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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在煮茧过程中能实现茧腔不含水、茧层饱和含水的吐水工艺的自动控制方法,通过PLC自动控

制实现减压自动煮茧机吐水工艺的温度和时间可调控,在吐水过程中给予一定能量,弱化丝胶胶着力,有助于丝条有序离

解。通过负压和蒸汽吐水获得茧腔不含水、茧层饱和含水的蚕茧,洁净成绩提高0.8分以上,解舒率提高1-3个百分点,

缫折降低5kg以上,万吊降低0.6次/万 m以上,生丝生产质量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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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茧在制丝工业生产过程中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

序,一直备受缫丝从业者的高度重视。煮茧程度的好

坏,将直接关系到缫丝生产产量、原料消耗及缫丝工的

劳动强度[1]。传统煮茧一般采用真空渗透机和长笼煮

茧机,通过机外真空渗透使茧腔充满水,之后进入长笼

煮茧机进行温差吐水和蒸煮。温差吐水需要较高的温

差才能有较好的吐水效果,温差越大需要的时间也越

长,但长笼煮茧机由于结构限制,不能提供较长的吐水

时间,因此茧腔吐水不完全,后续无法均匀煮熟茧层。
另一方面丝胶溶失率随水温的升高而增加,当水温升

到80℃以上时,丝胶溶解率急剧上升,在一定高温下

丝胶溶失加快[2]。因此传统煮茧一般吐水不完全,且
在吐水过程中伴有丝胶溶解,影响了后续的蒸煮效果

及产品质量。
在煮茧过程中,温度控制对于缫丝成绩及损耗影

响非常大[3],长笼煮茧机煮茧过程的温度控制全靠手

动阀门调节,煮茧温度不可控,吐水温度更加无法保

证,影响了煮茧效果及后续的缫丝成绩。
减压自动煮茧机是四川省丝绸科学研究院研制生

产的一款全封闭自动化煮茧机,在PLC自动控制下,
其吐水过程实现了吐水时间可调、吐水温度可控、吐水

效果明显且避免了吐水过程中的丝胶过度溶失,为后

续煮茧提供了茧腔不含水、茧层含水率较高的待蒸煮

茧,并为提高煮茧质量奠定了基础。本文将着重阐述

减压自动煮茧机茧腔不含水、茧层饱和含水的茧腔吐

水过程的自动控制。

1 减压自动煮茧机结构

减压自动煮茧机由自动控制系统、工艺处理系统、
水气真空复合系统3部分组成。自动控制系统由PLC
控制器、人机界面、监测装置及执行机构组成。工艺处

理系统包含主罐和辅罐。水气真空复合系统包括高温

水箱、低温水箱、冷水箱、水气管路、水泵、罗茨泵、电磁

阀等。在自动控制系统控制下,水气真空复合系统开

始运行,在工艺处理系统内形成了负压状态下的“渗
透、吐水、蒸煮、调整、保护”环境,蚕茧在工艺处理系统

内完成上述“五步”工艺路线。煮茧机结构如图1所

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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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煮茧机结构

2 减压自动煮茧机吐水过程

茧子的渗透就是为了水分子能浸润到茧层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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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及茧丝的各个胶着点[5],确保茧丝胶着点处有水

