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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人值守的自动控制式新型水闸
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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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闸作为水利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闭闸门帮助实现拦水*提高水位*泄洪*排水等重要功能'

在水利工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目前'水闸启闭是通过设置限位装置来实现( 然而'停留在水闸关闭或开启位置的

异物常常成为导致水闸形成+非正常,启闭的+伪限位点,( 无人值守自动控制式新型水闸技术的提出'克服了现

行水闸启闭系统的缺陷和不足'为水闸的安全正常使用提供了保障'也大大提升了水闸运行管理的科技含量(

#关键词$!水闸运行) 限位装置) +伪限位点,) +非正常,启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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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越

来越多% 水闸作为水利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施

工建设数量逐渐增多% 水闸通过开闭闸门"能帮助实

现拦水&提高水位&泄洪&排水等重要功能"在水利工程

中占据重要地位1'F&2

% 然而"目前使用的大多数水闸门

启闭系统都存在一定的技术缺陷和不足"对水闸结构

及电器控制系统进行技术升级与改造"对保证水闸的

安全与正常使用十分重要% 本文介绍了一种无人值守

的自动控制式新型水闸技术及其应用成果%

-#水闸基本结构及运行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水闸结构主要分为上游连接段&下游连接段和闸

室三部分%

水闸间的主体是水闸闸室"闸室内部设置有启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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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底板和各类工作桥等% 上游连接段包括防冲槽&护

坡&翼墙等"水闸下游连接段包括护坡&海漫和消力池

等% 水闸正常启闭是确保水闸各项功能的先决条件%

目前水闸的通用运行模式是通过设置限位装置"来实现水

闸按照设定形成关闭%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明显存在

(非正常)启闭的问题"为水闸运行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水闸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研究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充分利用电气及自动化技

术"研制提供一种新型水闸是可行的1$F"2

% 要求新提出

的水闸技术能够在闸门卡滞后允许启闭机的螺杆向下

运动一段小距离"同时欠电流继电器动作"断电停机"

保障启闭机安全'同时"通过荷重传感器发回的荷重信

号"可精确测定&显示&控制启闭机闸门的荷重信息"有

助于促进启闭机的自动化升级改进"扩展启闭机的功

能"使启闭机适应时代要求"在水利工程中发挥更大作

用"实现闸门自动控制与水闸远程控制"无人值守"全

面自动化管理%

水闸自动控制系统原理如图 ' 所示% 自动控制系

统的控制器采用O08可编程控制器% 该闸门自动控制

系统工作时"施工人员首先对系统进行参数设定"微控

制器根据设定的信息和霍尔开关反馈回来的高度信息

控制涡轮蜗杆运动"从而带动螺杆达到控制启闭的目

的% 同时"为了方便操作人员的监控"微控制器将成孔

作业的相关参数通过液晶屏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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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水闸自动控制系统原理

O08控制器的软件可以使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

系统的划分方法分成很多个模块"如!采用数据管理&

数据更新&图形处理&闸门监控&网络数据传输&系统安

全管理模块&控制决策模块等软件模块% 对 O08编程

可实现对闸门的控制%

'#无人值守的自动控制式新型水闸技术的实现

为构建无人值守的自动控制式新型水闸"采用如

下技术方案!一种新型水闸"包括闸门&启闭机及电柜"

启闭机包括基座&设置于基座上的机箱&提供动力的电

机&设置于机箱内且与电机输出轴连接的蜗轮蜗杆组

件及与蜗轮内螺母螺纹配合的升降螺杆"螺杆的末端

通过吊耳与闸门连接"螺杆的末端设有长圆形吊耳孔"

电柜上设有欠电流继电器"欠电流继电器与启闭机的

控制电路连接"闸门由门框以及闸板组成"闸板的阻水

面上设有加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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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启闭机部分结构示意图

'-闸门''#'-门框''#$-闸板''#"-吊耳'%-启闭机'&-电柜'

%#'-基座'%#%-机箱'$-电机'%#&-吊耳孔'&#'-欠电流继电器'

