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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组主控制系统是变速恒频风力发电系统的核心, 是机组最佳状态运行和精确控制的保证. 计算机控制和网络

控制技术的发展使得机组主控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智能化大大提高,通过引入 E therCAT实时以太网控制技术, 设计了基于

EtherCAT技术的风电机组主控制系统,提高了机组系统的实时控制和数据传输能力,并给出了硬件和软件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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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单机容量的扩大化和系统的变速恒频运行是当前并网风力发电技术发展的 2大趋势,而机

组主控制系统是整个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的核心, 是机组保持最佳运行状态,安全可靠运行的有力保障.当

前兆瓦级风电机组控制系统采用基于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或可编程控制器 PLC的计算机控制来实现
[ 1]
.

随着风电机组的容量进一步扩大,控制策略的不断改进,控制系统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加, 传统的中央集散

控制体系难以达到复杂现场条件的实时控制要求,而在工业控制系统中广泛应用的以太网控制技术逐渐

在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中得到应用,这样可极大地简化控制设备,减少系统控制的复杂性,降低成本,并

且提高了系统的实时控制能力及操作的安全性
[ 2]
.

E therCAT( E thernet fo r C ontro lAutom ation Techno logy )是由德国倍福 ( BECKHOFF)公司开发的一种实

时工业以太网技术,它基于标准以太网技术设计,具备灵活的网络拓扑结构
[ 3]
.系统具有配置简单, 有效数

据率高,全双工数据交换,易于实现等特性.笔者阐述了 E therCAT技术的原理和协议,并将其应用于变速

恒频风力发电机组主控制系统中,提出了主从站设计方案,完成了基于 ET1100的从站控制器与 DSP控制

器的接口设计.

1 E therCAT技术介绍
1. 1 E therCAT技术原理

E therCAT是 1种实时以太网现场总线技术,采用了主从介质访问方式.主站控制所有从站发送或接收

数据, 主站发送数据帧,从站在数据帧经过时读取相关报文中的输出数据.同时, 从站的输入数据插入到同

一数据帧的相关报文中. 当该数据帧经过所有从站并完成数据交换后,由 E therCAT系统的末端从站将数

据帧返回
[ 3]
, 如图 1所示.整个过程中,报文只有几 ns的时间延迟. 发送和接受的以太帧压缩了大量的设

备数据,可用数据率可达 90%以上.

1. 2 E therCAT协议

E therCAT是用于过程数据的优化协议, 以标准以太网技术为基础, 使用了一个特殊的以太网帧类型

0x88A4,这种方式可以使控制数据直接写入以太网帧内,并且可以与遵守其他协议的以太网帧在同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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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行. EtherCAT不仅能在单个子网中应用, 而且通过 E therCAT UDP可将 EtherCAT协议封装为 UDP / IP

数据报文. 因此任何以太网协议堆栈的控制均可编址到 E therCAT 系统之中. E therCAT 采用标准的

IEEE802. 3以太网帧结构,帧结构如图 2所示.

图 1 EtherCAT工作原理

图 2 EtherCAT帧结构

E therCAT协议包括几个 E therCAT报文, 每个报文都服务于一块逻辑过程映像区的特定内存区域,该

区域最大可达 4 GB字节, 由 FMMU寄存器和 SM ( SyncM anager )寄存器定义
[ 3- 4]

.

2 基于 EtherCAT技术的风电机组主控系统
2. 1系统概述

图 3 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主控系统

风电机组主控系统的主要任务是采集当前的

机组参数,根据风场风况和最佳风能捕获策略, 对各

子控制单元给出合理的操作指令, 完成偏航、变桨

距、变流和并网等操作, 同时, 主控系统要建立良好

的人机交互界面, 能在控制面板上显示和查询风力

发电机组的运行状态和参数、显示故障状态、设置风

机运行参数等.除此之外,机组控制系统需具有与风

电场中上位机进行远程通讯功能,以便中央控制室

实时监测风场中各台机组的运行状态和运行数据, 从而调整对机组的运行要求, 其主要功能如图 3所示.

由图 3可以看出, 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主要是由变流器控制单元 a(发电机启动与并网控

制;风机转速控制;变流器控制;输出功率控制 )、变桨距机构 b (高于额定功率的功率控制;高于额定功率

的转速控制 )、偏航机构 c(根据风速自动对风;自动解除电缆缠绕 )、机组主控制器 d(运行监控、系统启

停;其他功能模块起 /停;最佳风能捕获算法;电网、风况、系统安全监控 )、用户界面 e(输入用户命令,变更

参数; 显示系统运行状态, 数据和故障情况 )、通讯接口 f(用于形成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 与中央控制器通

讯 )、液压系统 g(刹车机构压力保持 )、制动系统 k (机械刹车机构; 气动刹车机构 )构成的集散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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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流器控制单元用来对整流器和逆变器进行控制, 实现并网操作, 在正常工作过程中接受主控制器的命令

实现输出功率和电压的控制,从而使机组工作在最佳风能捕获状态下. 当风速过高, 超过系统的额定功率

时,变桨距系统调节桨叶节距角,使风机转速下降, 稳定功率输出; 当风向变化时,偏航系统可以跟踪风向,

使机组始终迎风工作,使风机运行于最佳状态;而机组主控制器用于协调这些子系统的工作, 同时采集风

机运行参数如风速、转速、电网电压等,根据风场调度系统要求,适时对各控制单元给出合理的操作指令.

