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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汽车用的整车控制

器，其电路包含微控制器最小系统电路，模拟信

号输入电路，脉冲信号输入电路，数字开关信号

输入电路，电源及复位电路，高边输出电路，低边

输出电路，高速CAN收发电路。所述整车控制器采

集驾驶员信号，分析驾驶员意图，根据工况计算

工作状态，并通过CAN总线与电机控制器，电池管

理系统，仪表通讯，通过高低边输出电路和CAN通

讯网络完成对电动汽车的控制和策略功能实现；

所述整车控制器通过车辆OBD接口可以完成在线

监控，控制代码更新。本发明通过合理的策略和

布置，完成了有效可靠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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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统，包含整车控制器，模拟信号输入电路，脉冲信号输入

电路，数字开关信号输入电路，电源及复位电路，高边开关输出电路，低边开关输出电路，高

速CAN收发电路；所述高速CAN收发电路采用三路独立的隔离高速CAN总线，与电机控制器、

电池管理单元、仪表组成电动车辆CAN网络，实现整车控制器同电机、电池、仪表的通讯，掌

握车辆实时状态，并具有多个拓展接口；整车控制器通过输入电路采集加速、制动踏板信号

输入，采集钥匙在各个挡的信号，采集前进、倒退、空挡的档位信号，并控制高边开关输出、

低边开关输出进而控制继电器电路；其高边开关输出电路控制车辆动力系统主接触器和预

充电继电器，进而控制车辆上下电；在车辆运行中，整车控制器通过采集油门踏板、制动踏

板以及电池、电机的信息，进行制动策略的匹配节约电能；整车控制器采集档位信号，根据

运行状态限定档位的变换规则，防止档位误挂；

所述整车控制器根据CAN总线在车辆OBD的接口进行在线诊断监控和控制代码的更新，

代码更新的通讯采用CAN通讯方式；操作人员将CAN下载连接器连接至车辆OBD端口，闭合连

接器接口上的开关，使整车控制器数字输入9端口与12V电平短接，此端口输入为高电平；接

着复位整车控制器，并打开上位机CAN程序下载软件，选择需要更新的文件并点击开始下

载，软件运行会显示下载进度，当完成时弹出下载成功；当出现故障导致无法成功下载时，

可以重置下载软件并复位控制器，再操作一次；整车控制器程序更新完成后，断开下载连接

器即可按照更新的程序正常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整车控制器采用

MC9S12XEQ512单片机，控制器电源由车载12V蓄电池供电，并分为两路，其中一路为功率12V

供电，由高低边驱动MOS芯片供电；另一路为12V转5V电源供给数字5V电路使用，包括可配置

数字开关量输入电路、脉冲信号输入，以及给微控制器最小系统、看门狗电路及复位电路和

EEPROM使用，其中电压模拟量输入电路为0～5V和4～20mA电流模拟量输入电路为数字5V经

过电容电感滤波而成的模拟5V电路，其模拟地与数字地单点连接，降低电压扰动；

整车控制器设置接口和外围保护电路，在可配置数字开关量输入电路、电压模拟量输

入电路、4～20mA电流模拟量输入电路、脉冲信号输入模块进口，都设置有针对于输入电路

的电磁保护，可以抵御600W浪涌电流，防过压，并有EMC器件保证高频噪声不会干扰电路；在

输出端口，高边开关输出、低边开关输出设置了针对功率输出电路的接口保护，包括采用回

流二极管防止感性负载的断负载脉冲电压、输出过电压、输出短路保护；在驱动功率芯片

时，采用数字逻辑触发器件74AHC245控制，建立了功率器件和数字电路间的隔离，保护核心

控制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可配置数字开关

量输入电路共有18路，通过一个配置电阻是否焊接改变高有效/低有效功能；电压模拟量输

入电路共有6路，采样电压范围0～5V，精度0.02V，4～20mA电流模拟量输入电路共2路，精度

0.1mA；脉冲信号输入2路，检测12V的脉冲或者方波输入；高边开关输出具备两个驱动等级，

有10路具备2.1A驱动能力，另有2路具备11A驱动能力；低边开关输出具备1.2A输出能力；整

车控制器的CAN通讯模块采用了CAN隔离收发器，并由CAN隔离电源供电，共有三路各自独立

的CAN线路，应用于三路独立的CAN网络，板上CAN总线收发器外端预留终端匹配电阻的位置

以及共模滤波器件ACT45B，防止共模噪声干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CAN通讯模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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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采用DCP010505B芯片进行隔离。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CAN总线连接电

机控制器、电池管理系统和仪表，并与这些设备按照SAEJ1939扩展协议进行通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整车控制器使用

