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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测试

平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

联锁系统的测试平台，包括被测联锁系统、测试

电脑和测试主机，被测联锁系统包括联锁机和分

别与联锁机连接的驱动单元、采集单元，测试电

脑与联锁机通信连接，测试主机包括驱动测试单

元和采集测试单元，驱动测试单元包括与驱动板

连接的驱动测试组件，驱动测试组件包括电流电

压测试模块和驱动负载，采集测试单元包括与采

集板连接采集测试组件，采集测试组件包括信号

输入开关。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备较

高的可操作性，可直接读取驱动单元每一路的驱

动电压和驱动电流，无需使用万用表在驱动板上

逐个测量驱动位，提高测试过程的效率，以及被

测产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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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测试平台，包括被测联锁系统、测试电脑和测

试主机，所述被测联锁系统包括联锁机和分别与联锁机连接的驱动单元、采集单元，所述驱

动单元包括驱动板，所述采集单元包括采集板，所述测试电脑与所述联锁机通信连接，其特

征在于，所述测试主机包括驱动测试单元和采集测试单元，所述驱动测试单元包括与所述

驱动板连接的驱动测试组件，所述驱动测试组件包括电流电压测试模块和驱动负载，所述

采集测试单元包括与所述采集板连接采集测试组件，所述采集测试组件包括信号输入开

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测试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测试单元包括多个驱动测试组件，所述采集测试单元包括多个采集测试组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测试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测试单元包括驱动插座，所述驱动插座上设有与每个驱动测试组件的输入端对应

连接的多个驱动接口。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测试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采集测试单元包括采集插座，所述采集插座上设有与每个采集测试组件的输入端对应

连接的多个采集接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测试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驱动测试单元还包括电源转换模块，所述电源转换模块的输出端与每个电流电压测试

模块分别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测试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信号输入开关与-24电源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测试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信号输入开关包括扭子开关。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测试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测试主机的0V接口和-24V接口分别与被测联锁系统的0V接口和-24V接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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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测试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联锁系统测试平台，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联

锁系统的测试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TYJL-III计算机联锁设备是二取二乘二容错型计算机联锁系统，由两套独立的联

锁设备组成，单系工作，另一系备用。

[0003] 目前，TYJL-III计算机联锁设备的测试平台可检测驱动板是否能正确输出信息，

采集板能否正确采集信息，但存在如下缺陷：1)测试主机无法测量驱动板各路驱动电压，只

能通过人工使用万用表逐路测量；2)现场应用时，驱动板的驱动电压要大于21V才能驱动后

级设备，现测试平台的驱动测试电路没有负载，无法模拟实际应用条件测量驱动电压，测试

结果不能完全满足现场使用要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用于TYJL-

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测试平台。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测试平台，包括被测联锁系统、测试电脑和

测试主机，所述被测联锁系统包括联锁机和分别与联锁机连接的驱动单元、采集单元，所述

驱动单元包括驱动板，所述采集单元包括采集板，所述测试电脑与所述联锁机通信连接，所

述测试主机包括驱动测试单元和采集测试单元，所述驱动测试单元包括与所述驱动板连接

的驱动测试组件，所述驱动测试组件包括电流电压测试模块和驱动负载，所述采集测试单

元包括与所述采集板连接采集测试组件，所述采集测试组件包括信号输入开关。

[0007] 优选的，所述驱动测试单元包括多个驱动测试组件，所述采集测试单元包括多个

采集测试组件。

[0008] 优选的，所述驱动测试单元包括驱动插座，所述驱动插座上设有与每个驱动测试

组件的输入端对应连接的多个驱动接口。

[0009] 优选的，所述采集测试单元包括采集插座，所述采集插座上设有与每个采集测试

组件的输入端对应连接的多个采集接口。

[0010] 优选的，所述驱动测试单元还包括电源转换模块，所述电源转换模块的输出端与

每个电流电压测试模块分别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信号输入开关与-24电源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信号输入开关包括扭子开关。

[0013] 优选的，所述测试主机的0V接口和-24V接口分别与被测联锁系统的0V接口和-24V

接口连接。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1826349 U

3



[0015] 1、具备较高的可操作性，采用电压电流显示模块，可直接读取驱动单元每一路的

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无需使用万用表在驱动板上逐个测量驱动位，提高了测试过程的效

率，以及被测产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0016] 2、测试平台采用高精度电压电流显示模块，避免测试过程中由于使用万用表点接

测试点不当造成的测量误差。

[0017] 3、测试平台模拟TYJL-III计算机联锁设备现场工作时的条件，测试平台内置负

载，可模拟实际应用场景测量驱动电压，确保驱动电压满足要求，使测试通过的驱动单元在

现场能可靠工作。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驱动测试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采集测试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标注：1-1、测试电脑，2-1、测试主机，2-2、显示模块，2-3、扭子开关，3-1、被测

联锁系统，3-2、联锁机，3-3、驱动单元，3-4、采集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以本实用新型

