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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它包

括直流模拟器、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充电桩

带载能力测试负载、模拟电源、录波器、信号选通

器，所述直流模拟器包括模数转换器、数字电路

处理模块和与被测直流充电桩接口匹配的检测

系统接口。本发明可以对输入输出电流电压信号

进行检测分析，还可以对充电桩本机充电控制兼

容性检测和充电通信兼容性检测。其中控制兼容

性测试包括桩体控制导引参数测试、正常充电过

程测试和模拟蓄电池故障测试，通信兼容性测试

包括直流充电桩握手阶段、配置阶段、充电阶段、

结束阶段这四个阶段的通信测试。本发明可全面

检测直流充电桩性能指标，保证直流充电桩可靠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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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的充电桩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包

括直流模拟器(1)、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3)、充电桩带载能力测试负载(4)、模拟电源(5)

和录波器(6)，所述直流模拟器(1)包括模数转换器(1.2)、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和与被

测直流充电桩接口(8)匹配的检测系统接口(1.1)，所述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正

极端DC+和直流输出负极端DC-分别通过开关Gk1和开关Gk2连接模拟电源(5)正极供电端和

负极供电端，检测系统接口(1.1)的接地端E-GND连接模数转换器(1.2)的接地端，检测系统

接口(1.1)的辅助电源正极端A+和辅助电源负极端A-分别连接充电桩带载能力测试负载

(4)的正极接口和负极接口，检测系统接口(1.1)的第一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1和第二连

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2分别连接模数转换器(1.2)的第一连接确认检测模拟信号接口和第

二连接确认检测模拟信号接口，检测系统接口(1.1)的CAN总线正极通信端口S+和CAN总线

负极通信端口S-分别连接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的CAN正极通信端和CAN负极通信端；

模数转换器(1.2)的两个第一电压取样接口分别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

正极端DC+和直流输出负极端DC-，模数转换器(1.2)的两个第二电压取样接口分别接入检

测系统接口(1.1)的辅助电源正极端A+和辅助电源负极端A-，模数转换器(1.2)的电流取样

接口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模数转换器(1.2)的数字信号输出端

连接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的数字信号输入端；

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3)的正极接线端和负极接线端分别通过开关k5和k6连接检测

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和直流输出负极端DC-；

所述录波器(6)用于对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3)的正极接线端和负极接线端以及检

测系统接口(1.1)的各个接口进行录播；

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还包括开关K1、开关K1’、开关G1～开关G4和电阻R1～电阻R7，其

中，开关K1的一端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第一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1,开关K1的另一

端通过电阻R1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接地端E-GND，开关K1’的一端连接检测系统接口

(1 .1)的第一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1，开关K1’的另一端通过电阻R2连接检测系统接口

(1.1)的接地端E-GND，开关G1的一端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接地端E-GND，开关G1的另

一端通过电阻R3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开关G2的一端连接检测系

统接口(1.1)的接地端E-GND，开关G2的另一端通过电阻R4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

输出正极端DC+，开关G3的一端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接地端E-GND，开关G3的另一端通

过电阻R5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负极端DC-，开关G4的一端连接检测系统接口

(1.1)的接地端E-GND，开关G4的另一端通过电阻R6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负

极端DC-，模数转换器(1.2)的第二连接确认检测模拟信号接口通过电阻R7连接12V电压源；

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还包括功率分析仪(11)，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正极端

DC+和直流输出负极端DC-与功率分析仪(11)连接，功率分析仪(11)对被测直流充电桩接口

(8)通过检测系统接口(1.1)的输出电流电压特性进行采样分析，在被测直流充电桩接口

(8)投运前，检测系统接口(1.1)用于与被测直流充电桩接口(8)的进线A、B、C和N连接，对输

入电流电压进行采样分析；

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的充电桩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连接确认测试，连接确认测试检查直流充电桩是否能通过测量第一连接确认信

号通信端CC1的电压值判断车辆插头与车辆插座的连接状态，并进入对应的充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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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检测到第一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1的电压为第一预设电压，则判断检测系统与充

电桩接口完全连接，直流充电桩接口的辅助电源向检测系统接口(1.1)输出电压，直流模拟

器(1)开始工作，则此次测试结果正常；

步骤2：自检测测试，直流充电桩通过CAN总线向直流模拟器(1)的数字电路处理模块

(1.3)发出握手报文，上位机(2)对握手报文进行监测解析，同时发出握手报文，模拟电动汽

车BMS设置充电最高电压，然后直流充电桩进行绝缘检测和绝缘泄放；

步骤3：充电准备阶段，上位机(2)通过直流模拟器(1)的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控制

