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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道计算机温度采集系统的研究及应用
黎振华, 刘美红, 蒋业华, 周荣锋, 周 荣
(昆明理工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3)

摘要: 针对传统测温方法精度低、
数据处理繁琐等缺陷, 根据温度场数据采集的要求, 研制了采
样频率可达 40 kH z、采样误差 < 0. 2% 、
采集时间仅受计算机物理存储空间容量限制, 具有 W indow s图形界面的多通道温度场计算机采样系统. 系统应用于厚大断面球墨铸铁件凝固温度场的
测试, 准确记录了长达 12 000 s的凝固过程和温度分布, 为工艺设计和铸件质量控制提供了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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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search and App lication of Autom atic M ultichannel
T emperature Data A cquisition System
L I Zhen-hua, L IU Me-ihong, J IANG Ye-hua, ZHOU Rong-feng, ZHOU Rong
( F acutly ofM echanica l and E lectronic Eng ineer ing, K unm ing U n ive rsity o f Science and T echno logy, K unm ing 650093, Ch ina)

Abstract: Based on analogue- to- d ig ita l conversion techno lo gy and ob ject oriented program m ethod, a new autom atic mu ltichanne l data acqu is it io n system o f ISA bus in terface is developed. W ithout the lim itatio ns o f tradit io nal
in strum ents, such as low precisio n, lim ited m easurin g points and diff icu lty of data processing, this system prov ides
16 channe ls of m ax im um 40 kH z sam pling frequency to m on itor tem perature field. T he samp ling error of th e system
is less th an 0. 2% and the run tim e o f it is lim itless except deficient storage space o f com puter hard disk, wh ich
enables the system to autom atically record the tem perature field accurately in industrial condition for a long tim e.
Th is system is applied to test ing the so lid ificat ion process o f a heavy section duct ile iron castin g, w ith 12 000 s recorded and 72 000 precise temperatu re data obta in ed, w hich w ill be helpful for quality contro l of castings.
K ey w ord s: temprature fie ld; data acqu isition; solidification of cast ing; compu ter application

0引 言
冶金、
铸造、
热处理等行业中, 温度场的准确监测是制定合理生产工艺, 控制产品质量的基础. 以铸造行业为
例, 铸件温度场实时准确检测不仅是研究铸件凝固过程和凝固规律的有力手段, 也是制定合理铸件工艺, 获得合
格铸件的基础. 通过温度场的分布可以预测铸件中缺陷的产生及其部位, 并进而通过控制铸造工艺条件来控制
铸件的凝固过程, 以达到消除铸造缺陷、
改善铸件组织、
提高综合使用性能、
获得优质健全的铸件的目的. 此外,
[ 1]

在铸件凝固过程计算机模拟仿真研究中, 也需进行温度场实际测量, 以便校正模拟计算结果 .
传统的温度场检测通过多点自动平衡记录仪记录热电偶电势的变化来实现, 这一方法精度低、误差
大、
采样点少、
数据处理繁杂, 难以实现温度场的准确检测与实时记录

[ 2]

. 近年来, 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

发展迅速, 高速数值处理芯片与大容量数据存储器的出现为模拟信号的快速数值化处理和实时记录提供
了可能. 根据工业现场使用的要求, 使用微机和合适的模数转换接口卡, 研究准确敏捷、
稳定可靠的温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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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系统, 将热电偶等传感器反馈的模拟信号数值化处理后进行存储, 是温度场检测的必然发展趋势.