2. 2基于 EtherCAT技术的风电机组主控系统

基于 E therCAT的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包括变流器控制单元、变桨距控制系统、偏航控制

系统、监测系统等几个子控制系统,这些子系统是风力机组控制系统的基本构成单元, 它们是整个机组网

络控制系统中的从站控制设备,而带有 MAC的 PC机作为机组主控制器对整个系统进行监控, 为主站设

备,管理整个机组控制系统,并将现场采集的参数传送给整个风电场的监控室,进行统一管理. 图 4为基于

E therCAT技术的风力发电机组系统的结构图.

图 4 基于 EtherCAT的风电机组主控系统

带有 MAC接口的 PC机作为机组主控制系统的主站,通过编程对从站及其运行方式进行配置,运行风

电机组监控软件,并周期性地通过以太网络发送带有从站控制器命令的数据帧, 实现对变流器, 桨距和偏

航等系统的控制,从而实现风电机组的启停,变流,并网,数据采集和变桨距等控制要求, 同时各从站控制

器在控制周期内能将数据插入相应报文反馈到主站的 PC机.由于 E therCAT技术良好的网络性能和数据

传输能力,使得系统能够有效及时地对机组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并能对风力突变情况下的机组桨距,变流

装置进行实时控制,跟踪最大风能,提高系统的效率.

3 基于 EtherCAT的系统实现
3. 1硬件设计

3. 1. 1主站设计 E therCAT技术的实现包括主站实现和从站实现. E therCAT主站不需要专用的通讯处理

器,只需使用带有以太网 MAC设备即可, 完全采用软件方式在主机中实现协议. 笔者采用带有以太网

MAC接口的普通工控 PC机. PC机除了带有与 E therCAT从站进行主从控制的以太网卡外,还应当具有与

风力发电场中央监控系统通信的接口.

3. 1. 2从站控制器设计 在笔者设计的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中, 从站的设计包括变流器系统,变桨距系

统,偏航系统的控制器及与这些控制设备进行以太网连接的 E therCAT从站协议控制器的设计,用来实现

主站和从站之间的通讯及控制功能. E therCAT从站控制器 ESC ( E therCAT S lave Contro ller)是通过专用硬

件实现的,它实现 E therCAT的物理层与数据链路层的协议. E therCAT协议控制器功能可由专用芯片 ASIC

芯片实现,也可用带有协议代码的 FPGA实现. 从站控制器 ESC与从站主机设备之间的接口方式根据过程

数据接口 PDI( Process Data Interface)的形式来确定.

在本系统中,从站控制器 ESC采用倍福 BECKHOFF公司的 ET1100,由于变流器控制系统采用 T I公

司的 TM S320F2812控制,其接口规范可以选择为微处理器方式,通过对 ET1100自带的 EEPROM进行编程

后选择配置. TM S320F2812与 ET1100的接口硬件实现如图 5所示
[ 5]
. 其中变流系统控制器 F2812实现

E therCAT对变流器的具体控制和数据反馈,通过 PD I接口与 ET1100连接, 读取和写入 ET1100缓冲区的

数据; ET1100带有 2个 M II接口,它们在硬件上实现了 E therCAT协议的数据链路层, 外扩的 2个物理层芯

片实现了工业以太网的的物理层.网络接口由 PHY和网络变压器组成,其中网络变压器的作用是实现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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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和阻抗匹配. EEPROM通过 I2C接口编程,用于保存从站配置数据和从站描述数据.

图 5 基于 ET1100的 EtherCAT从站结构图

3. 2软件设计

3. 2. 1主站软件设计 E therCAT主站软件用以实现机组主控制系统应用程序,主站和从站的网络配置及

对各从站的控制.为了方便主站软件的开发, E therCAT技术组织可提供主站样本代码, 将该代码嵌入到主

站的工控 PC机操作系统中,即可实现主站程序.同时,倍福等公司通过提供 E therCAT组态软件来实现主

站控制程序的编写, Tw inCAT System M anager即为倍福公司 Tw inCAT系统的配置工具,可以实现配置 XML

文件, 通过在线编程对 ET1100的 EEPROM进行配置设置, 管理从站发送非周期和周期性数据帧,实现主

从站之间数据的传输.同时可以编写应用程序实现应用层各个程序的输入输出数据和网络输入输出数据

的连接
[ 6]
.