模拟电源(5)模拟电动汽车正常充电蓄电池两端电压输出，同时闭合开关GK1和GK2，直流模

拟器(1)的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通过CAN总线向直流充电桩发送报文报送蓄电池准备

好，上位机(2)监测到直流充电桩发送报文报送直流充电桩准备好信息，此次测试结果正

常；

步骤4：充电阶段测试，上位机(2)通过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的CAN总线向直流充电

桩发送蓄电池充电需求报文报送电压需求和电流需求,上位机通过控制直流模拟器(1)对

输出电压进行测量，并向直流充电桩发送蓄电池充电总状态报文报送充电电压值信息和电

流测量值信息；若上位机(2)监测到直流充电桩向直流模拟器(1)发送直流充电桩充电状态

报文报送电压输出值、电流输出值、累计充电时间和充电允许状态，则此次测试结果正常；

步骤5：充电结束阶段测试，上位机(2)通过直流模拟器(1)的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

设置模拟电源(5)的电压值，模拟电动汽车充电完成状态，并向直流充电桩发送BMS中止充

电报文报送终止充电，直流充电桩停止充电并发送直流充电桩中止充电报文，则此次测试

结果正常；

进行直流充电桩异常充电过程测试的过程为上位机(2)控制直流模拟器(1)停止10s，

周期发送BMV、BMT和BSP报文，模拟蓄电池通信故障，若直流充电桩停止充电则此次测试结

果正常；

直流充电桩控制导引线参数测试，测试过程为，检测系统接口与直流充电桩接口连接，

直流充电检测系统对直流充电桩开始检测，启动直流充电桩，直流充电桩开始检测连接确

认CC1点电压，上位机通过直流模拟器控制开关K1和K1’,设置连接确认端CC1与接地E-GND

电阻，当开关K1闭合时，R1＝1kΩ，检测到连接确认端CC1电压为4V，则判断检测系统与充电

桩接口完全连接，充电桩辅助电源向检测系统输出辅助电源电压，同时向检测系统周期发

送握手报文；当开关K1断开，开关K1’闭合时，控制R2＝0.57kΩ，则连接确认端CC1电压为

3.2V，或者控制R2＝4.8kΩ，则连接确认端CC1电压为4.8V，则判定检测系统与充电系统没

有完全连接，上位机显示连接不可靠；

进行绝缘性能试验，实验过程为：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接入充电桩后，上位机通过直流

模拟器控制开关电路，闭合开关G1和开关G3，若充电桩停止充电，则绝缘性能测试结果正

常；闭合开关G2和开关G4，若直流充电桩没有停止充电，但有报警，则绝缘性能测试结果正

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充电桩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录波器(6)的电流信号接

口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录波器(6)的第一电压信号接口接入检

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与直流输出负极端DC-，录波器(6)的CAN总线通信

接口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CAN总线正极通信端口S+和CAN总线负极通信端口S-，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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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6)的辅助电源接口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辅助电源正极端A+和辅助电源负极端A-，

录波器(6)的连接确认接口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第一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1和第二

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2，录波器(6)的第二电压信号接口接入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3)

的正极接线端和负极接线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充电桩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

出正极端DC+与开关K5之间连接有开关K7的一端，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负极端

DC-与开关K6之间连接有开关K7的另一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充电桩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的控

制信号输出端分别连接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3)、充电桩带载能力测试负载(4)和模拟电

源(5)的控制信号输入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充电桩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还包括信

号选通器(7)和示波器(9)，在信号选通器(7)的选通控制下，示波器(9)对录波器(6)选中的

录波接口进行纹波分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充电桩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还包括上

位机(2)，所述上位机(2)的USB通信接口通过CAN转USB模块(10)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

CAN总线正极通信端口S+和CAN总线负极通信端口S-，上位机(2)的以太网接口接入数字电

路处理模块(1.3)的上位机通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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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气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国家采取桩站

适度先行的建设战略。国家发改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年)》显

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集中充换电站1.2万座，分散充电桩

480万个”。为保证直流充电桩可靠运行，需对充直流电桩投运前后进行检测。现有的检测系

统或装置只能对直流充电桩部分电气性能或兼容性检测，缺少模拟故障检测。为对充电桩

性能的全面测试，保证充电桩安全运行，亟待研发一种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满足这一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及

