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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

准系统，属于专用测试设备计量技术领域，包括

总线测控主机和校准转接电缆；总线测控主机包

括总线机箱、总线控制器模块、示波器模块和数

据通信模块，总线控制器模块、示波器模块和数

据通信模块均为总线式板卡，插入总线机箱，构

成便携式总线测控主机。本发明公开的电磁阀多

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克服了现有手段存在的缺

陷，实现动力系统多功能测试仪的半自动校准，

简化校准操作难度，提高校准效率，避免引入人

为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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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总线测控主机和校准转接电

缆；所述总线测控主机包括总线机箱、总线控制器模块、示波器模块和数据通信模块，所述

总线控制器模块、示波器模块和数据通信模块均为总线式板卡，插入总线机箱，构成便携式

总线测控主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校准转接电缆

为绝缘电阻测量转接电缆或回路测试转接电缆。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总线测控主

机中的总线为PXI总线、PXIe总线、CPCI总线或VXI总线中的任意一种。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数据通信模

块的数据通信接口为RS232接口、GPIB接口、USB接口或以太网接口中的任意一种。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阀多功能

测试仪校准系统还包括标准电阻，所述标准电阻通过回路测试转接电缆与电磁阀多功能测

试仪相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回路测试转接

电缆的两个香蕉头与标准电阻箱的两个输出端子相连。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阀多功能

测试仪校准系统还包括电学标准阀和信号适配箱，所述校准转接电缆为绝缘电阻测量转接

电缆，所述总线测控主机的数据通信模块通过绝缘电阻测量转接电缆分别与所述电学标准

阀和信号适配箱相连接，所述电学标准阀和信号适配箱相连接，所述信号适配箱再与电磁

阀多功能测试仪相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阀多功能

测试仪校准系统还包括电磁阀，所述校准转接电缆为回路测试转接电缆，所述总线测控主

机的示波器模块通过回路测试转接电缆分别与电磁阀和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相连接，实现

对动力系统多功能测试仪各通道进行气密性检查时，其负载电磁阀工作电压波形及控制时

间的测量。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阀多功能

测试仪的所有回路测试通道引出并集中到两个测试端，并将引出的测试端每端连接两个可

堆叠的香蕉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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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属于专用测试设备计量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用于完成对液体火箭发动机内多项关键电磁阀的各项特性

测试，包括回路电阻、绝缘电阻、电磁阀电流曲线及气密性测试等项目，属于一种集多种测

试功能于一身的动力系统专用测试设备，其性能指标的准确与否对于保证动力系统的安全

具有重要作用。

[0003] 现有计量测试技术主要针对通用设备及仪器仪表进行，由于专用测试设备的接

口、信号形式、测量数据等方面均与现有计量测试要求不同，无法直接溯源至通用计量标准

设备。

[0004] 现有手段是通过导线将信号引出再采用手工测量的方式进行，存在测试效率低，

操作复杂，对测试人员技能要求高，测试结果容易引入认为误差，难以满足液体火箭发动机

综合保障的要求。

[000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建立一种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简化电磁阀

多功能测试仪的校准操作，提升校准效率，避免引入认为误差。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以上问题的提出，提供一种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

克服现有手段存在的缺陷，实现动力系统多功能测试仪的半自动校准，简化校准操作难度，

提高校准效率，避免引入人为误差。

[0007]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达到的一种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

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总线测控主机和校准转接电缆；所述总线测控主机包括总线机箱、总

线控制器模块、示波器模块和数据通信模块，所述总线控制器模块、示波器模块和数据通信

模块均为总线式板卡，插入总线机箱，构成便携式总线测控主机。

[0008] 优选地，所述校准转接电缆为绝缘电阻测量转接电缆或回路测试转接电缆。

[0009] 优选地，所述的总线测控主机中的总线为PXI总线、PXIe总线、CPCI总线或VXI总线

中的任意一种。

[0010] 优选地，所述的数据通信模块的数据通信接口为RS232接口、GPIB接口、USB接口或

以太网接口中的任意一种。

[0011] 优选地，所述回路测量转接电缆用于完成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各回路电阻测试、

电磁阀电流曲线测试和气密性检查等三个校准项目的信号转接。

[0012] 优选地，所述绝缘电阻测量转接电缆用于实现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各绝缘电阻测

量通道与电学标准源输出通道之间的信号连接及切换。

[0013] 优选地，所述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还包括标准电阻，所述总线测控主机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946633 A

