡
盘和前口卡盘做从轴对三台回转伺服电动机做齿轮
同步控制，芯棒卡盘伺服电动机本身做相对定位运
动，相对运动的角度即为翻转量，由上位机设定经以
太网传送至主 PLC，主 PLC 再通过 PROFIBUS-DP 网
络传送至 SIMOTION D435 控制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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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关键

对于送进机构的两个丝杠，因机械结构对两边
的偏差容纳极限是很小的，这就要求每次送进的定
位精度要很高；对于回转机构的卡盘，翻转过程中
角速度的同步性要求较高；送进和回转过程执行时
间很短，这就要求动态响应要快。送进和回转机构
均为大惯量负载，要满足以上要求，选择伺服电动
机作为驱动设备，利用其惯量小，动态响应快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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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用西门子 S120 系列作为驱动，轻松的实现定
位和同步控制，满足了工艺要求。送机机构转矩和
位置曲线见图 3，从图 3 中可以看出两台送进电动
机送进时负载基本均衡且位置曲线基本重合。

图3

送机机构转矩和位置曲线

回转机构中回转信号和角度曲线见图 4，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回转机构动态响应快，在一半的回转
时间内就完成了回转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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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Φ 720 LG 冷轧管机组是目前世界最大规格的
冷轧管机组，主机架完成轧制工艺要求的变形。轧
制大规格壁厚均匀的不锈钢管，大惯量负载的送进
和回转系统很重要，必须保证动态响应快和位置控
制精度高，如果不快速和准确动作，则轧制壁厚不
均匀。只有送进和回转系统具有很高控制性能，才
能保证冷轧管机组轧制出合格的不锈钢管。所以，
送进和回转系统的电气参数确定，是实现大惯量负
载系统快速和准确动作是冷轧管机组的关键技术。根
据调试经验，建议将送进和回转系统统一由
SIMOTION D435 控制，既能满足工艺要求，又能降
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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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投资攀西百万级山地光伏群首期项目投产
近日，由中国电建集团投资设计开发施工的盐边县万

（设施农业）”一体化发展路径，将项目开发与农业产业

家山 30MW 并网光伏发电站顺利投产发电。此次投产发

发展相结合，提升荒山高效利用和土地流转，将传统的大

的万家山 30MW 光伏发电站是攀西地区百万级山地光伏

型光伏发电项目转变为“绿色工厂”，实现项目经济效益、

群的首期工程。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通过采用设施农业大棚

万家山光伏发电项目是中国电建集团与盐边县政府
签订的《盐边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协议》中的项目之
一，也是中国电建集团在四川投资的首个新能源项目。位

建设与光伏板阵列架设相结合，作为设施农业种植照明、
控温、供水和消毒等设备电源，富余电量并网输出。
该项目是攀西百万级山地光伏群首期，装机容量 3

于攀枝花市盐边县桐子林镇安宁村万家山南侧坡面上，场

万 kW，由 6 个 1MW 方阵单元和 15 个 1.6MW 方阵单元

区分布有四条大型冲沟和若干条小冲沟，地形起伏较大，坡

组成。投资约 3.2 亿元，规划占地 900 亩，约 60 万 m2。

势较陡，是目前在建山地光伏中施工难度较大的电站之一。

采用 EPC（工程总承包）模式，进一步整合设计、施工、

该项目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更是一

监理一体化进程，实现产业模式和产业链同步转型升级，

个涉及林地，农耕地占用，以及林业、农业和农村农民发

推进攀西新能源产业带的形成和发展。电站所发电量并入

展的综合性新能源项目。通过采用“能（清洁能源）、农

国家电网，将有效的改变当地能源消费结构，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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