检测方法，本发明用于对直流充电桩投运前后的输出电气性能和兼容性测试，解决了现有

检测系统或装置检测指标较少，不能全面地反映充电桩充电性能，不能保证充电桩安全运

行等问题，有效的提高了充电桩的可靠性。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公开的一种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它包

括直流模拟器、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充电桩带载能力测试负载、模拟电源、录波器，所述

直流模拟器包括模数转换器、数字电路处理模块和与被测直流充电桩接口匹配的检测系统

接口，所述检测系统接口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和直流输出负极端DC-分别通过开关Gk1和

开关Gk2连接模拟电源正极供电端和负极供电端，检测系统接口的接地端E-GND连接模数转

换器的接地端，检测系统接口的辅助电源正极端A+和辅助电源负极端A-分别连接充电桩带

载能力测试负载的正极接口和负极接口，检测系统接口的第一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1和

第二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2分别连接模数转换器的第一连接确认检测模拟信号接口和第

二连接确认检测模拟信号接口，检测系统接口的CAN总线正极通信端口S+和CAN总线负极通

信端口S-分别连接数字电路处理模块的CAN正极通信端和CAN负极通信端；

[0005] 模数转换器的两个第一电压取样接口分别接入检测系统接口的直流输出正极端

DC+和直流输出负极端DC-，模数转换器的两个第二电压取样接口分别接入检测系统接口的

辅助电源正极端A+和辅助电源负极端A-，模数转换器的电流取样接口接入检测系统接口的

直流输出正极端DC+，模数转换器的数字信号输出端连接数字电路处理模块的数字信号输

入端；

[0006] 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的正极接线端和负极接线端分别通过开关k5和k6连接检

测系统接口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和直流输出负极端DC-；

[0007] 所述录波器用于对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的正极接线端和负极接线端以及检测

系统接口的各个接口进行录播；

[0008] 一种利用上述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的充电桩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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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0009] 步骤1：连接确认测试，连接确认测试检查直流充电桩是否能通过测量第一连接确

认信号通信端CC1的电压值判断车辆插头与车辆插座的连接状态，并进入对应的充电状态；

[0010] 若检测到第一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1的电压为第一预设电压，则判断检测系统

与充电桩接口完全连接，直流充电桩接口的辅助电源向检测系统接口输出电压，直流模拟

器开始工作，则此次测试结果正常；

[0011] 步骤2：自检测测试，直流充电桩检查A+A-有电压输出，通过CAN总线向直流模拟器

数字处理模块发送握手报文，上位机对充电桩发送的握手报文进行监测解析，同时发出握

手报文，模拟电动汽车BMS设置充电最高电压，然后直流充电桩进行绝缘检测和绝缘泄放；

[0012] 步骤3：充电准备阶段，上位机通过直流模拟器的数字电路处理模块控制模拟电源

模拟电动汽车正常充电蓄电池两端电压输出，同时闭合开关GK1和GK2，直流模拟器的数字

电路处理模块通过CAN总线向直流充电桩发送BRO＝0xAA报文报送蓄电池准备好，上位机监

测到直流充电桩发送报文报送直流充电桩准备好信息，此次测试结果正常；

[0013] 步骤4：充电阶段测试，上位机通过数字电路处理模块的CAN总线向直流充电桩发

送报文报送蓄电池电压需求、电流需求,上位机通过控制直流模拟器对输出电压进行测量，

并向直流充电桩发送报文报送蓄电池充电电压值信息和电流测量值信息；若上位机监测到

直流充电桩向直流模拟器发送报文报送电压输出值、电流输出值、累计充电时间，充电允许

状态，则此次测试结果正常；

[0014] 步骤5：充电结束阶段测试，上位机通过直流模拟器的数字电路处理模块设置模拟

电源的电压值，模拟电动汽车充电完成状态，并向直流充电桩发送报文报送终止充电，直流

充电桩停止充电并发送中止充电报文，则此次测试结果正常。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6] 本发明可以对输入输出电流电压信号进行检测分析，还可以对充电桩本机充电控

制兼容性检测和充电通信兼容性检测。其中控制兼容性测试包括桩体控制导引参数测试、

正常充电过程测试和模拟蓄电池故障测试，通信兼容性测试包括直流充电桩握手阶段、配

置阶段、充电阶段、结束阶段这四个阶段的通信测试。本发明可全面检测直流充电桩性能指

标，保证直流充电桩可靠运行。另外本发明还具有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安全、工作效率高且