3



通过回路测试转接电缆与所述标准电阻相连接，所述标准电阻通过回路测试转接电缆与电

磁阀多功能测试仪相连接。

[0014] 优选地，所述回路测试转接电缆的两个香蕉头与标准电阻箱的两个输出端子相

连。

[0015] 优选地，所述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还包括电学标准阀和信号适配箱，所

述校准转接电缆为绝缘电阻测量转接电缆，所述总线测控主机的数据通信模块通过绝缘电

阻测量转接电缆分别与所述电学标准阀和信号适配箱相连接，所述电学标准阀和信号适配

箱相连接，所述信号适配箱再与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相连接。

[0016] 优选地，所述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还包括电磁阀，所述校准转接电缆为

回路测试转接电缆，所述总线测控主机的示波器模块通过回路测试转接电缆分别与电磁阀

和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相连接，实现对动力系统多功能测试仪各通道进行气密性检查时，

其负载电磁阀工作电压波形及控制时间的测量。

[0017] 优选地，所述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的所有回路测试通道引出并集中到两个测试

端，并将引出的测试端每端连接两个可堆叠的香蕉插头。

[0018] 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公开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克服了现有手段存在的缺陷，实现

动力系统多功能测试仪的半自动校准，简化校准操作难度，提高校准效率，避免引入人为误

差。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

案为前提下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

限于下述的实施例。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的绝缘电阻校准连接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2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的电磁阀气密性检查校准

连接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3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的回路电阻校准连接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除非特别说明，下面实施例中所用的部件和软件，均为本领域常用的部件和软件。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图1所示，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的绝缘电阻校准连

接图，本发明实施例1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包括：总线测控主机(PXI)、信号适配

箱、电学标准源、绝缘电阻测量转接电缆和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总线测控主机(PXI)包括

总线测控机箱(PXI)、0槽控制器、示波器模块和多串口卡，三个模块均为总线式板卡，插入

总线测控机箱(PXI)，构成便携式的PXI总线测控主机；总线测控主机(PXI)通过多串口卡和

绝缘电阻测量转接电缆分别与电学标准源和信号适配箱相连接，电学标准源和信号适配箱

相连接，信号适配箱与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的测试插座相连接；

[0027] 绝缘电阻测量转接电缆用于实现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各绝缘电阻测量通道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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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标准源输出通道之间的信号连接及切换；绝缘电阻测量转接电缆是将电磁阀多功能测试

仪测试插座的1、3、5、7、9、12、26、28、30、32、34、45、47、49、56、58点，用导线引出后，与一个

红色可堆叠香蕉头相连；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测试插座的15、17、18、20、22、24、35、37、39、

41、43、51、53、59点及壳体，用导线引出后，与一个黑色可堆叠香蕉头相连；

[0028] 进行绝缘电阻校准时，需要将绝缘电阻测量转接电缆与信号适配箱相连，通过总

线测控主机中的校准软件控制信号适配箱，实现各通道切换，同时控制电学标准源，使其输

出电阻校准点取值依次为10、40、70、100MΩ，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选择绝缘电阻手动测量

工作方式，按校准点取值，逐一进行绝缘电阻校准，每个校准值校准2次，取最大值为校准结

果，满足±5％F·S。

[0029] 实施例2

[0030] 如图2所示，是本发明实施例2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的电磁阀气密性检

查校准连接图；本发明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总线测控主机(PXI)、电磁阀、回路

测试转接电缆和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总线测控主机(PXI)包括总线测控机箱(PXI)、0槽控

制器、示波器模块和多串口卡，三个模块均为总线式板卡，插入总线测控机箱(PXI)，构成便

携式的PXI总线测控主机；总线测控主机通过示波器模块通过回路测试转接电缆两端引出

的一组香蕉头与电磁阀相连接，总线测控主机通过示波器模块通过回路测试转接电缆两端

引出的另一组香蕉头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相连接；然后在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中选择气密

性检查工作方式；手动操作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完成每通道的气密性检查，同时由总线测

控主机控制示波器模块，测试各通道电磁阀的工作过程，读取工作电压和控制时间；判断结

果是否满足指标要求；

[0031] 回路测试转接电缆是将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测试插座的1、3、5、7、9、12、26、28、

30、32、34、45、47、49、56、58点，用导线引出后，与一个红色可堆叠香蕉头相连；电磁阀多功

能测试仪测试插座的15、17、18、20、22、24、35、37、39、41、43、51、53、59点，用导线引出后，与

一个黑色可堆叠香蕉头相连。

[0032] 实施例3

[0033] 本发明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总线测控主机(PXI)、电磁阀、回路测试

