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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王在助航灯光监控系统中的应用与研究 

张晓培 

(大连交通大学电气信息学院，大连 1 16028) 

摘 要 助航灯光监控系统对飞机的安全起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有效地提高助航灯光系统的综合性能作为当前民 

航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介绍了基于组态王的助航灯光监控系统的应用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对以调光器和切换柜为主要构 

成部分的监控系统的介绍，并对组态王与下位机的通讯以及组态王的双机热备功能和网络功能进行了阐述。最后对其应用 

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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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机场助航灯光系统是指在夜间和复杂天 

气条件下能有效保障飞机顺利起飞、着陆和滑行的 

目视助航设备；其已从过去单纯地只是为飞机夜问 

飞行提供目视指示和引导信号，发展到如今与无线 

电进场着陆系统有机结合使用，能保障飞机在昼夜 

间低能见度及其它极端条件下的安全运行 j。机 

场助航灯光系统一般由可进近灯光系统、跑道灯光 

系统和滑行道灯光系统三部分组成。随着机场工 

程建设的越来越复杂，不仅要有精密的控制，而且 

具备 目视助航灯光设备的详细监视 已成为助航灯 

光监控系统的基本要求 j。同时，对发展相应的先 

进助航灯光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要求其 

上位机软件具有更加强大的功能和友好的人机交 

互界面。近年来，国内先后开展的有关设备监控系 

统的研究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仍需深入研究 ．H 。 

湖北武汉天河机场、福建武夷山机场以及陕西西安 

咸阳机场等先后与国内研究所开展的有关助航灯 

光监控系统的开发与应用，在大规模使用时并不能 

达到预期的目标。本文介绍的基于组态王的助航 

灯光监控系统的应用与研究，其主要内容包括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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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系统的介绍，并对组态王与下位机的通讯以及组 

态王的双机热备功能和网络功能进行了阐述，最后 

对其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1 监控系统结构 

监控系统作为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按结构层 

次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其中上层是计算机网 

络，包括由双冗余以太网，双机热备份的工控机，监 

控机和网络服务器等；中层由Rs—485、Rs—232等 

总线，接口组成现场网络；下层主要是由调光器和 

切换柜等监控设备组成的硬件设备 。 

监控系统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和检测等技术 

对机场灯光系统、低压供配电系统以及应急柴油发 

电机组等相关设备的工作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同时 

具有软硬件设备和网络冗余的分布式高可靠性的 

特点 J。为了满足机场全天候运行的特点，灯光系 

统可以根据机场的实时能见度和天气的不同开出5 

种不同的亮度或光级以保障机场的正常运行 J。 

助航灯光的电源一般由市电和应急电源两部分组 

成。一旦市电不能正常工作，此时则需立即起动柴 

油发电机以替代市电进行工作从而保证机场灯光 

的正常使用，以避免恶性事故的发生。本文设计的 

监控系统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助航灯计算机监 

控系统直接通过现场总线与现场调光器等控制设 

备相连，可分为监控级系统和管理级系统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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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监控级系统就是指对现场设备直接进行数据 

采集和控制输出的灯光站计算机系统。而在灯光 

站监控级系统之上，塔台和维护中心通过以太网与 

监控级系统进行通信，实现数据管理和控制功能， 

则属于管理级系统。 

图1 监控系统结构图 

在一般的监控系统中，工作冗余和后备冗余， 

是人们所习惯采用的两种冗余方式，其也可称为 

“热备用”和“冷备用”。操作站中工作冗余方式的 

选择，可以根据对现场设备的不同，选择的侧重点 

亦可有所不同。可以采取 1：1冗余，也可以采取Ⅳ 

：1冗余。虽然冗余方式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采 

用的无扰动自动切换方式，以保障系统的稳危I生。 

在对机场建设的经济性和实用性的进行综合 

可行性分析后，本文所介绍的恒流调光器选择的是 

四主一备的工作冗余方式，其结构框图如图2所示。 

通过切换柜的切换可对主备机间进行合理的配置， 

这样在节约投资成本的同时，又能进一步提升机场 

助航灯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在已配置好的主调光 

器中，若其中任意一台发生故障，切换柜将会立即 

发生动作，将故障主调光器所带的负载自动切换到 

备用调光器上，并运行与其相同的光级，由此可实 

现对主调光器的实时跟踪。此时，切换柜的主要功 

能就是对主调光器进行监视，监视其工作状态是否 

运行在正常状态。一旦出现故障，切换柜立即启 

动。而且，切换柜通过总线还可与上位机监控系统 

连接，能将切换前后的相关信息实时反馈给上位机 

监控系统，同时还可执行上位机监控系统的命令。 

2 组态王与下位机通讯 

基于组态王的助航灯光监控系统具有可靠、独 

因[] [] [] 

