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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54) 发明名称 ：一种微型 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

= 图 1/ Fig.

(57) Abstract: A whole-vehicle integrated control system for a mini electric car includes a motor controller (1), a regenerative
brake controller(2), a whole vehicle controller (3), a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4), a charger (5), a CAN instrument display (6)
and a CAN bus network. Said CAN bus network i s divided into a low- speed CAN bus network and a high-speed CAN bus net
work. The motor controller (1) and the regenerative brake controller (2) are connected with the whole vehicle controller (3) via the
high-speed CAN bus network. The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4), the charger (5) and the CAN instrument display (6) are con
nected with the whole vehicle controller (3) via the low- speed CAN bus network. Compared with the prior whole-vehicle elec
tronic control technology, the integrated control system builds an onboard network topology structure for the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of the mini electric car, which i s complete in function and economical. The performance of a power battery and a driving
motor i s playe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with the least hardware configuration. The control and protection strategies under various
working conditions are realized through the whole vehicle controller, so the safety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whole-vehicle electric
control system ar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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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种微型 i 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包括 I 机控制器 （1) 、再生制动控制器 （2) 、整车控

制器 （3) 、电池管理系统 （4) 、充 电机 （5) 、CAN 仪表显示 （6) 和 CAN 总线 络，所述

的 CAN 总线 网络分为低速 CAN 总线 网络和高速 CAN 总线 网络，电机控制器 （1) 、再生制动

控制 （2) 通过高速 CAN 总线 网络与整车控制器 （3) 相连 ，电池管理系统 （4) 、充 电机 （5) 、

CAN 仪表显示 （6) 通过低速 CA 总线 网络 与整车控制器 （3) 相连 。 与现有 的整车 电控技术

相 比，其建立 了功能完整、经济 的微型 电动轿车 电控系统车载 网络拓扑结构，以最少的硬件配

置，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动力 电池 、驱动 电机 的性能，并通过整车控制器实现 了各种工况下的控

制策略和保护策略，提高了整车 i 空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说明书

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发展新能源汽车关乎国计民生，各国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把发展新能源汽车

提升至 " 拯救企业和国家经济命脉 " 的高度。目前国内外电动车辆行业的竞争

激烈，但是市场上出现的电动车辆大多都没有一个完整、有效的控制系统，在

各个环节的协调和分配上存在很多问题，严重阻碍了电动车辆行业的发展。

发明内容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

车集成控制系统的技术方案。

所述的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 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机控制器、

再生制动控制、整车控制器、电池管理系统、充电机、CA 仪表显示和 CAN 总线

网络，所述的 CAN 总线网络分为低速 CAN 总线网络和高速 CAN 总线网络，电机

控制器、再生制动控制通过高速 CAN 总线网络与整车控制器相连，电池管理系

统、充电机、CAN 仪表显示通过低速 CAN 总线网络与整车控制器相连。

所述的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整车控制器内

设置微控制器，微控制器上设置有电源和通讯接 口、高速 CAN 接口、低速 CAN

接口，以及与仪表驱动、信息存储、模拟信号处理、数字信号处理相连的接 口。

所述的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控制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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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电机控制单元，电机控制单元上设置有 CAN 接口、电源接口，以及与电流;

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再生制动控制单元相连的接口，电机控制单元与电机之.

