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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
(57)摘要
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属于铁路客车
司控器测试与检修技术领域，
该测试仪包括电源
模块、
功能转换电路、
方向手柄测试电路、
恒速手
柄测试电路、
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电路和编码器测
试电路；
电源模块与功能转换电路连接，
功能转
换电路分别与方向手柄测试电路、
恒速手柄测试
电路、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电路、编码器测试电路
连接。
本发明的司控器地面测试仪能够实现在车
辆检修回厂阶段以及维修完成之后，
对司控器进
行检测，及时发现故障点以便及时对其进行维
修。
该测试仪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
能够快速找到
故障点，
提供检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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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
其包括电源模块、功能转换电路、方向手柄测试电路、
恒速手柄测试电路、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电路和编码器测试电路；
电源模块与功能转换电路
连接，
功能转换电路分别与方向手柄测试电路、恒速手柄测试电路、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电
路、编码器测试电路连接；
电源模块通过功能转换电路选择接通上述测试电路中的一个电
路，
并为其供电 ；
方向手柄测试电路用于测试司控器的方向手柄是否存在功能故障，
恒速手
柄测试电路用于测试司控器的恒速手柄是否存在功能故障，
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电路用于测
试司控器的牵引制动手柄是否存在功能故障，
编码器测试电路用于测试司控器的编码器是
否存在功能故障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向手柄测试电 路的 测试过程是 ：将司控器手柄的
90XBLI1M插头与测试仪上的方向手柄测试插座相连，
点击MMI界面上的方向手柄检测按钮，
进入方向手柄测试界面，
之后点击界面上的开始按钮，
PLC的Q0 .1引脚得电 ，
为方向手柄测
试电路供电的继电器K2被激活，
方向手柄测试开始，
操作方向手柄至各个位置，
PLC的输入
点I0 .0～I0 .7接收到对应的反馈信号，
通过网络传输给MMI，
MMI上对应的8个变量将会显示
出不同的二进制值，
通过方向手柄在不同位置时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是否与方向手柄测
试表中的变量数值相符，
进而判断方向手柄功能是否存在故障。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过方向手柄在
不同位置时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是否与方向手柄测试表中的变量数值相符，
进而判断方
向手柄功能是否存在故障的方法是：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
数值一致，
则方向手柄功能无故障；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数
值不一致，
则方向手柄功能存在故障。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
其特征在于，
所述恒速手柄测试电
路的测试过程是：
将司控器手柄的90XBLV1M插头与测试仪上的恒速手柄测试插座相连，
点
击MMI界面上的恒速手柄检测按钮，
进入恒速手柄测试界面，
之后点击界面上的开始按钮，
PLC的Q0 .3引脚得电 ，
为恒速手柄测试电路供电的K3继电器被激活，
恒速手柄测试开始，
操
作恒速手柄至各个位置，
PLC的输入点I0 .0～I0 .7接收到对应的直流信号，
通过网络传输给
MMI，
MMI上对应的8个变量将会显示不同的二进制值，
通过恒速手柄在不同位置时MMI上显
示的变量数值是否与恒速手柄测试表中的变量数值相符，
进而判断恒速手柄功能是否存在
故障。
4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过恒速手柄在
不同位置时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是否与恒速手柄测试表中的变量数值相符，
进而判断恒
速手柄功能是否存在故障的方法是：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
数值一致，
则恒速手柄功能无故障；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数
值不一致，
则恒速手柄功能存在故障。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
其特征在于，
所述牵引制动手柄测
试电路的测试过程是：
将司控器手柄上的90XBMT1M插头与测试仪上的牵引制动手柄测试插
头相连接，
点击MMI界面上的牵引制动手柄检测按钮，
进入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界面，
之后点
击界面上的开始按钮，
PLC的Q0 .0引脚得电 ，
为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电路供电的继电器K1被激
活，
牵引制动手柄测试开始，
操作牵引制动手柄至各个位置，
PLC的输入点I0 .0～I1 .1接收
到对应的直流信号，
通过网络传输给MMI，
MMI上对应的10个变量将会显示不同的二进制值，
通过牵引制动手柄在不同位置时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是否与牵引制动手柄测试表中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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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值相符，
进而判断牵引制动手柄功能是否存在故障。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过牵引制动手
柄在不同位置时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是否与牵引制动手柄测试表中的变量数值相符，
进
而判断牵引制动手柄功能是否存在故障的方法是：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
应位置的变量数值一致，
则牵引制动手柄功能无故障；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
对应位置的变量数值不一致，
则牵引制动手柄功能存在故障。
7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
其特征在于，
所述编码器测试电路
的测试过程是：
将司控器手柄上的90XLCM插头与测试仪上的编码器测试插头相连接，
点击
MMI界面上的编码器检测按钮，
进入编码器测试界面，
之后点击界面上的开始按钮，
PLC的
Q0 .3引脚得电 ，
为编码器测试电路供电的继电器K4被激活，
编码器测试开始，
操作牵引制动
手柄至各个位置，
PLC的输入点I0 .0～I1 .0接收到对应的直流信号，
通过网络传输给MMI，
MMI上对应的9个变量将会显示不同的二进制值，
同时，
该二进制值会在PLC内部自动转化为
要求的十进制值并显示出来，
通过牵引制动手柄在不同位置时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是否
与编码器测试表中的变量数值相符，
进而判断编码器功能是否存在故障。
8 .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过牵引制动手
柄在不同位置时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是否与编码器测试表中的变量数值相符，
进而判断
