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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工科的快速发展,高校的课程改革逐渐提上日程。PLC作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
一门核心专业课,应从企业实际需求以及学生能力提升等角度入手,通过积极的实践培养学生的团队协
作精神以及创新能力。本文以任务驱动教学为导向,不仅降低教学的难度,而且通过实践加深了学生对理
论知识的掌握,实现了新工科教育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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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PLC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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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engineering, curriculum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gradually put on the agenda. As a core professional cours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PLC should
start from the actual needs of enterprises and students' ability to improve, and cultivate students' teamwork spirit
and innovation ability through active practice. This paper takes task-driven teaching as the guidance, which not
only reduces the difficulty of teaching, but also deepens students' mastery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through
practice and realizes the explor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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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为后续实验奠定良好的基础。针对这
门课的特点,适当提高实验成绩在总成
绩中的比例,并分别从实验流程、实验结
果、总结汇报以及问题回答四个环节进
行综合打分,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 具体实验案例
本实验采用S7-200进行实验,基于课
程教学大纲的要求,采用典型的“上位机
-PLC-被控对象”结构完成数据的采集与
处理。实验中的被控对象是2台交流异步
电动机,编程软件采用STEP 7-Micro/WIN,
仿真软件采用S7_200模型运行1.1汉化
版。由于仿真软件基本和实物功能完全
一致,大大缩减了前期的程序运行与调
试,在仿真平台完成实验以后再实际进
行接线并调试异步电动机。

图 2 电动机 MA1 正传仿真图

图 3 电动机 MA2 延时运转仿真图
2.1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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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PLC控制流程梯形图

2.2实验流程

QA3,其中正向起动按钮为SB1,反向起动

首先打开编程软件,确定输入信号

按钮为SB2、停止按钮为SB0。具体流程

以及输出信号,并分配I/O端子,其中输

如下：当按下SB1按钮,电动机MA1开始正

入如下：I0.0(SB0按钮)(→M0.0),I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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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1按钮)(→Q0.1),I0.2(SB2按钮)(→
Q0.4)；输出如下：M0.0(三台电机停
止),Q0.1(MA1正转)(←I0.0),Q0.4(MA1
反转)(←I0.1),Q0.2(MA2电机)(←T37
←I0.1),Q0.3(MA3电机)(←T38←I0.2)。
在端子功能分配以后,画出实现2台电动
机控制的梯形图程序,如图1所示。
为了验证梯形图是否正确,我们需
要将程序编译并下载,然后导入到仿真
软件进行调试。当按下SB1按钮时,电机1
开始正传,实际仿真图中用MA1表示,仿
真效果如图2所示。在程序设计中,经过
45秒以后电动机MA2开始工作,电动机
MA3处于停止状态,仿真效果如图3所示。
在确认无误以后,接着我们让学生
按下SB2按钮,电动机MA1开始反向工作,
仿真效果如图4所示。经过30秒以后,电
动机MA3开始工作,电动机MA2停止工作。
最后,我们需要设置验证停止按钮
是否有效,也就是SB0按钮,当按下时,电

图 4 电动机 MA1 反向运转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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