3. 2. 2从站控制软件设计 主要对 DSP进行从站应用层程序的设计, 主要分为 E therCAT网络接口程序和

图 6 程序中断流程图

变流器控制程序, 变流器控制程序主要是周期性的

数据反馈和非周期性的变流器中电力电子器件开关

量控制数据,本例中可以采用中断方式进行, 程序流

程如图 6所示.当 F2812控制器完成初始化之后,系

统进入周期性运行状态, 等待 E therCAT帧的到来.

当数据帧到达 ET l100从站控制器之后,向 F2812发

出中断, DSP响应中断读取从站控制器中的指令数

据,并且把反馈状态数据写入到从站控制器中,完成

1次数据的交互. DSP得到来自 ET1100的指令数据

之后,进行解码, 并把解码得到控制数据送到变流器

的控制程序中去, 变流器控制程序根据控制要求完

成控制策略,并输出电力电子器件开关的驱动信号,

完成变流过程.

4 结语
机组主控制系统在并网变速恒频风力发电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它具有协调机组变流, 桨距偏航系

统,制动系统等各部分之间的通讯和对机组状态的监控功能,基于工业以太网的风电机组主控系统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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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时性和良好的数据处理能力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笔者引入 E therCAT以太网控制技术,设计了基于

E therCAT技术的风电机组主控系统, 并以主控制器和变流器控制为例, E therCAT系统进行了硬件和软件

的设计,为 E therCAT技术在风力发电系统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叶杭冶. 风力发电机组的控制技术 [ 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37- 61.

[ 2] 王小川. PAC 先进的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 [ J]. PLC & FA, 2001( 4): 41- 44.

[ 3] 刘艳强, 王 健,单春荣 .基于 EtherCAT的多轴运动控制器研究 [ J]. 制造技术与机床, 2008( 6): 100- 103.

[ 4] 宋文娟. 基于 PAC的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 D ].长沙: 湖南大学, 2008: 14- 17.

[ 5] 谢香林. E therCAT网络及其伺服运动控制系统研究 [ D ].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08: 47- 53.

[ 6] 单春荣, 刘艳强,郇 极 .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 EtherCAT及驱动程序设计 [ J]. 制造业自动化, 2007, 29( 11): 79- 82.

Main Controller Design inW ind Turbine Generator

System Based on EtherCAT

SH IDa-fa
1
, WANG Hu i

2
, L IANG X iao

2
, RUAN Q ian-ru

2

( 1. Departm ent of E lectrical Eng inee ring, Co llege o fH unanM echan ica l& E lectr ica l Po lytechn ic, Chang sha 410151, Ch ina;

2. Co lleg e o f E lectr ica l& Inform ation Eng ineering, H 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contro l system o fw ind turbine is a key componen t to theVSCF w ind pow er system. It can guarantee

the opt imum operat ing state and accurate contro.l Computer control techno logy and netw ork contro l greatly improve

the re liability and inte lligence ofw ind turbines. Th is paper introduces Ethernet fo r Con tro lAutom ation Technology

( E therCAT ), and designsma in contro ller of the w ind pow er system, w hich improves the capacity o f rea-l time con-

tro l and data transm ission. In add ition the hardw are and softw are schem es are g iven.

Key words: E thernet for Contro lAutomation Techno logy; w ind turb ine; E therCAT slave contro ller; ma in controller

(责任编辑 陈炳权 )

(上接第 66页 )

参考文献:

[ 1] 黄遵熹, 李 勇,黄静萍 .单片机原理接口与应用 [ M ].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7.

[ 2] 程素平. 论 EDA技术在电子技术教学中的应用 [ J]. 山西建筑, 2007, 33( 35): 357- 358.

[ 3] 周涛张, 锐 敏.基于 Mu ltisim9的电子电路计算机仿真分析与应用 [ J].科技信息, 2008( 18): 62- 63.

[ 4] 骆新全, 黄玲玲.电路仿真与 PCB设计 [M ]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4.

Program Design and Simulation ofM icrocontroller Based on Platform Multisim 10

TANG X ian-yun

( In fo rm ation M anagem ent and Eng ineering Institute, Jishou Un iversity, Zhang jia jie 427000, Hunan Ch ina)

Abstract: Through analysing so ftw areM ultisim 10 s characteristics and taking as an example the design o f com-

posite sign show ed by thew ater lamp and seven-segment numerical tube LED dig ita ld isp lay,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program design and simu lation method o f contro lling the v irtual hardw are by using m ircrocontro ller 8051 in the

platform o fM u ltisim 10. TheMCU modu le inM u ltisim 10 and p lenty o f v irtua l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instru-

ments make the program design and simulat ion possible w ithout the support from other ex ternal hardw are dev ice.

Key words: sing le ch ip m icrocompu ter; softw areM ult isim; MCU module; procedure simulat ion

(责任编辑 陈炳权 )

71第 5期 施大发,等: 基于 E therCAT的风力发电机组主控系统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