图2 调光器冗余方式结构图 

立和先进的系统结构，是塔台监控人员、灯光站运 

行、维护人员以及机场信息中心人员用以监视和控 

制整个助航灯光系统的工具和人机界面。任一单 

独、局部元件或设备的故障不能影响到系统其它部 

分的运行。系统在运行维护人员的相关指令下能 

对机场助航灯光系统、单灯监视系统和高低压供配 

电系统等实现集中监视、控制和自动生成系统相应 

的数据报表，能进一步满足对机场助航灯光的运行 

管理，从而为飞机的安全起降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同时能通过实时自我监视来检测、记录和报告在运 

行时系统控制部件、灯光控制设备及灯光回路中出 

现的故障和操作全过程，并生成日志。灯光站计算 

机监控系统主界面如图3所示。 

图3 灯光站计算机监控系统主界面 

在主界面上点击调光器按钮可以切换到调光 

器监控界面，点击切换柜按钮可以切换到切换柜监 

控界面，对每组调光器的工作状态进行实时跟踪和 

控制是其主要功能。当主调光器4台中的任意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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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故障时，监控画面中右侧会立即显示出相应的 

切换命令信息，4台调光器的实时工作状态由监控 

界面中的4个指示灯显示，当工作正常时显示为绿 

色，若故障或是进行手动切换后显示为红色。任何 
一 台发生切换后会产生报警闪烁，并有声音报警， 

提示工作人员进行监控系统维护，同时，在监控界 

面中显示切换状态，当切换发生后，上位机可以通 

过遥控操作切换柜来控制备机的开关机以及光级 

的设定等。切换柜监控界面示意图如图4所示。 

图4 切换柜监控界 面不意 图 

本设计中切换柜所采用的核心控制器是西门 

子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PI协议 

(又称点对点的通讯协议)，作为s7—200系列 PLC 

的专用通讯协议，也是西门子 PLC所默认的通讯协 

议，而组态王与调光器之间的通讯协议为 MODBUS 

通讯协议，考虑到整个监控系统的简单统一性，组 

态王与切换柜之间的通讯协议也采用 MODBUS，然 

而此时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由于西门子 PLC的通讯协议默认为 PPI 

协议，所以当改用 MODBUS通讯协议时首先需要根 

据调光器设定的通讯参数将 MODBUS通讯协议驱 

动写入 PLC，并配置好基本的通讯参数。在本设计 

中所采用的波特率：19 200；数据位长度：8；停止位 

长度：1；奇偶校验位：无校验；设备地址设置为 63。 

第二，在采用 PPI通讯协议的情况下，做配置和 

连接时，在组态王中可以使用 I、Q和 M寄存器，然 

而在改为使用 MODBUS通讯协议后，M寄存器在组 

态王中是不能使用的，只能使用 V寄存器来代替M 

寄存器，此时，就必须进行地址变换，换算式为：组 

态王中(寄存器的 dd号 一1)乘以 2即可得到 PLC 

中的寄存器 V的偏移地址。例如，在组态王中对应 

PLC的寄存器地址是 40031：VW1060(组态王中寄 

存器4表示SHORT型变量)，因为在PLC程序中均 

是数字量控制，有效控制均为位类型的，所以 PLC 

中的 V1061．0在组态王寄存器中的地址为40031。 

3 监控系统的双机热备功能 J 

监控系统所具备的双机热备功能，其构造思想 

是主机和从机通过 TCP／IP网络连接，正常情况下 

主机处于工作状态，从机处于监视状态，一旦从机 

发现主机异常，从机将会在短时间内替代主机以继 

续工作，保证任务的不中断，从而完全实现主机所 

具备的功能。这样即便是发生了事故，系统也能保 

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数据库、报警信息和历史数据 

等，进一步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 

组态王通过定义系统变量——“$双机热备状 

态”的方式来表征主(从)机的运行状态。在主机 

上，该变量的值为正数；在从机上，该变量的值为负 

数。在主机的组态王工程中，可通过变量“$双机 

热备状态”对主机和从机进行量化监控。变量“$ 

双机热备状态”有以下几种状态： 

(1)$双机热备状态=1，表示主机状态正常。 

(2)$双机热备状态 =2，表示主机状态异常， 

主机将停止工作，并不再响应从机的查询。 

(3)$双机热备状态=一1，表示从机检测到主 

机状态正常。 

(4)$双机热备状态 =一2，表示从机检测到主 

机状态异常，主机工作异常，从机代替主机成为 

主站。 

双机热备主要是对实时数据、报警信息和变量 

历史记录等信息的热备。主(从)机都正常工作时， 

主机从设备采集数据，并产生报警和事件信息。从 

机通过网络从主机获取实时数据和报警信息，而不 