分存在,从而保证煮熟过程中丝胶膨化均匀。茧的吐

水实际上起了逆渗透的作用,对茧丝间胶着点的离解,
内外层均一煮熟,都起到积极的作用[6]。减压自动煮

茧机采用真空渗透使茧腔充满水,然后利用负压和蒸

汽双向作用使茧腔吐水,这种方法提高了吐水的效率,
保证了茧腔完全吐水。吐水过程中蒸汽进入茧层,茧
层含水率提高,丝胶易膨润,降低和均衡了丝胶胶着

力,利于丝条有序离解,提高解舒、洁净和抱合成绩。
减压自动煮茧机工艺处理系统包括主罐和辅罐,

二者通过管道相连接。主罐有上、下两个接口用于水

汽循环。在吐水过程中,采用主罐下抽真空,上进蒸汽

的方法使茧腔吐水。在负压状态下,利用主罐和辅罐

间的压差,使茧腔吐出的水转移到辅罐,待后续工艺环

境为常压时,排放辅罐内废水。
真空渗透时温度较低,可防止茧层丝胶过早膨化

和茧层毛细孔的阻塞,使茧层形状得到保护,不易发生

瘪茧而损伤茧丝;且茧腔吸入水以后,茧腔内蛹酸的浸

出量少,溶液的酸碱度变化得到控制,更有利于水分子

均匀渗透到茧层各部位[7]。因此,减压自动煮茧机在

渗透过程中,渗透用水一般在40℃以下。但在吐水过

程中为使丝条顺利离解,需要通过蒸汽给予茧层一定

的能量使丝胶膨润,减少胶着力,为蒸煮工艺做好茧层

预热。具体能量的多少则根据原料茧茧质的情况来确

定。一般解舒率较好的蚕茧需要的能量相对少些,解
舒较差的蚕茧需要的能量则多一些。为此,减压自动

煮茧机程序设计在吐水过程中以时间和温度作为工艺

条件进行编程,实现了吐水过程的时间、温度可调控。

3 吐水过程的自动控制实现

3.1 设计方案和控制要求

主程序设计采用时序控制为主线,整个煮茧过程

分为36个时段,吐水过程设计了3个时段,即 T11-
T13。吐水时段在时序控制基础上,加入了相应的温度

控制程序,保证了吐水过程时间可调和温度可控。T11
时段为主罐上进蒸汽、下抽真空,并设计了温度跳转;

T12时段为上进蒸汽、下抽真空;T13时段设计了上

进蒸汽、下抽真空及温度跳转。
这样的组合搭配,使吐水过程能适应更多的茧质

变化及工厂蒸汽气压变化。例如,遇到解舒较好的茧

子我们可以采用T11-T12时段,将T13时间设置为0,

此工艺T11的跳转温度可设定在64~70℃之间。解

舒较差的茧子吐水时可设定T13的时间和温度,温度

范围为68~75℃。在吐水过程中,吐水温度设置在80
℃以下,避免吐水过程中产生丝胶溶失。针对蒸汽气

压变化大的企业,T12的设计避免了蒸汽暴增,瞬间达

到吐水设定温度而使程序进入蒸煮阶段,这种状况茧

腔并没有完成吐水就直接进入蒸煮,将影响到后续的

煮茧。T12的设定时间可根据气压情况来确定,气压

平稳的企业,可设置为0。

3.2 控制系统硬件设计

3.2.1 硬件组成

减压自动煮茧机自动控制系统由人机界面、PLC
控制器、执行机构及监测装置等组成[4],如图2所示。

人机界面 监测装置

PLC控制器

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 ……

图2 控制系统结构

PLC控 制 器 选 用 FX2N 系 列,模 拟 量 模 块 为

FX2N-4AD-PT,人机界面为 MD204L文本显示器,监
测装置为行程开关、PT100温度探头等,执行机构包括

电磁阀、电机、水泵、水环泵、罗茨泵等。

3.2.2 I/O分配

本文仅介绍吐水过程的控制,因此I/O分配只列

举了有关吐水过程的部分。

FX2N-48MR主板分别有24个输入端(X)和24
个输出端(Y),用八进制进行编码命名,具体为输入端

X0-X7,X10-X17,X20-X27;输出端 Y0-Y7,Y10-Y17,

Y20-Y27。其中,输入端X0、X4分别分配给启动和急

停按钮。输出端Y4~Y10分别分配给水泵2、水环泵、
罗茨泵、主辅连通阀、上进蒸汽阀,输入输出分配表如

表1所示。
表1 输入输出分配表

输入端 输出端

X0 启动按钮 Y4 水泵2
X4 急停 Y5 水环泵

Y6 罗茨泵

Y7 主辅连通电磁阀

Y10 上进蒸汽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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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硬件接线图

在主罐内设计安装了2个PT100温度传感器,用
于监测主罐内温度。分别连接在模拟量模块FX2N-
4AD-PT的CH1和CH2接口上。MD204L文本显示

器通过通讯电缆连接在PLC控制器上。与吐水相关

的水泵2、水环泵、罗茨泵、主辅连通电磁阀、上进蒸汽

电磁阀、分别接在PLC输出端的Y4、Y5、Y6、Y7、Y10
上。输入端只做了“启动”和“急停”的接线,分别接在

X0和X4输入端上,为保证安全X4以闭环方式连接,
当按下急停按钮,电路断开,实现急停安全保护,具体

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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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接线图