可靠性好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框图。

[0018] 其中，1—直流模拟器、1.1—检测系统接口、1.2—模数转换器、1.3—数字电路处

理模块、2—上位机、3—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4—充电桩带载能力测试负载、5—模拟电

源、6—录波器、7—信号选通器、8—被测直流充电桩接口、9—示波器、10—CAN转USB模块、

11—功率分析仪。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0] 本发明的一种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如图1所示，它包括直流模拟器1、模拟充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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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测试负载3(大功率电阻负载，模拟电动汽车充电过程)、充电桩带载能力测试负载4(12V

电子负载)、模拟电源5(BMS模拟电源)、录波器6，所述直流模拟器1包括模数转换器1.2、数

字电路处理模块1.3和与被测直流充电桩接口8匹配的检测系统接口1.1，所述检测系统接

口1.1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和直流输出负极端DC-分别通过开关Gk1和开关Gk2连接模拟电

源5正极供电端和负极供电端，检测系统接口1.1的接地端E-GND连接模数转换器1.2的接地

端，检测系统接口1.1的辅助电源正极端A+和辅助电源负极端A-分别连接充电桩带载能力

测试负载4的正极接口和负极接口，检测系统接口1.1的第一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1和第

二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2分别连接模数转换器1.2的第一连接确认检测模拟信号接口和

第二连接确认检测模拟信号接口，检测系统接口1.1的CAN总线正极通信端口S+和CAN总线

负极通信端口S-分别连接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的CAN正极通信端和CAN负极通信端；

[0021] 模数转换器1.2的两个第一电压取样接口分别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

正极端DC+和直流输出负极端DC-，模数转换器1.2的两个第二电压取样接口分别接入检测

系统接口1.1的辅助电源正极端A+和辅助电源负极端A-，模数转换器1.2的电流取样接口接

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模数转换器1.2的数字信号输出端连接数字电

路处理模块1.3的数字信号输入端；

[0022] 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3的正极接线端和负极接线端分别通过开关k5和k6连接检

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和直流输出负极端DC-；

[0023] 所述录波器6用于对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3的正极接线端和负极接线端以及检

测系统接口1.1的各个接口进行录播；

[0024] 检测系统接口1.1和被测直流充电桩接口8均包括直流输出正极端DC+、直流输出

负极端DC-、接地端E-GND、辅助电源正极端A+、辅助电源负极端A-、第一连接确认信号通信

端CC1、第二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2、CAN总线正极通信端口S+、CAN总线负极通信端口S-。

[0025]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录波器6的电流信号接口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

正极端DC+，录波器6的第一电压信号接口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与直

流输出负极端DC-，录波器6的CAN总线通信接口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CAN总线正极通信

端口S+和CAN总线负极通信端口S-，录波器6的辅助电源接口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辅助

电源正极端A+和辅助电源负极端A-，录波器6的连接确认接口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第一

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1和第二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2，录波器6的第二电压信号接口接

入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3的正极接线端和负极接线端。

[0026] 上述技术方案中，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与开关k5之间连接有开

关K7的一端，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负极端DC-与开关k6之间连接有开关K7的另一

端。

[0027] 上述技术方案中，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的控制信号输出端分别通过485总线连接

模拟充电过程测试负载3、充电桩带载能力测试负载4和模拟电源5的控制信号输入端。

[0028] 上述技术方案中，它还包括信号选通器7和示波器9，在信号选通器7的选通控制

下，示波器9对录波器6选中的录波接口进行纹波分析。

[0029] 上述技术方案中，它还包括上位机2，所述上位机2的USB通信接口通过CAN转USB模

块10接入检测系统接口1.1的CAN总线正极通信端口S+和CAN总线负极通信端口S-，上位机2

的以太网接口接入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的上位机通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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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上述技术方案中，它还包括开关K1、开关K1’、开关G1～开关G4、电阻R1～电阻R7，

其中，开关K1的一端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第一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1,开关K1的另一

端通过电阻R1(1kΩ)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接地端E-GND，开关K1’的一端连接检测系统

接口1.1的第一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1，开关K1’的另一端通过电阻R2(电阻R2为滑动电阻

阻值范围为0.57～2KΩ)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接地端E-GND，开关G1的一端连接检测系

统接口1.1的接地端E-GND，开关G1的另一端通过电阻R3(20kΩ)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

流输出正极端DC+，开关G2的一端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接地端E-GND，开关G2的另一端通

过电阻R4(100kΩ)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开关G3的一端连接检测系

统接口1.1的接地端E-GND，开关G3的另一端通过电阻R5(20kΩ)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

