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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舱氧气装备供氧参数测试系统的研制 

臧 斌 ，肖华军，顾 昭，吴建兵 ，王桂友，文湘阳 

(航空医学研究所 ，北京 100142) 

[摘要】 目的：研制低压舱用飞机氧气设备供氧参数测试装置。方法：利用可编程控制器完成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处理 

分析，并通过上位计算机进行控制和信息显示。结果：该系统采用数字、模拟仪表、记录曲线等方式进行显示，记录曲 

线中的数值对应着日期和时间标记：所有数据都存储在计算机中，便于日后分析和处理。结论：KYCC一2007低压舱氧 

气装备供氧参数测试系统通过了技术检定。其测试功能和精度满足性能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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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Parameter M easuring System for Oxygen Supply Unit in LOw— 

pressure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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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ztivo To develop the measuring system used for the parameters of onboard oxygen supply equipment in the 

hypobaric chamber．M~hMs The programmable controller was applied to acquisition．processing and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the sensor．The host computer was used to accomplish control and information display．R嘲l The system could 

display the parameters through digita1．simulating meters．and recording curve．The numerical value in the recording curve 

was marked by the date and time．All data were saved in the computer for futural analysis and procession．C伽lcl瑚 rrhe 

measurement system of oxygen supply parameters can satisfy the desired requirements for the performance and precision． 

【Chinese Medical Equipment Journal。2009，30(1)：31-33】 

Key words oxygen supply parameter；measuring；PLC；acquisition frequency． 

1 引言 

低压舱是用来模拟高空飞行低气压环境的大型装备 ， 

是航空生 理研究 、训练 、体格检 查 以及机 上氧气装备 性能鉴 

定试验 的特殊 实验 平台_1】。在低压舱 中进行 飞机上氧气装备 

鉴定试验 时 ，低压舱 氧气装备供 氧参数测试 系统是 测量低 

压舱 的气压 高度 、氧气 面罩 内压 力 、服装 内压 力 、对抗 管 内 

压力、呼吸气流量、迅速减压峰值和迅速减压时间等参数的 

必备手段[2l。因此．研制低压舱氧气装备供氧参数测试系统 

是必要和重要 的。 

2 主要设计指标 

各参数的数据采集频率不低于 50个／s，其测量范围及 

精度如下 ： 

(1)真空高度 测量 范围为 0～35 km，测量精度 为：0—20 km 

时不大于 0．25％；20～35 km时不大于 2％。 

(2)面罩压力测量范围为 一2～20 kPa，测量精度为不大 

于 0．2％。 

(3)对 抗压力测 量范 围为 O～30 kPa，测 量精度为 不大于 

0．2％。 

(4)服装压力测量范用为 0～200 kPa，测量精度为不大 

于 0．25％。 

(5)呼 吸流 量测量 范 围为 0—250 L／min，测量 精度 为 不 

大于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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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 组成 及工作原理 

3．1 系统组成 

系统主要包括传感器部分、采集控制部分、显示部分 

等 。 

3．1．1 传 感器部分 

传感器部分主要包括气压高度 、面罩内压力、对抗管内 

压力 、服装 内压力和 呼吸气流量等传 感器。气压 高度 、面罩 

内压力 、对抗管内压力和服装内压力传感器均采用瑞士 

Keller的压力变送器 。其中 ，气 压高度传感器为 PAA一23S压 

力变送器．量程为 0～100 kPa；面罩内压力传感器为 PD一41 

系列差压变送器，量程为 一2～20 kPa}3I：对抗管 内压力传感 

器和服装内压力传感器为 PD一23系列差压变送器，量程分 

别为 0～30 kPa和 0—200 kPa[ I。呼吸气流量传感器为奈士德 

的 5886流量传感器，其量程为 0～250 L／min。 

3．1．2 采 集控 制部分 

采集控制部分采用 了可编程控制器 PLC技术 ．可 编程 

控制器 为德 国西 门子 公司 的 PLCS7—400，由 S7—400完成 现 

场设备数据 的采集 、处理分析并将数 据发往上 位控制计算 

机。同时接受上位控制计算机发来的控制指令，实现上位控 

制计算机对供氧参数的自动检测。可编程控制器主要由模 

拟量输 入／输 出模块 、数字量输 入／输 出模块 和 CPU控制单 

元等部件组成，如图 1所示。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SM331、SM332)用来将模拟信号 