TPS3823芯片作为硬件看门狗芯片和复位芯片，采用12V电源两路供电，一路经降压给数字

电路供电，一路给功率输出电路供电。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整车控制器所有

输入端口采用一类电路设计的保护，防止其受到ESD和过电压过电流的干扰或损坏；  整车

控制器接口设置抗电磁干扰、抗浪涌的保护电路；整车控制器监控电池和电机控制器状态，

并通过功率匹配计算限制电机输出功率，保护电池的最大输出能力，整车控制器采集驾驶

员踩踏油门踏板的频率，并根据实时工况判断驾驶员意图，控制电机响应速度，降低电池瞬

间输出的大电流，从而达到保护电池的目的；整车控制器采用汽车级的接插件接口，接口具

备IP67的防护等级；控制器整体具备IP65的防护等级；整车控制器监控电池和电机控制器

状态，并通过功率匹配计算限制电机输出功率，保护电池的最大输出能力，进而延长电池的

使用寿命；整车控制器监控车辆上电池、电机、DCDC的状态，并对故障进行分级处理，针对不

同故障做出不同的应对方案，一级故障警告、二级故障降功率运行、三级故障停车断电。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整车控制器采用

的控制策略包含车辆上下电控制、车辆驱动制动控制、车辆能源管理控制、车辆故障检测诊

断；其中车辆上电的流程是指，当钥匙从ON拧到START并达到一定时间，此时钥匙会回弹，整

车控制器成功检测到START信号，此时将首先判断电机、电池以及CAN总线是否存在故障，如

果有故障则不能成功上电，整车控制器报出相应的故障，如果没有故障则整车控制器控制

闭合预充电继电器，此时电机侧电压逐渐上升，判断电机侧电压是否达到动力电池侧电压

的±15V，如达到则控制闭合主接触器，在短暂的延迟后确保主继电器吸合完成，断开预充

电继电器，完成高压电上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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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统，属于新能源汽车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汽车消耗大量的石油资源，并排放尾气产生环境污染，在能源危机凸显的当

今时代，电能作为一种可再生的能源受到各国青睐，在此基础上，电动汽车迎来了蓬勃的发

展。

[0003] 整车控制器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之一，是电动汽车的大脑，指挥车辆进行运作。整

车控制器的性能优劣直接影响到电动汽车的性能好坏。整车控制器必须具备可靠的运行状

态，合理的策略分析以及有效的驱动控制。

[0004] 现有的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器发展并不成熟，需要继续研发。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上述问题，提供一种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

统。

[0006] 本发明为达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是：一种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系统，包

含整车控制器，模拟信号输入电路，脉冲信号输入电路，数字开关信号输入电路，电源及复

位电路，高边开关输出电路，低边开关输出电路，高速CAN收发电路；所述高速CAN收发电路

采用三路独立的隔离高速CAN总线，与电机控制器、电池管理单元、仪表组成电动车辆CAN网

络，实现整车控制器同电机、电池、仪表的通讯，掌握车辆实时状态，并具有多个拓展接口；

整车控制器通过输入电路采集加速、制动踏板信号输入，采集钥匙在各个挡的信号，采集前

进、倒退、空挡的档位信号，并控制高边开关输出、低边开关输出进而控制继电器电路；其高

边开关输出电路控制车辆动力系统主接触器和预充电继电器，进而控制车辆上下电；在车

辆运行中，整车控制器通过采集油门踏板、制动踏板以及电池、电机的信息，进行制动策略

的匹配节约电能；整车控制器采集档位信号，根据运行状态限定档位的变换规则，防止档位

误挂。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整车控制器采用MC9S12XEQ512单片机，控制器电源由车载12V蓄电

池供电，并分为两路，其中一路为功率12V供电，由高低边驱动MOS芯片供电；另一路为12V转

5V电源供给数字5V电路使用，包括可配置数字开关量输入电路、脉冲信号输入，以及给微控

制器最小系统、看门狗电路及复位电路和EEPROM使用，其中电压模拟量输入电路为0～5V和

4～20mA电流模拟量输入电路为数字5V经过电容电感滤波而成的模拟5V电路，其模拟地与

数字地单点连接，降低电压扰动；

[0008] 整车控制器设置接口和外围保护电路，在可配置数字开关量输入电路、电压模拟

量输入电路、4～20mA电流模拟量输入电路、脉冲信号输入模块进口，都设置有针对于输入

电路的电磁保护，可以抵御600W浪涌电流，防过压，并有EMC器件保证高频噪声不会干扰电

路；在输出端口，高边开关输出、低边开关输出设置了针对功率输出电路的接口保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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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回流二极管防止感性负载的断负载脉冲电压、输出过电压、输出短路保护；在驱动功率