流输出负极端DC-，开关G4的一端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接地端E-GND，开关G4的另一端通

过电阻R6(100kΩ)连接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负极端DC-，模数转换器1.2的第二连

接确认检测模拟信号接口通过电阻R7(1KΩ)连接12V电压源。

[0031] 上述技术方案中，它还包括功率分析仪11，检测系统接口1.1的直流输出正极端DC

+和直流输出负极端DC-与功率分析仪11连接，功率分析仪11对被测直流充电桩接口8通过

检测系统接口1.1的输出电流电压特性进行采样分析，在被测直流充电桩接口8投运前，检

测系统接口1.1用于与被测直流充电桩接口8的进线A、B、C、N连接，对输入电流电压进行采

样分析。功率分析仪11对直流充电桩输出电流电压特性进行采样分析，在直流充电桩投运

前也可与直流充电桩进线A、B、C、N连接(三相电流中的A相，B相，C相，N为中线)，对输入电流

电压进行采样分析。

[0032] 上述所有开关由上位机2进行开关控制，上述开关中K7是IGBT型开关，其余开关均

为继电器型开关，上位机2通过以太网控制直流模拟器开关电路、485通信总线、CAN通信，模

拟电动汽车各种充电过程，模拟电路处理部分对模拟过程中线路信号进行采样分析，然后

通过AD转换，数字电路处理模块将结果上传到上位机。本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可模拟电动

汽车充电过程，实现对充电桩本机检测。

[0033] 一种利用上述直流充电桩检测系统的充电桩检测方法，它包括如下步骤：

[0034] 步骤1：连接确认测试，连接确认测试检查直流充电桩是否能通过测量第一连接确

认信号通信端CC1的电压值判断车辆插头与车辆插座的连接状态，并进入对应的充电状态；

[0035] 若检测到第一连接确认信号通信端CC1的电压为4V，则判断检测系统与充电桩接

口完全连接，直流充电桩接口的辅助电源向检测系统接口1.1输出12V电压，直流模拟器1开

始工作，则此次测试结果正常；

[0036] 步骤2：自检测测试，直流充电桩通过CAN总线向直流模拟器1的数字电路处理模块

1.3发出握手报文，上位机2对直流充电桩发送的握手报文进行监测解析，同时发出握手报

文，模拟电动汽车BMS设置充电最高电压，然后直流充电桩进行绝缘检测和绝缘泄放。

[0037] 步骤3：充电准备阶段，上位机2通过直流模拟器1的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控制模

拟电源5模拟电动汽车正常充电蓄电池两端电压输出，同时闭合开关GK1和GK2，直流模拟器

1的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通过CAN总线向直流充电桩发送报文报送蓄电池准备好，上位机2

监测到直流充电桩发送报文报送直流充电桩准备好信息，此次测试结果正常；

[0038] 步骤4：充电阶段测试，上位机2通过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的CAN总线向直流充电