转换成 S7—400内部处理用的数字信号或将 S7—400来的数 

字信号转换成过程要求的模拟信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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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321 SM322 SM323 

l6D1 24VDC 16D0*24VDC 8DI／8DO 

图 1 可编程控制器 PLCS7—400的主要组成部件 

数字 量输 入／输 出模 块 (SM321、SM322、SM322)用 来 将 

过 程送来 的外部数 字信号 电平转换成 S7—400内部信号 电 

平 ．或将 S7—400内部信号 电平 转换 成过程所要求的外部 信 

号电平 ，或将来 自过程的外部数字信号电平转换成 S7—400 

的内部信号电平，以及将 S7—400的内部信号电平转换成控 

制过程所必需的外部信号电平l 4I。 

CPU控制单元主要用来 实现数据的运算 、存贮 及通讯 

联系等功能。 

3．1．3 显示部分 

显 示部分 主要通 过上位 控制 计算机 利用 WINCC控 制 

软件实现采集信 息的适时显示 ，并绘制参数的变换曲线。 

3．2 工作原理 

系统 的原理方框 图如 图 2所示 。 

图 2 系统的原理框图 

3．2．1 数据采集原理及实施方法 

实验过程 中的所 有数据 ，PLC都存储 在指定 的区域内 。 

计算机以 500 ms为周期 ，定时读取 PLC存储区域内的数 

据，并且适时地将其显示在显示器屏幕上。 

但是．根据项 目要求，采集频率需要每秒钟获得不少于 

50个的采集值。本系统选用了西门子的高速采集模块．该模 

块能够达到每毫秒采集 1次，也就是每秒采集 1 000次的频 

率。上位机软件采用的是西门子的WINCC，该软件和PLC 

的通讯 能力是每秒读取 2次。 

为了解决 采集频率 不少 于 50次这一 问题 ，该 系统在 

PLC中建立了一 个每 500 ms能够存储 25个数据的数据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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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编写一段程序 ，能够实现每 20 Ills存储 一个 数据 。这 