转接电缆和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总线测控主机(PXI)包括总线测控机箱(PXI)、0槽控制

器、示波器模块和多串口卡，三个模块均为总线式板卡，插入总线测控机箱(PXI)，构成便携

式的PXI总线测控主机；总线测控主机通过示波器模块通过回路测试转接电缆两端引出的

一组香蕉头与电磁阀相连接，总线测控主机通过示波器模块通过回路测试转接电缆两端引

出的另一组香蕉头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相连接；

[0034] 回路测试转接电缆是将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测试插座的1、3、5、7、9、12、26、28、

30、32、34、45、47、49、56、58点，用导线引出后，与一个红色可堆叠香蕉头相连；电磁阀多功

能测试仪测试插座的15、17、18、20、22、24、35、37、39、41、43、51、53、59点，用导线引出后，与

一个黑色可堆叠香蕉头相连；

[0035] 电磁阀电流曲线测试校准方法：通过回路测试转接电缆将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与

电磁阀连接，在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中选择电流曲线手动测量工作方式，测试状态选择电

流曲线；手动操作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测试每通道的电流曲线，由打印出各通道电磁阀工

作时的电流变化曲线，比较所有通道测试同一电磁阀工作时的电流变化过程曲线形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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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0036] 实施例4

[0037] 如图3所示，是本发明实施例4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的回路电阻校准连

接图；本发明实施例4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包括：标准电阻箱、回路测量转接电

缆和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标准电阻箱通过接线柱和回路测量转接电缆与电磁阀多功能测

试仪的测试插座相连接；进行回路电阻校准时，需要将回路测量转接电缆的两个香蕉头与

标准电阻箱的两个输出端子相连，校准点取值依次为0、1、10、30、50、54、64Ω，在电磁阀多

功能测试仪的面板上选择回路电阻手动测量工作方式，按校准点取值，逐一进行回路电阻

校准，每个校准值校准2次，取最大值为校准结果，满足±1％F·S。标准电阻箱用于为多功

能测试仪回路电阻测试校准提供所需的小电阻标准，测试数据由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打印

后，手动输入校准软件相应的表格内。

[0038] 本发明的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针对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的校准项目及

输出接口的特点，设计校准转接电缆，该转接电缆将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的所有测试通道

引出并通过设计测试端的形式，便于校准时适应各种连接要求；整个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

校准系统以总线测控主机为测试控制核心，通过数据通信模块接口控制电学标准源，按要

求输出绝缘电阻，通过内嵌于总线测控主机的示波器模块，按校准软件的流程要求采集相

应的电压电流曲线数据；校准软件内嵌于总线测控主机之中，在执行校准过程中通过操作

提示，提醒计量人员按提示进行电缆连接及设备操作，并与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校准系统

内部测试程序配合，完成整个校准流程的执行与半自动控制；电磁阀用于为电磁阀多功能

测试仪的电磁阀电流曲线测试校准提供标准负载。

[0039] 总线测控主机的示波器模块实现对动力系统多功能测试仪各通道进行气密性检

查时，其负载电磁阀工作电压波形及控制时间的测量；总线测控主机的数据通信模块实现

总线控制器与电学标准源的数据通信接口控制。

[0040] 本发明中的校准转接电缆包括两种：一种是回路测量转接电缆，该电缆用于完成

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各回路电阻测试、电磁阀电流曲线测试和气密性检查等三个校准项目

的信号转接，将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的所有回路测试通道引出并集中到两个测试端，并根

据各校准项目的需求将引出的测试端每端连接两个可堆叠的香蕉插头，便于校准时适应各

种连接要求；

[0041] 另一种是绝缘电阻测量转接电缆，该电缆用于实现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各绝缘电

阻测量通道与电学标准源输出通道之间的信号连接及切换。

[0042] 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的校准项目主要包括回路电阻测试(实施例4)、绝缘电阻测

试(实施例1)、电磁阀电流曲线测试(实施例3)、气密性检查(实施例2)等4项。回路电阻测试

校准由相应的回路测量转接电缆将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与相应的标准电阻箱相连接，而绝

缘电阻校准由相应的信号转接电缆将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通过信号适配箱与电学标准源

中的绝缘电阻校准模块相连接，配合电磁阀多功能测试仪内部的测试程序完成各测试通道

的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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