3.3 吐水过程软件设计

人机界面采用 MD204L文本显示器,与吐水有关

的数据变量见表2,其中,S代表状态寄存器,D代表数

据寄存器,M代表中间变量寄存器。
表2 数据变量表

变 量 用 途 变 量 用 途

S511 T11状态寄存器 D411 T11设定温度

S512 T12状态寄存器 D413 T13设定温度

S513 T13状态寄存器 M48 T11温度跳转中继

D513 探头1测定温度 M49 T11温度跳转中继

D514 探头2测定温度 M50 T13温度跳转中继

M51 T13温度跳转中继

  以步进梯形图指令进行顺序控制编程,吐水时段

对应的状态寄存器为 S511、S512、S513。吐水时段

T11温度设定值对应的数据寄存器是D411,T13对应

的是D413。在T11时段,当主罐内探头1、探头2监测

到的D513、D514温度值大于或等于D411设定值时,
时序进入到 T12时段,T12继续给予负压和蒸汽。

T12时间到,进入T13,继续上进蒸汽、下抽真空并设

计温度跳转。其中T11和T13对应的温度跳转中继

为 M48、M49、M50、M51。
文本显示器监视页面和温度设定界面设计见图4。

图4 界面设计图

吐水过程涉及到时序和温度控制,主程序采用

(STL/RET)步进指令,具体时序和温度跳转部分梯形

图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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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效果

减压自动煮茧机吐水过程在PLC控制下实现了

吐水时间可调和吐水温度可控,负压吐水与蒸汽吐水

相结合,最直观的效果是使得茧腔完全吐水和茧层饱

和含水,吐水效果明显,见图6。

图6 茧腔吐水

为了验证不同吐水工艺对煮茧质量和缫丝成绩的

影响,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对同种原料做了3组

不同吐水条件的煮茧生产试验。具体吐水条件:第1
组茧腔不吐水;第二组负压吐水;第3组负压吐水和蒸

汽吐水。试验结果见表3。
表3 试验数据表

项 目 1组 2组 3组

解舒率/% 65.32 64.08 67.31
万吊/(次/万m) 3.18 2.85 2.17
缫折/kg 301.72 302.12 296.23
洁净/分 92.90 93.32 94.13

  从表3可以看出,第3组生产成绩较前2组洁净

成绩提高0.8分以上,解舒率提高1~3个百分点,缫
折降低5kg以上,万吊降低0.6次/万 m以上,因此,
在吐水过程中,吐水完全且保证了一定的茧层含水率,
并在吐水过程中给予茧层一定的热量动能,有利于提

高生丝生产质量。

5 结语

通过PLC程序设计对减压自动煮茧机吐水过程

中的吐水时间、吐水温度进行调控,实现了茧腔不含

水、茧层饱和含水的吐水控制,为后续的优质煮茧奠定

了基础,生产试验表明,吐水完全并给予相应的蒸汽作

用有效提高了解舒率和洁净成绩,同时降低了万吊和

缫折。该减压自动煮茧机得到了使用厂家的肯定,并
已在全国11个省市的茧丝生产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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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ControlofWater-spittingProcessinNon-aqueousCocoonCavity
DUANChun-wen1,CHENXiang-ping1,*,SHENZhong-heng2,WANGJian-ping1,LIGang1,LIFan1

(1.SichuanAcademyofSilkSciences,Chengdu610031,China;

2.SichuanProvincialSilk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Chengdu610031,China)

  Abstract:Anautomaticcontrolmethodforwater-spittingprocessofnon-aqueouscocooncavityandsaturatedwater-bearingco-
coonshellduringcocooncookingwereintroduced.Thetemperatureandtimeofwater-spittingprocessofautomaticdecompressionco-
cooncookingmachinecouldbecontrolledbyPLCautomaticcontrol.Bygivingcertainenergyinwater-spittingprocessandweakening
thegummingforceofsericin,itwashelpfulfortheorderlydissociationofsilkstrips.Thesilkwormcocoonswithnon-aqueouscocoon
cavityandsaturatedwater-bearingcocoonshellwereobtainedthroughnegativepressureandsteamwater-spitting.Theneatnessper-
formancewasimprovedbymorethan0.8points,andthereelabilitypercentagewasincreasedby1~3percentagepoints.Thereeling
discountreducedmorethan5kg,andthefrequencyofrushinguponcocoonsper10000mreducedmorethan0.6.Thequalityofraw
silkwasimprovedobviously.

Keywords:cocooncooking;non-aqueouscocooncavity;automatic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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