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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

间检测装置，电控板的电输出端与故障发生器的

电输入端连接，电控板的信号采集端与故障发生

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手动开关接入至电控板电

输出端、故障发生器电输入端之间，直流电源的

正极端、分压电阻、反馈输出无源触点、直流电源

的负极端形成反馈回路，直流电源的负极端、电

控板的参考电压端、示波器的参考电压端共接接

地，示波器的A通道电接入至电控板信号采集端、

故障发生器信号输出端之间，示波器的B通道电

接入至分压电阻、反馈输出无源触点之间。本实

用新型利用利用示波器中不同通道波形跳变的

时间差，能够实现毫秒级别的时间检测。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212514893 U

2021.02.09

CN
 2
12
51
48
93
 U



1.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所述电控板的电输出端与故障发生器的电输入

端连接，电控板的信号采集端与故障发生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由电控板对故障发生器进

行供电并接收故障发生器输出的信号，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控板自带的常开的反馈输出无

源触点、手动开关，以及示波器、直流电源、分压电阻，其中手动开关串联接入至电控板电输

出端、故障发生器电输入端之间，直流电源的正极端依次通过分压电阻、反馈输出无源触点

与直流电源的负极端连接形成反馈回路，且直流电源的负极端、电控板的参考电压端、示波

器的参考电压端共接接地，示波器具有A通道和B通道，其中A通道工作于信号下降沿触发模

式，B通道工作于平滑波形模式，示波器的A通道电接入至电控板信号采集端、故障发生器信

号输出端之间，示波器的B通道电接入至分压电阻、反馈输出无源触点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故障发

生器为冷液机中的参数检测部件，由手动开关手动断开电控板的电输出端、故障发生器的

电输入端之间电路，以模拟故障发生器故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控板

其与故障发生器连接的信号采集端作为故障检测点，电控板自带的反馈输出无源触点在电

控板电输出端、故障发生器电输入端之间电路连通时常开，并在电控板电输出端、故障发生

器电输入端之间电路断开时闭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示波器

为型号为F123的双通道数字滤波器，示波器中A通道和B通道工作于不同电平。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示

波器中A通道工作于下降沿触发模式，A通道的电平基于电控板与故障发生器连接的信号采

集端的信号触发波形跳变；示波器中B通道工作于波形平滑模式，B通道的电平在反馈输出

无源触点闭合时触发波形跳变。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控板

的型号为JC-10/P1，电控板内部包括单片机、反馈输出继电器构成，电控板中单片机的模拟

量输入端与故障发生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单片机的模拟量输出端与反馈输出继电器的线

圈连接，反馈输出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作为反馈输出无源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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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冷液机故障参数检测装置领域，具体是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

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冷液机的主要作用是为被冷却对象提供一定温度、流量和压力要求的循环载冷

剂，即冷却液。随着近年来一些大功率雷达、激光、机柜等设备快速发展，对作为保障设备的

冷液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如完善的故障反馈系统。完善的反馈系统不仅需要电控板对所

有故障都要进行反馈，还需要对电控板的故障反馈时间进行检测，并且电控板故障反馈时

间检测有严格的要求，如达到ms级别的时间检测。以往的冷液机发生故障时只能对电控板

故障反馈时间按延时秒级单位进行检测，无法满足激光等设备苛刻反馈时间检测需求，因

此需要一种能够实现毫秒级别的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大

功率设备中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无法达到毫秒级别检测的问题。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所述电控板的电输出端与故障发生器的电输

入端连接，电控板的信号采集端与故障发生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由电控板对故障发生器

进行供电并接收故障发生器输出的信号，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控板自带的常开的反馈输出