芯片时，采用数字逻辑触发器件74AHC245控制，建立了功率器件和数字电路间的隔离，保护

核心控制器。

[0009] 更进一步的，所述可配置数字开关量输入电路共有18路，通过一个配置电阻是否

焊接改变高有效/低有效功能；电压模拟量输入电路共有6路，采样电压范围0～5V，精度

0.02V，4～20mA电流模拟量输入电路共2路，精度0.1mA；脉冲信号输入2路，检测12V的脉冲

或者方波输入；高边开关输出具备两个驱动等级，有10路具备2.1A驱动能力，另有2路具备

11A驱动能力；低边开关输出具备1.2A输出能力；

[0010] 整车控制器的CAN通讯模块采用了CAN隔离收发器，并由CAN隔离电源供电，共有三

路各自独立的CAN线路，应用于三路独立的CAN网络，板上CAN总线收发器外端预留终端匹配

电阻的位置以及共模滤波器件ACT45B，防止共模噪声干扰。

[0011] 进一步的，所述CAN通讯模块的电源采用DCP010505B芯片进行隔离。

[0012] 更进一步的，所述CAN总线连接电机控制器、电池管理系统和仪表，并与这些设备

按照SAEJ1939扩展协议进行通讯。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整车控制器使用TPS3823芯片作为硬件看门狗芯片和复位芯片，采

用12V电源两路供电，一路经降压给数字电路供电，一路给功率输出电路供电。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整车控制器根据CAN总线在车辆OBD的接口进行在线诊断监控和控

制代码的更新，代码更新的通讯采用CAN通讯方式；操作人员将CAN下载连接器连接至车辆

OBD端口，闭合连接器接口上的开关，使整车控制器数字输入9端口与12V电平短接，此端口

输入为高电平；接着复位整车控制器，并打开上位机CAN程序下载软件，选择需要更新的文

件并点击开始下载，软件运行会显示下载进度，当完成时弹出下载成功；当出现故障导致无

法成功下载时，可以重置下载软件并复位控制器，再操作一次；整车控制器程序更新完成

后，断开下载连接器即可按照更新的程序正常工作。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整车控制器所有输入端口采用一类电路设计的保护，防止其受到

ESD和过电压过电流的干扰或损坏。整车控制器接口设置抗电磁干扰、抗浪涌的保护电路；

整车控制器监控电池和电机控制器状态，并通过功率匹配计算限制电机输出功率，保护电

池的最大输出能力，整车控制器采集驾驶员踩踏油门踏板的频率，并根据实时工况判断驾

驶员意图，控制电机响应速度，降低电池瞬间输出的大电流，从而达到保护电池的目的；整

车控制器采用汽车级的接插件接口，接口具备IP67的防护等级；控制器整体具备IP65的防

护等级；整车控制器监控电池和电机控制器状态，并通过功率匹配计算限制电机输出功率，

保护电池的最大输出能力，进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整车控制器监控车辆上电池、电机、

DCDC的状态，并对故障进行分级处理，针对不同故障做出不同的应对方案，一级故障警告、

二级故障降功率运行、三级故障停车断电。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整车控制器采用的控制策略包含车辆上下电控制、车辆驱动制动

控制、车辆能源管理控制、车辆故障检测诊断；其中车辆上电的流程是指，当钥匙从ON拧到

START并达到一定时间，此时钥匙会回弹，整车控制器成功检测到START信号，此时将首先判

断电机、电池以及CAN总线是否存在故障，如果有故障则不能成功上电，整车控制器报出相

应的故障，如果没有故障则整车控制器控制闭合预充电继电器，此时电机侧电压逐渐上升，

判断电机侧电压是否达到动力电池侧电压的±15V，如达到则控制闭合主接触器，在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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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后确保主继电器吸合完成，断开预充电继电器，完成高压电上电过程。

[0017] 本发明有益效果在于：本系统通过采集钥匙信号、档位信号、制动踏板信号、油门

踏板信号、手刹信号、电机状态信息、电池状态信息、DCDC信息等对电动车辆进行高压上下

电、驱动、回馈制动、能量优化管理、故障诊断控制，完成电动车功能；并能通过车辆OBD接口

对整车控制器的代码进行更新。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9] 图1 是本发明的结构框图；

[0020] 图2 是本发明控制器硬件的原理框图；

[0021] 图3 是本发明控制车辆上电路程图；

[0022] 图4 是本发明在线更新代码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所示的，整车控制器101在电动汽车各部件中处于核心的位置，其通过采样