会从设备读取或自己产生报警信息。主(从)机都 

各 自记录变量历史数据。同时，从机通过网络监听 

主机，从机与主机之间的监听采取请求与应答的方 

式，从机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向主机发出请求，主机 

应答表示工作正常，主机若没有作出应答，从机将 



科 学 技 术 与 工 程 12卷 

切断与主机的网络数据传输，转入活动状态，改由 

下位设备获取数据，并产生报警和事件信息。此 

后，从机还会定时监听主机状态，一旦主机恢复，就 

切换到热备状态。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热备。 

当主机正常运行，从机后启动时，主机先将实 

时数据和当前报警缓冲区中的报警和事件信息发 

送到从机上，完成实时数据的热备份。然后主(从) 

机同步，暂停变量历史数据记录，从机从主机上将 

所缺的历史记录文件通过网络拷贝到本地，完成历 

史数据的热备份。这时可以在主(从)机组态王信 

息窗中看到提示信息“开始备份历史数据”和“停止 

备份历史数据”。历史数据文件备份完成后，主 

(从)机转入正常工作状态。 

当从机正常运行，主机后启动时，从机先将实 

时数据和当前报警缓冲区中的报警和事件信息发 

送到主机上，完成实时数据的热备份。然后主(从) 

机同步，暂停变量历史数据记录，主机从从机上将 

所缺的历史记录文件通过网络拷贝到本地，完成历 

史数据的热备份。这时也可以在主(从)机的组态 

王信息窗中看到提示信息“开始备份历史数据”和 

“停止备份历史数据”。历史数据文件备份完成后， 

主(从)机转入正常工作状态。 

4 监控系统的网络功能 

分布在企业局域网络中的不同的组态王与组 

态王之间的访问可以通过现场总线实现，从而实现 

数据间的共享。网络数据访问方式包括： 

网络站点：通过在客户端上定义服务器站点的 

方式，设置网络站点设备，在客户端上定义变量可 

与该网络站点的变量进行连接，进而对数据进行实 

时访问。 

远程站点：直接使用组态王的网络功能直接引 

用远程站点上的变量，无须在客户端定义上变量。 

网络 OPC：利用组态王的网路 OPC功能直接实 

现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进行数据通讯 。 

在本设计中采用远程站点方式对网络数据进 

行访问。远程站点方式是使用组态王的网络共享 

功能直接进行远程站点上变量的相互引用，无需在 

客户端上重新定义变量。此联网方式的特点如下： 

(1)软件间可以相互访问得到实时信息。 

(2)此种方法需要网络间的文件夹完全共享， 

对网络的安全性要求较高，一般只使用于企业的设 

备网络。 

(3)无需在客户端上定义变量，直接引用服务 

器上的组态王变量，系统的点数不会额外增加 。 

但需要注意的是，报警和历史数据等信息只能从相 

应的服务器上获得。 

采用远程站点方式的网络结构是一种柔性结 

构，多个服务器可以共享整个应用程序，从而可以 

实现将远程站点的变量引用到本地使用的功能，这 

样可以更好的在提高项目的整体容量结构的同时 

并进一步改善系统的性能。服务器在分配时可以 

根据实际课题中物理设备结构或需要实现不同的 

功能而设置，用户可以根据系统需要设立专门的服 

务器以供正常使用，如登录服务器、IO服务器、历史 

数据服务器以及报警服务器等。 

在本文中，监控机在配置时同样采用冗余配置 

的方式，并且在网络中配置远程站点。在网络配置 

时首先需要对远程站点进行配置。在登人远程站 

点上的工程浏览器后，打开“网络配置”，选择“连网 

模式”，可以选择输入本机的计算机名称或 IP地址 

作为主机节点名。选中“使用双机热备”，设置本站 

为主站，输入从站点的站点名和设置从站历史库路 

径，其他网络参数使用默认值。在配置网络参数之 

后，依次预先配置节点类型和客户配置，但是节点 

类型和客户配置在完成网络中主备机的配置之后 

需要重新配置，这样才能更完善整个网络配置，为 

分配好网络中的登录、报警、历史记录、校时以及 !／ 

0数据等服务器作好准备。 

第二步关于主机网络参数的设置。在主机的 

工程浏览器上选择“站点”，进入站点管理界面。在 

节点名称列表区域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 

选择“新建远程站点”，此时会弹出“远程节点”对话 

框。单击对话框上的“读取节点配置”，选择远程工 

程路径，在网络中选择共享的工程文件夹后，单击 

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此时，远程站点上配置的 

工程信息已被读取到了“远程节点”对话框中。 

新远程站点一旦成功建立，就可以进一步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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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网络类型进行配置。选择主机工程管理器上 