间设置有功放单元、位置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功放单元与电源接口相连。 ：

所述的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管理系统

内设置电池管理单元，电池管理单元设置有 CAN 接 口，以及与电池组 1 信息、

电池组 2 信息、电池组 3 信息、电池组 4 信息、总电流信息和电池信息存储显

示单元相连的接口。

所述的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机内设置

充电机控制单元，充电机控制单元上设置有 CAN 接 口、外部电源接口和内部电

源接口，外部电源接口、内部电源接 口与电机控制单元之间设置有功放单元一。

所述的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CAN 仪表显示

内设置仪表控制单元，仪表控制单元上设置有电量表控制接 口、速度表控制接

口、电流表控制接口、电压表控制接口、报警控制接 口、指示灯控制接口和 CAN

接口，仪表控制单元与 CA 接口之间设置 CA 信息处理单元。

上述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是由弱电控制、强电管理、电

池充放电控制、制动能量回馈、整车故障保护、整车综合控制策略和仪表信号、

驾驶信号管理等集成的 CAN 总线网络微型轿车整车分布式控制系统，通过独特

的微型电动轿车电控系统车载网络拓扑结构设计和配置，充分考虑城市使用工

况，采用了以安全行驶为 目标的整车综合控制策略、车载充电技术和再生制动

技术，在确保安全、环保的同时，增加了能量回收控制，达到了节能的目的。

和以往的整车电控技术相比，其建立了功能完整、经济的微型电动轿车电

控系统车载网络拓扑结构，以最少的硬件配置，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动力电池、

驱动电机的性能，并通过整车控制器实现了各种工况下的控制策略和保护策略，



提高了整车电控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与其它的整车控制系统相比，该系统

控制功能完备，结构精巧，大量节省线束，系统可靠性得到增强，整车控制的

有效性和经济性都具有明显提高。

附图说明

图 1 为本发明的模块框图；

图 2 为本发明的整车控制器框图；

图 3 为本发明的电机控制器框图；

图 4 为本发明的电池管理系统框图；

图 5 为本发明的充电机框图；

图 6 为本发明的 CAN 仪表显示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如图 1 所示，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包括电机控制器 1、再

生制动控制 2、整车控制器 3、电池管理系统 4、充电机 5、CAN 仪表显示 6 和

CAN 总线网络，根据各个电控部件实时控制的不同要求和总线传输的可靠性要

求，将整个车载 CAN 总线网络分为低速 CAN 总线网络和高速 CAN 总线网络，构

成微型电动轿车的分布式控制系统，保证所有电控单元都能通过整车控制器 1

实现信息交互，实现集中管理、分散控制、风险分担、及时可靠；响应速度要

求较高的电机控制器 1、再生制动控制 2 通过高速 CAN 总线网络与整车控制器 3

相连，响应速度较低的电池管理系统 4、充电机 5、CAN 仪表显示 6 通过低速 CAN

总线网络与整车控制器 3 相连，两条 CAN 总线网络相互隔离。整车控制器 1 在

实现整车综合控制的同时，起到网关的作用，每个电控单元都配有相应的 CAN



接口，按 SAE J1939 协议与各自规定的 CA 网络相连接。驾驶信息直接输入到

整车控制器 1 及时处理，车载网络上所有的 CAN 信息都可以通过离线的信息处

理单元来进行以故障诊断为目的显示、存储和处理。电池管理系统 4 通过充电

机 5 直接对动力电池组进行自动充电控制，所有单体电池和电池组的充放电状

态信息通过可离线的电池信息处理单元来显示和存储，供检测人员使用。电池

组的主要状态信息通过车上的 CA 仪表显示，供驾驶员使用。每个电控单元都

设定了自诊断、自保护功能，整车控制器 1 依据当前工况和各个部件的能力范

围，确保行驶安全和整车系统安全。

如图 2 所示，整车控制器 3 内设置微控制器，微控制器上设置有电源和通

讯楼口、高速 CAN 接口、低速 CAN接口，以及与仪表驱动、信息存储、模拟信

号处理、数字信号处理相连的接口。整车控制器 1对微型电动轿车动力链的各

个环节进行管理、协调和监控，以提高整车能量利用效率，确保安全性和可靠

性 。. 该控制器通过光隔采集模拟量和数字量的驾驶信号，通过带高速光隔的两

条 CAN 总线分别获得电机和电池系统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和运算，再通过带高