编码器功能是否存在故障的方法是：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
数值一致，
则编码器功能无故障；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数值
不一致，
则编码器功能存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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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铁路客车司控器测试与检修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CRH5型车司控器
地面测试仪。
背景技术
[0002] CRH5型车司控器由牵引制动手柄、
恒速手柄、
方向手柄以及编码器等组成，
功能较
多，
机械和电气结构复杂。尤其是检修车辆时，
由于长期运行，
导致机械磨损以及电气绝缘
变劣，
时常出现问题，
影响车辆稳定运行。
目前，
没有一个专门仪器对其进行测试，
经常导致
维修后装车的司控器仍然存在故障，
影响车辆运行安全。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没有专门仪器对司控器进行检测，
导致维修后装车的司
控器仍然存在故障，
影响车辆运行安全的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一种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
测试仪。
[0004]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
其包括电源模块、功能转换电路、方向手柄测试电
路、
恒速手柄测试电路、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电路和编码器测试电路；
电源模块与功能转换电
路连接，
功能转换电路分别与方向手柄测试电路、
恒速手柄测试电路、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电
路、编码器测试电路连接；
电源模块通过功能转换电路选择接通上述测试电路中的一个电
路，
并为其供电 ；
方向手柄测试电路用于测试司控器的方向手柄是否存在功能故障，
恒速手
柄测试电路用于测试司控器的恒速手柄是否存在功能故障，
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电路用于测
试司控器的牵引制动手柄是否存在功能故障，
编码器测试电路用于测试司控器的编码器是
否存在功能故障。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该司控器地面测试仪能够实现在车辆检修回厂阶段以及维
修完成之后，
对司控器进行检测，
及时发现故障点以便及时对其进行维修。该测试仪结构简
单，
操作方便，
能够快速找到故障点，
提供检修效率。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本发明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0008] 图2是本发明中电源模块的电路原理示意图。
[0009] 图3是本发明中功能转换电路的原理示意图。
[0010] 图4是本发明中方向手柄测试电路的原理示意图。
[0011] 图5是本发明中恒速手柄测试电路的原理示意图。
[0012] 图6是本发明中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电路的原理示意图。
[0013] 图7是本发明中编码器测试电路的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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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5] 本发明的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
能够模拟车上司控器运行的环境，
为司控
器提供合适的电源；
利用PLC的控制及反馈功能，
通过软件编程，
实现对不同测试功能的切
换以及模拟量、
数字量的反馈；
利用MMI(人机界面)触摸显示屏，
实现良好的人机交互，
通过
PLC与MMI之间的网络连接实现对PLC的控制以及将PLC的反馈变量进行显示；
通过对MMI的
组态，
实现各个功能的触屏控制以及准确的显示测试结果。
[0016] 如图1所示，
本发明的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包括电源模块、功能转换电路、
方向手柄测试电路、
恒速手柄测试电路、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电路和编码器测试电路；
电源模
块与功能转换电路连接，
功能转换电路分别与方向手柄测试电路、
恒速手柄测试电路、
牵引
制动手柄测试电路、编码器测试电路连接；
电源模块通过功能转换电路选择接通上述测试
电路中的一个电路，
并为其供电 ；
方向手柄测试电路用于测试司控器的方向手柄是否存在
功能故障，
恒速手柄测试电路用于测试司控器的恒速手柄是否存在功能故障，
牵引制动手
柄测试电路用于测试司控器的牵引制动手柄是否存在功能故障，
编码器测试电路用于测试
司控器的编码器是否存在功能故障。
[0017] 如图2所示，
在测试之前，
首先将司控器上的各个插头连接在本发明测试仪的对应
插头上，
同时将220V电源通过P1连入设备，
为了能够精确测试司控器功能，
需要模拟车上低
压供电系统为司控器手柄供电 ，
首先需要将AC 220V电经过T1变压、
D1整流、
C1滤波后，
通过
稳压芯片7824变换成稳定的DC24V，
电源稳定后，
面板上的红灯L1点亮，
此时将开关S1打至1
位，
在OUT+和OUT-之间有稳定的24V直流电输出。
同时继电器K5被激活，
其触点闭合，
为PLC
提供电源，
同时输出的DC24V为司控和MMI供电 ，
PLC和MMI得电工作开始初始化，
初始化完成
之后，
PLC与MMI之间通过PPI网络进行通讯。
[0018] 如图3所示，
MMI启动后进入检测程序，
主界面上有4个功能选项触摸按钮，
分别是
方向手柄检测、恒速手柄检测、牵引制动手柄检测以及编码器检测，
轻触不同的按钮，
进入
不同的功能测试界面，
之后轻触界面上的开始按钮，
MMI通过网络控制PLC相应输出点导通，
控制相应继电器为对应的功能供电。
[0019] 如图4所示，
方向手柄测试电路的测试过程是：
将司控器手柄的90XBLI1M插头与测
试仪上的方向手柄测试插座相连，
点击MMI界面上的方向手柄检测按钮，
进入方向手柄测试
界面，
之后点击界面上的开始按钮，
PLC的Q0 .1引脚得电 ，
为方向手柄测试电路供电的继电
器K2被激活，
方向手柄测试开始，
操作方向手柄至各个位置，
PLC的输入点I0 .0～I0 .7接收
到对应的反馈信号，
通过网络传输给MMI，
MMI上对应的8个变量将会显示出不同的二进制
值，
通过方向手柄在不同位置时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是否与方向手柄测试表中的变量数
值相符，
进而判断方向手柄功能是否存在故障。
方向手柄测试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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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0021]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数值一致，
则方向手柄功能
无故障；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数值不一致，
则方向手柄功能
存在故障，
通过出现故障的变量以及司控器电路图，
即可找出故障位置，
并且进行维修，
直
到变量正确为止。
[0022] 如图5所示，
恒速手柄测试电路的测试过程是：
将司控器手柄的90XBLV1M插头与测
试仪上的恒速手柄测试插座相连，
点击MMI界面上的恒速手柄检测按钮，
进入恒速手柄测试
界面，
之后点击界面上的开始按钮，
PLC的Q0 .2引脚得电 ，
为恒速手柄测试电路供电的K3继
电器被激活，
恒速手柄测试开始，
操作恒速手柄至各个位置，
PLC的输入点I0 .0～I0 .7接收
到对应的直流信号，
通过网络传输给MMI，
MMI上对应的8个变量将会显示不同的二进制值，
通过恒速手柄在不同位置时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是否与恒速手柄测试表中的变量数值相
符，
进而判断恒速手柄功能是否存在故障。恒速手柄测试表如下：