无源触点、手动开关，以及示波器、直流电源、分压电阻，其中手动开关串联接入至电控板电

输出端、故障发生器电输入端之间，直流电源的正极端依次通过分压电阻、反馈输出无源触

点与直流电源的负极端连接形成反馈回路，且直流电源的负极端、电控板的参考电压端、示

波器的参考电压端共接接地，示波器具有A通道和B通道，其中A通道工作于信号下降沿触发

模式，B通道工作于平滑波形模式，示波器的A通道电接入至电控板信号采集端、故障发生器

信号输出端之间，示波器的B通道电接入至分压电阻、反馈输出无源触点之间。

[0006] 所述的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故障发生器为冷液

机中的参数检测部件，由手动开关手动断开电控板的电输出端、故障发生器的电输入端之

间电路，以模拟故障发生器故障。

[0007] 所述的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控板其与故障发

生器连接的信号采集端作为故障检测点，电控板自带的反馈输出无源触点在电控板电输出

端、故障发生器电输入端之间电路连通时常开，并在电控板电输出端、故障发生器电输入端

之间电路断开时闭合。

[0008] 所述的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示波器为型号为

F123的双通道数字滤波器，示波器中A通道和B通道工作于不同电平。

[0009] 所述的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示波器中A通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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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下降沿触发模式，A通道的电平基于电控板与故障发生器连接的信号采集端的信号触发

波形跳变；示波器中B通道工作于波形平滑模式，B通道的电平在反馈输出无源触点闭合时

触发波形跳变。

[0010] 所述的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控板的型号为JC-

10/P1，电控板内部包括单片机、反馈输出继电器构成，电控板中单片机的模拟量输入端与

故障发生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单片机的模拟量输出端与反馈输出继电器的线圈连接，反

馈输出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作为反馈输出无源触点。

[0011] 本实用新型利用大功率设备中电控板自带的反馈输出无源触点，与示波器、直流

电源、手动开关、分压电阻等构成电控板的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利用示波器中不同通道

波形跳变的时间差，能够实现毫秒级别的时间检测。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

优点：

[0012] 1、本实用新型设置了手动开关，能方便、快速切换工作模式与故障模式。

[0013] 2、本实用新型设置了分压电阻与外接直流电源，用于与电控板的反馈输出无源触

点构成电压回路，在故障前后产生电压变化。

[0014] 3、本实用新型设置了高精度核心检测器件-示波器，检测电压及扫描时间可调节，

以方便满足不同数量级的时间检测，并能够达到毫秒级别的时间检测。具有双通道检测功

能，A通道工作于信号下降沿触发模式，用于捕捉发生故障时刻故障检测点电压下降突变，B

通道工作于平滑波形的自动模式，用于随反馈输出无源触点电压而产出波形变化。A、B通道

波形跳变的时间差即为故障反馈时间，示波器的可保存波形数据，记录简单方便。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结构原理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8] 如图1所示，一种电控板故障反馈时间检测装置，电控板1的电输出端8与故障发生

器3的电输入端14连接，电控板1的信号采集端9与故障发生器3的信号输出端15连接，由电

控板1对故障发生器3进行供电并接收故障发生器3输出的信号，包括电控板1自带的常开的

反馈输出无源触点7、手动开关2，以及示波器4、直流电源5、分压电阻6，其中手动开关2串联

接入至电控板1电输出端8、故障发生器3电输入端14之间，直流电源5的正极端16依次通过

分压电阻6、反馈输出无源触点7与直流电源5的负极端17连接形成反馈回路，且直流电源5

的负极端17、电控板1的参考电压端10、示波器4的参考电压端11共接接地，示波器4具有A通

道12和B通道13，其中A通道12工作于信号下降沿触发模式，B通道13工作于平滑波形模式，

示波器4的A通道12电接入至电控板1信号采集端9、故障发生器3信号输出端15之间，示波器

4的B通道13电接入至分压电阻6、反馈输出无源触点7之间。

[0019] 本实用新型中，故障发生器3为冷液机中的参数检测部件，如冷液机中用于流量检

测的流量计、用于温度检测的温度计、用于压力检测的压力机等，由手动开关2手动断开电

控板1的电输出端、故障发生器3的电输入端之间电路。当手动断开手动开关2时，电控板1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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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发生器3的供电中断，此时故障发生器3停止工作，由此模拟故障发生器3发生故障。