桩发送报文报送蓄电池电压需求、电流需求,上位机通过控制直流模拟器1对输出电压进行

说　明　书 4/6 页

8

CN 107807290 B

8



测量，并向直流充电桩发送报文报送蓄电池充电电压值信息和电流测量值信息；若上位机2

监测到直流充电桩向直流模拟器1发送报文报送电压输出值、电流输出值、累计充电时间，

充电允许状态，则此次测试结果正常；

[0039] 步骤5：充电结束阶段测试，上位机2通过直流模拟器1的数字电路处理模块1.3设

置模拟电源5的电压值，模拟电动汽车充电完成状态，并向直流充电桩发送报文报送BMS中

止充电，直流充电桩停止充电并发送报文报送直流充电桩中止充电，则此次测试结果正常。

[0040] 本发明还能进行直流充电桩控制导引线参数测试，测试过程为，检测系统接口与

直流充电桩接口连接，直流充电检测系统对直流充电桩开始检测，启动直流充电桩，直流充

电桩开始检测连接确认CC1点电压，上位机通过直流模拟器1控制开关K1、K1’,设置连接确

认端CC1与接地E-GND电阻，当开关K1闭合时，R1＝1kΩ，检测到连接确认端CC1电压为4V，则

判断检测系统与充电桩接口完全连接，充电桩辅助电源向检测系统输出辅助电源电压，同

时向检测系统周期发送握手报文；当开关K1断开，开关K1’闭合时，控制R2＝0.57kΩ，则连

接确认端CC1电压为3.2V，或者控制R2＝4.8kΩ，则连接确认端CC1电压为4.8V，则判定检测

系统与充电系统没有完全连接，上位机显示连接不可靠。

[0041] 本发明还能进行直流充电桩异常充电过程测试，过程为上位机2控制直流模拟器1

停止10s，周期发送BMV、BMT、BSP报文，模拟蓄电池通信故障，若直流充电桩停止充电则此次

测试结果正常。

[0042] 本发明还能进行充电通信兼容性测试，在充电过程中，通信兼容性测试包括握手

阶段、配置阶段、充电阶段、结束阶段。

[0043] 1、握手阶段测试案例

[0044] 直流充电桩与直流模拟器物理连接完成后，直流模拟器测试系统启动，直流充电

桩周期发送握手报文，则直流充电桩通信符合结果要求；上位机检测到直流充电桩发出的

握手报文后，直流模拟器250ms周期发出握手报文，直流充电桩完成绝缘检测，周期发送辨

识报文，SPN2560＝0x00，则直流充电桩通信符合结果要求；进入握手识别阶段，直流模拟器

收到辨识报文，SPN2560＝0x00，直流模拟器停止发送报文，直流充电桩自初次发送辨识报

文起5s内发送SPN2560＝0x00，超过5s发送SPN3921＝0x01，则直流充电桩通信符合结果要

求。

[0045] 2、配置阶段测试案例

[0046] 直流模拟器收到辨识报文，SPN2560＝0xAA后，直流模拟器500ms周期发送蓄电池

参数报文，直流充电机停止发送辨识报文，SPN2560＝0xAA，周期发送CML报文，则直流充电

桩通信符合结果要求；直流模拟器收到直流充电桩最大输出能力报文，时间同步信息报文，

但未准备就绪，模拟器250ms周期发送SPN2829＝0x00BRO报文，直流充电桩电机继续周期发

送最大输出能力报文，则直流充电桩通信符合结果要求。

[0047] 3、充电阶段测试案例

[0048] 直流模拟器收到SPN2830＝0xAA的CRO报文，直流模拟器250ms周期发送蓄电池充

电总状态报文，50ms周期发送蓄电池充电需求报文，直流充电桩停止发送直流充电桩输出

就绪状态，SPN2830＝0xAA，50ms周期发送直流充电桩充电状态报文，则流充电桩通信符合

结果要求；直流模拟器收到直流充电桩充电状态报文，模拟器10s周期发送蓄电池电压、蓄

电池温度、蓄电池预留报文，直流充电桩50ms周期发送直流充电桩充电状态报文，则直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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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桩通信符合结果要求。

[0049] 4、结束阶段测试案例

[0050] 直流模拟器收到直流充电桩中止报文或者发送BMS中止充电报文，进入结束阶段，

此时若直流模拟器250ms周期发送BMS统计数据报文，充电机250ms周期发送直流充电桩统

计数据报文，则直流充电桩通信符合结果要求；若直流模拟器不发送报文，充电机自初次发

送直流充电桩中止充电起5s内按10ms周期发直流充电桩中止充电，超过5s发送SPN3927＝

0x01，则直流充电桩通信符合结果要求。

[0051] 本发明还能进行低压辅助电源测试，上位机通过直流模拟器485总线通信设置充

电桩带载能力测试负载4，通过信号选通器和示波器提取辅助电源A+和A-电压信号，分析辅

助电源输出电压纹波系数。

[0052] 本发明还能进行充电输出试验

[0053] (1)输出电压误差试验：设置直流充电桩恒压工作，带载50％In，要求输出电压误

差不大于±0.5％

[0054] 试验方法：负载设置恒流工作模式，功率分析仪测量直流充电桩输出电压电流。

[0055] (2)输出电流误差试验：设置直流充电桩恒流工作，要求输出电压设置Umen，输出

电流误差＜30A时不大于±0.3A，≥30A时不大于±1％。

[0056] 试验方法：负载设置恒压工作模式，功率分析仪测量直流充电桩输出电压电流。

[0057] (3)效率和功率因数试验：直流充电桩恒压恒流工作模式下，功率分析仪测量充直

流充电桩输入侧功率因数及有功功率，输出侧直流功率。

[0058] 本发明还能进行绝缘性能试验，实验过程为：本发明接入充电桩后，上位机通过直

流模拟器控制开关电路，闭合开关G1和开关G3，若充电桩停止充电，则绝缘性能测试结果正

常；闭合开关G2和开关G4，若直流充电桩没有停止充电，但有报警，则绝缘性能测试结果正

常。

[0059] 本说明书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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