[0023]

[0024]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数值一致，
则恒速手柄功能
无故障；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数值不一致，
则恒速手柄功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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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故障，
通过出现故障的变量以及司控器电路图，
即可找出故障位置，
并且进行维修，
直
到变量正确为止。
[0025] 如图 6所 示 ，
所 述 牵 引制动手 柄 测试电 路的 测试 过 程 是 ：将 司控 器 手 柄上的
90XBMT1M插头与测试仪上的牵引制动手柄测试插头相连接，
点击MMI界面上的牵引制动手
柄检测按钮，
进入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界面，
之后点击界面上的开始按钮，
PLC的Q0 .0引脚得
电，
为牵引制动手柄测试电路供电的继电器K1被激活，
牵引制动手柄测试开始，
操作牵引制
动手柄至各个位置，
PLC的输入点I0 .0～I1 .1接收到对应的直流信号，
通过网络传输给MMI，
MMI上对应的10个变量将会显示不同的二进制值，
通过牵引制动手柄在不同位置时MMI上显
示的变量数值是否与牵引制动手柄测试表中的变量数值相符，
进而判断恒速手柄功能是否
存在故障。牵引制动手柄测试表如下：
[0026]

[0027]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数值一致，
则牵引制动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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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无故障；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数值不一致，
则牵引制动
手柄功能存在故障，
通过出现故障的变量以及司控器电路图，
即可找出故障位置，
并且进行
维修，
直到变量正确为止。
[0028] 如图7所示，
编码器测试电路的测试过程是：
将司控器手柄上的90XLCM插头与测试
仪上的编码器测试插头相连接，
点击MMI界面上的编码器检测按钮，
进入编码器测试界面，
之后点击界面上的开始按钮，
PLC的Q0 .3引脚得电 ，
为编码器测试电路供电的继电器K4被激
活，
编码器测试开始，
操作牵引制动手柄至各个位置，
PLC的输入点I0 .0～I1 .0接收到对应
的直流信号，
通过网络传输给MMI，
MMI上对应的9个变量将会显示不同的二进制值，
同时，
该
二进制值会在PLC内部自动转化为要求的十进制值并显示出来，
通过牵引制动手柄在不同
位置时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是否与编码器测试表中的变量数值相符，
进而判断编码器功
能是否存在故障。编码器测试表如下：

[0029]

[0030]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数值一致，
则编码器功能无
故障；
若MMI上显示的变量数值与测试表中对应位置的变量数值不一致，
则编码器功能存在
故障，
需要对编码器进行调整，
直到角度值符合相应要求，
若编码器无法调整，
则需要更换
编码器，
更换后的编码器同样需要经过调整测试符合上表说明功能正常。
[0031] 本发明的CRH5型车司控器地面测试仪在对上述任一项测试完成后，
在相应界面轻
触停止按键，
则PLC控制相应继电器失电 ，
该项测试结束，
回到主界面后可进入其它界面进
行其它项测试。全部结束后，
将开关S1打至0位，
PLC与MMI失电 ，
拔下AC220V插头，
红灯熄灭，
测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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