速光隔的两条 CA 总线分别给出电机控制器 1和电池管理系统 4 指令，实现整

车驱动控制、能量优化控制和制动回馈控制。该控制器还具有 CA 仪表接口功

能, 并通过 CAN 仪表显示整车状态信息，此外还具备完善的故障诊断和处理、

整车网关及网络管理功能。

如图 3 所示，电机控制器 1 内设置电机控制单元，电机控制单元上设置有

CAN 接口、电源接口，以及与电流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再生制动控制单元相连

的接口，电机控制单元与电机之间设置有功放单元、位置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

功放单元与电源接口相连。电机控制单元通过 CAN 接口实时接收整车控制器 1

的控制指令，完成直流无刷单电机控制。车辆制动时，完成再生制动控制，实



现能量回收。电机控制单元实时采集电机转子位置信息、电机转速信息、相电

流信息和电机及电机控制器 1 本体的温度信息，并通过 CAN 接口实时发送给整

车控制器 1，以实现整车行驶的动力分配控制。

如图 4 所示，电池管理系统 4 内设置电池管理单元，电池管理单元设置有

CAN 接口，以及与电池组 1 信息、电池组 2 信息、电池组 3 信息、电池组 4 信息、

总电流信息和电池信息存储显示单元相连的接口。电池管理系统 4 根据所配置

的动力电池进行四个电池组的电压、温度信息采集和总电流信息采集，并进行

单体均衡充电控制，通过可离线的电池信息存储显示单元进行电池基准参数的

标定和单体电池信息储存、显示和动力电池组的 S0C 估算，通过内置的 CAN 接

口将电池主要状态信息实时发送给整车控制器 1 迸行整车能量管理控制，并通

过 CA 仪表显示给驾驶员。

如图 5 所示，充电机 5 内设置充电机控制单元，充电机控制单元上设置有

CAN 接口、外部电源接口和内部电源接口，外部电源接口、内部电源接 口与电机

控制单元之间设置有功放单元一，通过充电机控制单元对功放单元一控制，按

照电池的当前状态，实时监控充电电流和电量，对电池进行 自动充电控制，充

电时的电池状态信息也实时发送到整车控制器 1 并通过 CA 仪表显示。

如图 6 所示，CAN 仪表显示 6 内设置仪表控制单元，仪表控制单元上设置有

电量表控制接 口、速度表控制接 口、电流表控制接口、电压表控制接 口、报警

控制接 口、指示灯控制接口和 CAN 接 口，仪表控制单元与 CA 接 口之间设置 CAN

信息处理单元。通过增加嵌入式 CAN 信息处理单元实现与整车控制器 1 的 CAN

总线网络通讯，接收所有要显示的驾驶信息、报警信息、电机状态信息和电池

状态信息，并通过嵌入式 CA 信息处理单元直接传送到仪表控制单元相应的控

制接口，完成相应的仪表表头控制和指示灯控制。电量表、速度表、电流表和



电压表的指示是由嵌入式 CAN信息处理单元根据接收的 CAN 信息发出相应的 PWM

信号来控制的。

本发明在满足车身结构、配重和部件外形要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集成

控制系统的电气技术要求，通过整车控制器 3 及双路 CAN 总线网络完成各电控

部件的信息交换、处理和综合控制，可以满足不同电控部件、不同通讯速率的

实时控制要求，使整车控制性能达到整体最优，也具备了电控系统可拓展性。

整车综合控制策略针对不同的工况，通过实时采集驾驶信号和电控部件信息，

实现整车集成电控系统的弱电控制、强电管理、整车运行状态控制、制动能量

回馈、整车故障保护和仪表显示等功能。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机控制器 （1 ) 、

再生制动控制 （2) 、整车控制器 （3) 、电池管理系统 （4) 、充电机 （5 ) 、

CAN 仪表显示 （6 ) 和 CAN 总线网络，所述的 CAN 总线网络分为低速 CAN 总线网

络和高速 CA 总线网络，电机控制器 （1 ) 、再生制动控制 （2) 通过高速 CAN

总线网络与整车控制器 （3 ) 相连，电池管理系统 （4) 、充电机 （5 ) 、CAN 仪

表显示 （6 ) 通过低速 CAN 总线网络与整车控制器 （3) 相连。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整车控制器 （3) 内设置微控制器，微控制器上设置有电源和通讯接口、高

速 CAN 接口、低速 CAN 接 口，以及与仪表驱动、信息存储、模拟信号处理、数

字信号处理相连的接 口。

3.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机控制器 （1) 内设置电机控制单元，电机控制单元上设置有 C N 接口、

电源接口，以及与电流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再生制动控制单元相连的接口，

电机控制单元与电机之间设置有功放单元、位置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功放单

元与电源接口相连。

4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池管理系统 （4) 内设置电池管理单元，电池管理单元设置有 CAN 接 口，

以及与电池组 1 信息、电池组 2 信息、电池组 3 信息、电池组 4 信息、总电流

信息和电池信息存储显示单元相连的接口。

5.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电机 （5) 内设置充电机控制单元，充电机控制单元上设置有 CAN 接口、



外部电源接 口和内部电源接口，外部电源接口、内部电源接口与电机控制单元.

之间设置有功放单元一。

6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微型电动轿车整车集成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 CAN 仪表显示 （6) 内设置仪表控制单元，仪表控制单元上设置有电量表控

制接口、速度表控制接口、电流表控制接 口、电压表控制接 口、报警控制接 口、

指示灯控制接口和 CAN 接口，仪表控制单元与 CAN 接 口之间设置 CAN 信息处理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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