电路采集加速、制动踏板信号输入102，其中油门踏板信号包括踏板开度模拟值和踏板开关

踩下的开关量，采集钥匙在各个挡的信号，采集前进、倒退、空挡等档位信号103，并控制高

边开关输出105、低边开关输出106进而控制继电器电路，通讯方面，整车控制器101通过CAN

总线与仪表107、电池管理系统108、电机控制器109进行通讯，掌握车辆实时状态，其通讯速

率为250kbps，通讯协议按照SAEJ1939扩展协议制定，CAN总线支持多主设备通讯，可以很方

便地在总线上加入其它设备，增加车辆的功能。

[0024] 如图2所示的，本实施例中，整车控制器构成核心控制器采用MC9S12XEQ512单片

机，控制器电源由车载12V蓄电池供电，并分为两路，其中一路为功率12V供电212，即为高低

边驱动MOS芯片供电；另一路为12V转5V电源211，主要为供给数字5V电路使用，包括可配置

数字开关量输入电路202、脉冲信号输入205，以及给微控制器最小系统207、看门狗电路及

复位电路208和EEPROM209使用，其中电压模拟量输入电路203为0～5V和4～20mA电流模拟

量输入电路204为数字5V经过电容电感滤波而成的模拟5V电路，其模拟地与数字地单点连

接，降低电压扰动。

[0025] 整车控制器设计了接口和外围保护电路201，在可配置数字开关量输入电路202、

电压模拟量输入电路203、4～20mA电流模拟量输入电路204、脉冲信号输入205模块进口，都

设置有针对于输入电路的电磁保护，可以抵御600W浪涌电流，防过压，并有EMC器件保证高

频噪声不会干扰电路；在输出端口，高边开关输出213、低边开关输出214设置了针对功率输

出电路的接口保护，包括采用回流二极管防止感性负载的断负载脉冲电压、输出过电压、输

出短路保护；在驱动功率芯片时，采用数字逻辑触发器件74AHC245控制，建立了功率器件和

数字电路间的隔离，保护核心控制器。

[0026] 具体的，可配置数字开关量输入电路202共有18路，通过一个配置电阻是否焊接改

变高有效/低有效功能；电压模拟量输入电路203共有6路，采样电压范围0～5V，精度约

0.02V、4～20mA电流模拟量输入电路204共两路，精度约0.1mA；脉冲信号输入205有两路，检

测12V的脉冲或者方波输入；高边开关输出213具备两个驱动等级，有10路具备2.1A驱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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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另有2路具备11A驱动能力；低边开关输出214具备1.2A输出能力；

[0027] 整车控制器的CAN通讯模块采用了CAN隔离收发器206，并由CAN隔离电源210供电，

共有三路各自独立的CAN线路，可以应用于三路独立的CAN网络。板上CAN总线收发器外端预

留了终端匹配电阻的位置以及共模滤波器件ACT45B，防止共模噪声干扰。

[0028] 整车控制器控制策略包含车辆上下电控制、车辆驱动制动控制、车辆能源管理控

制、车辆故障检测诊断等。

[0029] 如图3所示的车辆上电的流程：当钥匙从ON拧到START并达到一定时间，此时钥匙

会回弹，整车控制器成功检测到START信号，此时将首先判断电机、电池以及CAN总线是否存

在故障，如果有故障则不能成功上电，整车控制器报出相应的故障，如果没有故障则整车控

制器控制闭合预充电继电器，此时电机侧电压逐渐上升，判断电机侧电压是否达到动力电

池侧电压的±15V，如达到则控制闭合主接触器，在短暂的延迟后确保主继电器吸合完成，

断开预充电继电器，完成高压电上电过程。

[0030] 整车控制器通过控制策略控制车辆运行的状态，以达到最佳的运行效率。整车控

制器可以通过监测电机转矩需求、当前转速、驾驶员驾驶意图捕捉，匹配电池的最佳工作电

流区间，采用分段匹配的策略限制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进而保护电池工作在低损耗区域，

增加电池的续航能力，增加电池的工作寿命。

[0031] 整车控制器具备在线监控、诊断、代码更新功能，上位机可利用CAN转接连接器接

入车辆OBD接口，使用匹配的上位机软件在线监控、诊断车辆故障；同样可以通过OBD接口进

行整车控制器代码的更新，其更新过程如图4所示：操作人员将特殊的CAN下载连接器连接

至车辆OBD端口，闭合连接器接口上的开关，使整车控制器数字输入9端口与12V电平短接，

此端口输入为高电平；接着复位整车控制器，并打开上位机CAN程序下载软件，选择需要更

新的文件并点击开始下载，软件运行会显示下载进度，当完成时弹出下载成功；当出现故障

导致无法成功下载时，可以重置下载软件并复位控制器，再操作一次。整车控制器程序更新

完成后，断开下载连接器即可按照更新的程序正常工作。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并不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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