的“系统”，双击“网络配置”项，可对节点类型和客 

户进行配置，在选中“客户”选项后，报警和历史记 

录服务器列表从不能选择变为有效可选，而且在这 

两个列表中列出了当前工程中添加的作为报警服 

务器和历史记录服务器的站点名称。 

第三步备机网络参数的配置。备机的配置基 

本和主机的配置过程一样，不同的是区分好主备机 

即可。 

第四步根据实际的各类服务器的分配设置完 

善远程站点。 

这样就基本完成了一个网络配置，在运行时， 

远程站点可以通过网络读取主机的监控信息。网 

络精灵是组态王与组态王之间通过总线进行通讯 

常用的工具，数据的接收与发送都可以借助该软件 

实现。在网络工程中，站点与站点之间通讯的监 

测，用户可以使用网络精灵来查看结果是否偏离预 

期目标。工程一旦定义为“连网”模式，当系统启动 

后，网络精灵应用程序也将会 自行启动，从而对网 

络通讯运行状态进行监视。通过网络精灵可以看 

出网络服务是否正常，主备机工作状态等以及客户 

和服务器的一些运行信息，如图5所示。 

摹 黼 鞲曼 黛 i婴 

i 髓 ￡睦毫# 撩 《辩 { 

率站惑偿慧 l 蘸势端 } 窿芦嘲 l 
$ l懿 i妫 i 1∞ 

繁豁$}斋 烈触 

镏 兜醴 固 

蠢簿爨熊离蘸 @ 

蠛瓣羲酝辨 

秘涟擅糯舞舔 镪疆 

跫遴攘譬 辩 0 

露黎麟}囊擘 生魏 

攀 @ 

嚣 192 168,1 10l 
■ 

F 

图5 网络精灵 

5 结束语 

随着航空业的迅猛发展，飞机的性能也在不断 

地攀升，机场安装使用助航灯监控系统的趋势不可 

阻挡，研发相应的助航灯监控系统作为当前民航界 

研究的热点之一，受到了众多专家和企业的青睐。 

机场工程建设越来越复杂，要求助航灯监控系统具 

有控制精密的特性以及具备对助航灯设备的详细 

监视，已成为其最为重要的一个基本要求。助航灯 

监控系统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灯光系统可靠性，节约 

了人力资源和大量的电力资源，缩短了故障处理时 

间，增强了机场地面保障能力，进而能减少恶性事 

故的发生，对保证飞行安全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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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n M onitoring System of 

Navigational Lights Based on KingView 

ZHANG Xiao—pei 

(School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Dalian 116028，P．R．China) 

[Abstract] Navigational lights monitoring syste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safety of the aircraft taking off and 

landing．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as the current civil aviation that how to improve the airfield 

lighting system performance in effectively．A monitoring system of navigational lights based on KingView is intro— 

duced．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onitoring system as the main components of dimmer and 

switch cabinet，and also includ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KingView and the lower computer，and the hot 

standby functions and network functions of the KingView．Finally，the prospect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nitoring 

in airport light station is discussed． 

[Key words] navigational lights KingView dimmer hot standby network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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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st and Analysis of Pass by Noise 

； ) 

Source on a Heavy-duty Vehicle 

FENG Gao．shan ，LONG Yu．hong ， ’。， 
， SHI Tie．1in 

(Dongfeng Liuzhou Automobile Co．，Ltd．，Technology Center ，Liuzhou 545006，P．R．China； 

School of Mechanical＆ Electrical Engineering，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P．R．China； 

School of Mechan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Wuhan 430074，P．R．China) 

[Abstract]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of noise source is a basic guarantee on the effect of reducing noise．To control 

of passing by noise of a heavy truck，pass by noise of a heavy truck was first tested and abnormal noises were spec— 

trally analyzed with signal analysis．Its aim is to find the noise sources，and it provides the basis and direction of 

the improvement design．Simultaneously，by testing and analysis the noise and vibration of key parts oil a heavy—du— 

ty vehicles，it was found the main frequency components of the left—bottom plane of gearbox radiating noise is the 

same as the peak frequency of pass by noise，and it uhimately determined the transmission for a vehicle is the main 

noise source of pass by noise．The value of pass by noise on the vehicle is below the GB limit by replacing the gear- 

box．The method was verified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noise sources vibration test pass by noise spectrum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