)-荷重传感器

图 % 为启闭机部分结构示意图% 如图 % 所示"一

种新型水闸"包括闸门 '&固定安装在闸门横梁上方的

启闭机 % 以及设置在启闭机上的电柜 &"所述启闭机包

括安装在闸门横梁上的基座 %#'"基座上固定有一机

箱 %#%&在机箱的同一水平线上固定有一提供动力的

电机 $"电机的输出轴与设置于机箱内的蜗轮蜗杆组

件旋转连接"蜗轮的内螺母与升降螺杆螺纹配合"其

中"闸门的顶端设有一吊耳 '#""螺杆的末端通过吊耳

与闸门连接"螺杆的末端设有长圆形吊耳孔 %#&"电柜

上设有欠电流继电器 &#'"欠电流继电器与启闭机的控

制电路连接% 通过上述设计"在闸门卡滞后"由于螺杆

末端的吊耳孔为长圆形"其允许螺杆继续向下运动一段

小距离"同时"由于电机空载运行"运行电流突然下降"

欠电流继电器运作"切断电路"启闭机停止工作"从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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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螺杆被顶弯"最终导致启闭机损坏的情况发生%

图 & 为新型闸门右视图% 如图 & 所示"闸门由门

框 '#' 及闸板 '#$ 组成"为了防止闸门被冲击的水流

损坏"在闸板的阻水面上设有加强板 '#%% 加强板呈

拱形"加强板与闸板之间设有若干加强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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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型闸门右视图

'-闸门''#%-加强板''#&-加强筋

5

6

7

图 '#新型柔性法兰结构示意图

"-上法兰'*-下法兰'+-缓冲垫

图 $ 为新型柔性法兰结构示意图% 如图 $ 所示"

为了防止启闭机受淤泥以及其他河道黏性物质污染"

在基座与机箱之间设置有柔性法兰% 柔性法兰包括与

基座下端面连接的上法兰 "&与机箱上端面连接的下

法兰 * 及设置在上&下法兰间的多个缓冲垫 +% 基座与

机箱之间还设有荷重传感器 )% 荷重传感器为 $ 个"分

别设置于基座上端面的 $ 个角落处% 荷重传感器呈两

端细中间粗的阶梯轴状"荷重传感器的两端分别通过

螺栓与基座及机箱固接% 通过荷重传感器发回的荷重

信号"可精确测定&显示&控制启闭机闸门的荷重信息"

有助于促进启闭机的自动化升级改进"扩展启闭机的

功能"使启闭机适应时代要求"在水利工程中发挥更大

作用"实现闸门自动控制实现水闸远程控制"无人值

守"全面自动化管理%

&#无人值守的自动控制式新型水闸技术的作用

!!研究提出的新型水闸在以下几个方面效果突出%

1.能够在闸门卡滞后允许启闭机的螺杆向下运

动一段小距离"同时欠电流继电器动作"断电停机"保

障启闭机安全%

G.由荷重传感器发回的荷重信号"精确测定&显

示&控制启闭机闸门的荷重信息"促进启闭机的自动化

升级改进"扩展启闭机的功能实现闸门自动控制与水

闸远程控制"无人值守时自动化管理%

!.通过在闸门阻水面设置加强板"防止闸门在水

流的冲击下损坏"能延长闸门的使用寿命%

研究提出的这一新型水闸技术已经在实际工程中

获得应用"目前运行效果良好%

I#结#论

针对现行水闸技术存在容易因为杂物滞留问题而

导致水闸系统非正常运行的不安全情况"以电气与自

动化控制技术为基础"研究提出一种包括闸门&启闭机

及电柜的新型水闸系统% 该新型水闸能够在闸门卡滞

后允许启闭机的螺杆向下运行一段距离"起到保障启

闭机安全的作用% 同时"以闸门的自动控制为核心"研

发了水闸远程控制技术"进而构建了整个水闸系统的

无人值守自动控制式管理模式% 显然"无人值守的自

动控制式新型水闸技术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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