1 工况条件要求
1. 1 信号放大与抗干扰
温度场检测时采集的模拟信号是由热电偶反馈的毫伏级的电压信号, 在工业现场条件下往往还伴随
有各种交流干扰信号. 为了确保系统采集的数据的可靠性, 模拟信号在转化为数字信号前必须通过调理放
[ 3]
大和滤波, 提高信号幅值, 抑制高频噪声 .
1. 2 采样频率与数值处理精度
为了适应各种条件下瞬态温度场的快速变化, 系统应具备较高的采样频率和数据处理精度, 以准确及
时地反馈各种条件下温度场的变化规律.
1. 3 通用性
通用性有两方面的要求. 一方面, 系统的硬件部分应具有通用接口, 能方便地与通用计算机系统连接,
软件可以运行于通用的 W indow s操作系统平台. 另一方面, 不同条件下, 测量的温度范围往往不同, 为此,
温度场测试时通常会使用各种不同型号的热电偶. 温度采集系统应能适应 K、B、S、J等各种不同的常见热
电偶, 准确将其反馈的热电势转换成正确的温度值予以记录.
1. 4 存储能力与易用性
系统控制软件应能够准确及时地将采集到的模拟信号转变为对应的温度值以文件形式存入计算机硬
盘中, 除硬盘的容量空间外, 不应有其他限制, 以保证系统能够长时间实时记录温度场的变化. 此外, 控制
软件应基于 W in dow s操作平台进行开发, 提供友好的人机界面.
1. 5 数据可移植性
系统采集的温度场数据应能够方便地被第三方软件使用, 适应研究或生产过程中的数据处理与记录.
1. 6 成本与运行可靠性
国外的温度采集系统发展已经比较成熟, 日本 KEYENCE、
英国 SOLARTRON 等公司均提供商品化系
统, 但价格昂贵, 限制了应用. 另一方面, 通过选择合适的价格低廉的通用模 /数转换卡和调理放大卡, 构建
温度场采集系统并自行开发控制软件, 成本将大大下降. 此外, 工业现场环境恶劣, 系统应考虑一定的容错
能力, 确保测试结果的可靠性

[ 4]

.

2 硬件构成
根据以上的分析, 通过对常见的模数转换卡和调理放大板的比较, 选择 ADVANTECH PCL-818L 数据
采集卡和 PCLD-789D多路扩展放大板构成系统的硬件部分. 其中, PCLD-789D 多路扩展放大板用于热电
偶信号的调理放大和通道扩展, PCL 818L 用于将经过调理放大的热电偶电压信号数值化后供软件系统处
[ 5]
理. 它们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
2. 1 PCL 818L数据采集卡
PCL 818L数据采集卡通过 ISA 扩展槽与 IBM-PC 系列兼容机连接, 具备 12位 A /D转换能力, 转换时
间 25 s, 采样速率 40 kH z, 提供 16路单端或 8路差分模拟量输入, 输入通道增益可编程. 其通过 DB-37型
37针数据线与扩展放大板连接, 接收模拟信号, A /D转换方式可以通过程序触发、
定时器触发或者外部信
号触发来实现, 输入的信号范围可以通过软件在

10V,

5V,

2. 5V,

1. 25V,

0. 625 V间选择, 增益

为 1时, 系统最大误差不超过 0. 01% FSR 1 L SB. 此外, PCL 818 L 提供的免费 W indow s DLL 动态链接库
文件中包含各种热电电偶电势值与温度的对应关系表, 大大降低了二次开发应用的难度.
2. 2 PCLD-789D多路扩展放大板
PCLD-789D 多路扩展放大板板载 1, 10, 50, 100, 200, 1000等 5种增益供选择, 输出信号范围

10 V,

可以将 PCL818L 数据卡的每路差分模拟输入扩展为 16路差分输入通道, 通过 DB-37型 37针数据线将微
小信号放大后传送到数据采集卡, 方便测定多点温度值. 此外, 板内建冷断补偿电路, 提供的驱动程序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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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这一电路对不同热电偶进行软件补偿和线性化, 适应各种场合不同热电偶测温的要求. 每通道设置的
低通滤波电路能够较好地排除各种高频干扰信号, 适应各种工况条件.

3 软件系统
利用 ADVANTECH PCL-818L 数据采集卡和 PCLD-789D多路扩展放大板提供的驱动程序和 W indow s
DLL 动态连接库, 使用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 利用 V ISUAL C + + 开发了 W indow s平台下具有图形界面温
度采集系统控制软件, 其流程图如图 1所示. 软件充分考虑了使用方便性与运行的可靠性, 采样前可以通
过菜单设置采样频率和使用的热电偶种类, 采样时每一通道采集的温度值及对应的时刻均能及时记录到
以对应通道名命名的文本文件中, 图形界面实时显示温度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供操作者参考. 系统采样时
间理论上仅受计算机硬盘容量的限制, 即便采样过程中发生意外, 此前采集的数据也会永久保存在计算机
硬盘中. 图 2是系统在进行 16通道温度实时采集时的软件运行实时界面.