样，在 500 ms内就能够存储 25个数据，实现了每秒采集 5O 

次的要求。具体编写方法是：每 20 ms将 25个数据全部赋 

值一遍，将 2号数据赋值给 1号数据 ，将 3号数据赋值给 2 

号数据，⋯⋯．将 24号数据赋值给 23号数据 ，将 25号数据 

赋值给24号数据，将此时的数据赋值给 25号数据。这段程 

序是 每 20 ms执行一次 ，周 期性执行 。 

由于 WINCC读取 PLC数据 的频 率是每 50o ms读取一 

次 ，也就是 正常情 况下 ，每 500 ms读 取 1个数据 。现在将 

500InS内的 25个数据打包于一个数据块．在 WINCC来读 

取 PLC数据时将这数据包读取到上位机。数据包到了上位 

机后 ，在 WINCC的脚本编辑器里编写程序 ．将压缩的数据 

包按 PLC的时间顺 序解开 ，在 曲线上按 20 Ills的时 间间隔 

将曲线显示出来。送到上位机 的数据 ，WINCC会将所有的数 

据存储在数据库内 ．可供 日后查阅 。 

3-2．2 面罩 内压力、服装 内压 力、对抗管 内压力和氧流量最 

大值及最小值的采集 

对 于面罩 内压 力 、服装 内压 力 、对抗管 内压力[51和氧流 

量l I的最大值及最小值的采集，是对系统读取到的数据进行 

适时处理的，每 l ms都要对面罩内压力、服装内压力、对抗 

管 内压 力及 氧流量 的最 大值和最 小值进行 1次新 的处理 ， 

也就是处理频率为 1 000次／s 

数据 的处理 是适时 的 ，也就是 每 1 ms处 理 1次。鉴于 

上位计算 机和 PLC的通讯频率 为 2次，s。故将面罩 内压力 、 

服装内压力、对抗管内压力及氧流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以 

及 在爆 破实验过程 中的所有参数进行数据包处 理 ，在 

WINCC读取数据时，将他们和前面的数据包一并读取到上 

位机 。 

3_2_3 迅速减压参数叼的采集 

将爆破过程分为 3个阶段 ：0阶段 ，I阶段 ，Ⅱ阶段 。爆破 

实验前 被认 定处于 0阶段 。在爆破一 开始也就是高度 的增 

加以每毫秒超过 100 m时被认定进入了 I阶段。当高度增加 

到最大值时被认定过程进入了 II阶段。在爆破刚开始的时 

候就开始计时，当到达 5 S的时候 ，被认定 II阶段结束 ，又 

回到了0阶段。通过这样一个划分，将有利于数据的分析处 

理 。所有的数据处理 中，最为关键 的数据 是起 爆高度 、平衡 

高度及爆破 时间 

(1)起爆高度：就是取被认定爆破开始时的高度值。 

(2)平衡高度：在爆破过程中，程序会将 I阶段中的所有 

数据全部存储在一个固定的区域 ，也就是爆破过程中从最小 

值到最大值 ：在 II阶段结束 时取 高度值 ，这个 值就是从爆破 

开始后 5 S的高度值。该值被认定为爆破平衡值。在取到爆破 

平衡值 后，拿它和已经存储 的爆破过程的数据进行 比较 ，取 

大小最为接近的一个数值，该数据被认定为平衡高度。 

(3)迅速减压时间：找到起爆高度和平衡高度就可以计 

算爆破时间了。程序会将 I阶段中的所有数据存储下来 ，在 

存储的过程中会给每个数据加按时间先后顺序的编号。找 

到平衡高度后．取出它的编号 ，它代表的意思是从起爆高度 

开始，它是之后的第几个数据。由于这些数据的读取周期为 

20 ms，所以相邻两个数据的实际间隔为 20 ms。用平衡高度 

的编号乘以20ms就是爆破时间。 

3．2．4 采集数据的记录及 曲线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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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 所 有 的 实 验 数 据 

(不包括运算后的数据)都是 

按 500 ms为周 期 ．定 时存储 

在计算 机硬盘上 指定 的位置 

的。存储的数据都是按曲线 

方式[8]存储的，如图 3所示。 

调用历史 数据时 ．可 通过调 

用曲线进行查看。 

4 系统性 能 

4。1 较完整的功能 

KYCC一2007氧 气 装 备 

供氧参数测试系统有 3套面 

罩内压力 、对抗管 内压力 、服 

装内压力和氧流量传感器． 

可同时完成 3套 系统 的参数 

检测。测试数据 以数 字 、模 拟 

仪 表 、记录 曲线 等方式进行 

显示 。记录 曲线 中的数值对 

应着 日期和时间标记。所有 

数据都存储在计算机中，便 

于日后分析和处理。 

4．2 友好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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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使用图形界面显示 ．界面设置合理 ．数据显示直 

观 ；在界面 下方有相应 的操作转换 按钮 ，所有 的操 作简单且 

直观，不需要计算机的专业知识。 

4．3 有较高的测试精 度和可靠性 

该系统在 国家一级 检定单位—— 运载火 箭研究 中心第 

102所 进行 了技术 性 能 检 定 。检 定 结果 满 足 技 术协 议 中 

0．2O％～0．25％的技术要求 。 

当分别用 3套面罩内压力(呼吸阻力 )、对抗管内压力 

和服装内压力传感器对同一测试对象进行参数测量时 ，3套 

系统的测试数据基本一致 。在不 同的时间再进行测量时 ，具 

有较好 的重复性 。 

图 3 采集数据的记录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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