[0020] 本实用新型中，电控板1其与故障发生器3连接的信号采集端10作为故障检测点，

电控板1自带的反馈输出无源触点7在电控板1电输出端、故障发生器3电输入端之间电路连

通时常开，并在电控板1电输出端、故障发生器3电输入端之间电路断开时闭合。因此，当手

动断开手动开关2时，反馈输出无源触点7由常开状态转换为闭合状态。

[0021] 本实用新型中，示波器4为型号为F123的双通道数字滤波器，示波器4中A通道12和

B通道13工作于不同电平，具体的，示波器4的A通道12工作于高电平5V，示波器4的B通道13

工作于高电平24V。示波器4中A通道12工作于下降沿触发模式，示波器4中A通道12的电平基

于电控板1与故障发生器3连接的信号采集端10的信号触发波形跳变。示波器4中B通道13工

作于波形平滑模式，示波器4中B通道13的电平在反馈输出无源触点7闭合时触发波形跳变。

[0022] 即当故障发生器3故障时，电控板1的信号采集端10就无法得到故障发生器3发送

的信号，此时示波器4中A通道12捕捉信号采集端10的电压下降从而触发A通道12波形跳变，

即由高电平5V跳变至0V。电控板1停止向故障发生器3供电时，反馈输出无源触点7由常开状

态转换为闭合状态，使分压电阻6直接通过直流电源5的负极端17接地，B通道13捕捉到分压

电阻6、反馈输出无源触点7之间电压变化而触发波形跳变，即由高电平24V跳变至0V。

[0023] 通过示波器观察到A通道12与B通道13波形跳变的时间差，A通道12跳变在前，B通

道13跳变在后，该时间差即为电控板的故障反馈时间。

[0024] 本实用新型中，电控板1的型号为JC-10/P1，电控板1内部包括单片机、反馈输出继

电器构成，电控板中单片机的模拟量输入端与故障发生器的信号输出端连接，单片机模拟

量输出端与反馈输出继电器的线圈连接，反馈输出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作为反馈输出无源触

点。单片机的模拟量输入端用于采集外部输入信号如流量、压力等外部信号，单片机处理数

字信息并完成逻辑判断及输出，反馈输出继电器用于执行单片机输出命令，故障时单片机

相应引脚输出高电平，反馈输出继电器的线圈吸合，反馈输出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即反馈输

出无源触点闭合。

[0025] 本实用新型中，利用示波器4中的波形保持功能，可在A通道12和B通道13工作时防

止杂波信号干扰，提高反馈时间检测的准确性。

[0026] 本实用新型中，以故障发生器3为型号为LS-A-DN20的流量计为例，说明本实用新

型具体的电路连接结构，如图2所示：

[0027] 型号为LS-A-DN20的流量计BF1与型号为JC-10/P1的电控板AP的模拟量输入端AI1

相连；模拟量输入端AI1中引脚3与引脚1为流量计电源输入，且电源+（引脚3）端串入型号为

XB2BD25C的手动开关SA，模拟量输入端AI1的引脚2为流量计输出信号采集，并转换为1～5V

输入单片机。此部分为故障采集回路。

[0028] 反馈回路由直流电源U，功率电阻R，反馈输出继电器X3连接而成。流量正常时，反

馈输出继电器X3线圈断开，反馈输出继电器X3的常开触点（引脚2与引脚5之间）断开，反馈

输出继电器X3的引脚2为高电平24V；流量故障时，反馈输出继电器X3的线圈闭合，反馈输出

继电器X3的常开触点（引脚2与引脚5之间）闭合，反馈输出继电器X3的引脚2与电源-相通，

为0V。

[0029] 故障检测核心部件为双通道数字滤波器PS（即示波器），双通道数字滤波器PS的A

通道表笔与模拟量输入端AI1的引脚2相连，双通道数字滤波器PS的B通道表笔与反馈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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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X3的引脚2相连，双通道数字滤波器PS的COM端黑表笔、反馈输出继电器X的公共端即

引脚5、电控板AP的模拟量输入端AI1的引脚1分别互连，三点共0V。

[0030] 断开手动开关SA，流量计BF1供电断开，BF1输出下降，电控板模拟量输入端AI1的

引脚2电压触发下降沿，此下降沿由A通道检测，下降沿时刻为故障发生时间点；反馈输出继

电器X3的引脚2电压在流量正常时为24V，流量计故障时电压为0V，24V下降至0V时刻为故障

反馈时间点，由B通道检测。A、B通道电压下降沿时间点之差即为故障反馈时间。

[0031]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的描述，并非

对本实用新型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思想的前提下，本领域中工

程技术人员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本实用新型请求保护的技术内容，已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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