4 误差分析
对于研制的温度采集系统而言, 其误差来自以下两方面: 一是 A /D转换引起的量化误差, 二是热电势
与温度转换时的误差. 而对于实际的测温过程而言, 则还要考虑热电偶本身的误差以及工况条件下的各种
干扰产生的误差.
系统采用的 PCL-818L数据采集卡具备 12位 A /D 转换能力, 系统最大误差不超过 0. 01% FSR ( 满量
程)

1 LSB( 1个最低有效位 ), 当模拟量在 0~ 10V 范围 (热电偶电势值通过 PCLD - 789D 多路扩展放大

板放大后输出的信号值范围 )内时, 此值相当于 10 V
对误差为 3. 24 mV / 10V

12

0. 01% + 10 V /2 = 4 mV + 2. 44 mV = 3. 24 mV, 相

100% = 0. 0324% . 此外, 其板载输入阻抗为 10M , 提供的 W indow s DLL链接库

文件内建的热电势 - 温度值对照表具有较高的精度. 实验室条件下, 使用上海直流仪器厂 U J33 a型直流
电位差计对系统进行校核的结果表明, 对于 K、B、S、J等几种常用热电偶而言, 测定的温度与给定的标准
电势值对应的温度间的差值小于 0. 2% .
在实际测温过程中, 由于热电偶偶丝本身允许存在一定误差, 补偿导线屏蔽性能等也会影响温度测量的准
确性, 为了提高测温的可靠性, 应尽量选择选择精度高的热电偶和质量好的补偿导线. 而对于工况条件下其他各
种随机干扰信号, PCLD-789D多路扩展放大板每一通道均提供低通滤波电路, 能够有效地防止误差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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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 用
为考核研制的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在工业现场的使用可靠性, 同时研究厚大断面球墨铸铁凝固过程,
为厚大断面球墨铸铁件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使用研制的系统采集了 300 mm 500mm 树脂砂
型大型球墨铸铁圆柱形试块中各点的温度场变化情况.
试验使用石英管保护的 1. 0mm 的 N iC r- N iS i热电偶, 测温点分布如图 3所示, 采样频率 2H z, 整个
测温过程持续 3个多小时, 系统运行 稳定可靠, 共记录 3 个测温 点在 12 000 多秒内 的温度变 化, 储存
72 000多个温度值, 获得的铸件中各点的冷却曲线如图 4所示. 由图可见, 厚大断面球墨铸铁件凝固时间
漫长, 各点凝固结束时间差别不大, 测定的凝固温度曲线除准确反映了厚大断面球墨铸铁的糊状凝固特征
和凝固时间, 为工艺设计和铁水熔体质量控制提供了基础.

6结 论
1) 针对传统温度场采集方法的缺陷, 通过对温度场采集工况条件的分析, 选择合适的通用模数转换
卡和调理放大板, 研制成功成本低廉、
操作方便、
运行稳定可靠、
通用性好的多通道温度场数据采集系统并
开发了基于 W in dow s平台的图形界面控制软件.
2) 研制的多通道温度场数据采集系统可以针对不同工况条件设定热电偶种类和采样频率, 最大采样
速率可达 40 kH z, 对 16个测温点同时进行实时温度测量, 最快采样频率可以达到 40 kH z, 最长采样时间仅
受计算机物理存储空间限制, 实验室条件下采样误差小于 0. 2% , 工业现场具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
3) 研制的系统应用于厚大断面球墨铸铁件凝固温度场的测定, 连续采集时间超过 12 000 s, 记录的温
度值超过 72 000个, 准确测定了厚大断面球墨铸铁件的凝固温度场和凝固时间, 为工艺设计和铸件质量
控制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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