技术方案为前提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实施例。

[0024] 如图1所示，TYJL-III计算机联锁设备主要构成有联锁逻辑子系统、输入子系统、

输出子系统、操作显示子系统、维修终端子系统、电源子系统。联锁逻辑子系统分别与、输入

子系统、输出子系统、操作显示子系统、维修终端子系统、电源子系统连接。

[0025] 联锁逻辑子系统，即联锁机3-2，是用于完成联锁运算的计算机，也称为下位机。输

入子系统，即采集单元3-4，内装采集板，负责采集信号机、道岔、轨道区段等的状态继电器

的信息。输出子系统，即驱动单元3-3，内装驱动板，负责通过继电器驱动信号机、道岔等。操

作显示子系统由监控机和控制台构成，是车务人员与联锁系统的人机交互接口设备。维修

终端子系统包括维修机、打印机等，是电务人员与联锁系统的人机交互接口设备。电源子系

统为系统内其他设备提供AC220V电源和DC24V电源。

[0026] 如图1所示，采集单元3-4通过状态继电器采集信号机、道岔、轨道区段的状态信

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逻辑子系统，逻辑子系统将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后传递给操作显示

子系统和其他信号设备，如TCC(列控中心)、RBC(无线闭塞中心)。操作显示子系统同时与

CTC(分散自律式调度集中系统)或TDCS(调度指挥信息管理系统)进行通信，接收外部信号

设备的信息后给逻辑子系统发指令，逻辑子系统结合TCC和RBC提供的信息，控制驱动单元

3-3工作，从而控制道岔的定反位、信号机的亮灭等。

[0027] 本申请根据轨道交通行业对设备可靠性、安全性的要求，克服现有测试方法存在

的缺陷而提出一种测试结果全面、准确度高、可操作性强和测试效率高并且易于维护的

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测试平台，用于对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出厂前的检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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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其生命周期内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维护性。

[0028] 实施例

[0029] 如图2所示，一种用于TYJL-III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测试平台，适用于TYJL-III计算

机联锁系统的测试，包括测试联锁机3-2板卡是否能正常工作、采集单元3-4是否能正确采

集到信息、驱动单元3-3是否能正确驱动出信息。该测试平台包括被测联锁系统3-1、测试电

脑1-1和测试主机2-1。由于联锁机3-2、驱动单元3-3、采集单元3-4之间可以双向发送信息，

可以判断联锁机3-2、驱动单元3-3、采集单元3-4之间的是否能正常通信。

[0030] 测试电脑1-1与联锁机3-2通信连接，对联锁机3-2发送驱动命令并接收联锁机3-2

发出的采集单元3-4的状态信息。测试电脑1-1中装有现有的测试软件，本可使用

IIIchoose。

[0031] 测试主机2-1包括驱动测试单元和采集测试单元。驱动测试单元包括与多个驱动

板分别连接的多个驱动测试组件，驱动测试组件包括电流电压测试模块和驱动负载，电流

电压测试模块可使用BY42G型号。采集测试单元包括与多个采集板分别连接的多个采集测

试组件，采集测试组件包括信号输入开关。

[0032] 如图3所示，驱动测试单元包括驱动插座，驱动插座上设有与每个驱动测试组件的

输入端对应连接的多个驱动接口。测试主机2-1与驱动单元3-3通过驱动电缆连接，驱动电

缆即由驱动插座引出。本实施例中，驱动单元3-3中的驱动板有16路输出，每路由一块电压

电流测量模块进行测量。驱动插座的P1、P2、P3……P16接口即对应电路中的“驱动-1”、“驱

动-2”、“驱动-3”……“驱动-16”的端口，本实施例中P17到P32空置未用。每个电压电流测量

模块配一个驱动负载电阻R，模拟实际工作时的负载，可测量驱动板在实际工作时驱动电压

的大小能否满足要求，同时能测出驱动电流。测试主机2-1内置电压转化模块，将AC220V转

化为DC24V给电压电流测量模块供电。驱动板每路的输出为+24V，测试主机2-1提供0V，形成

电压差供测量。当测试软件上点亮一路驱动位时，测试电脑1-1向联锁机3-2发送信息，联锁

机3-2向驱动单元3-3发送指令，驱动单元3-3内驱动板上的对应灯位会点亮，测试主机2-1

上的对应驱动电压电流测量模块会显示具体的驱动电压值和驱动电流值，由此判断驱动板

能否正常工作。电流电压测试模块设有显示模块2-2，测试人员可通过测试平台上的显示模

块2-2直接读取驱动电压、驱动电流，无需使用万用表逐个在被测联锁系统3-1机柜上测量

驱动位，提升测试效率和准确度。

[0033] 如图4所示，采集测试单元包括采集插座，采集插座上设有与每个采集测试组件的

输入端对应连接的多个采集接口。测试主机2-1与采集单元3-4通过采集电缆连接，采集电

缆由采集插座引出。采集单元3-4中的采集板可采集32路信息，采集插座的S1、S2、S3……

S32接口对应电路中的“采集-1”、“采集-2”、“采集-3”……“采集-32”的端子，每路由一个扭

子开关2-3控制。测试主机2-1提供-24V，当开关闭合时，采集单元3-4中的采集板就可以采

集到的-24V，采集板上的对应灯位点亮，采集单元3-4向联锁机3-2发送信息，联锁机3-2向

测试电脑1-1发送信息，测试软件上对应采集灯位也会点亮，由此判断采集板能否正常工

作。

[0034] 该测试平台的测试过程包括：

[0035] 1)用通信电缆将测试电脑1-1和被测联锁系统3-1机柜的联锁机3-2连接起来；

[0036] 2)用驱动电缆将测试主机2-1和被测联锁系统3-1机柜的驱动单元3-3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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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3)用采集电缆将测试主机2-1和被测联锁系统3-1机柜的采集单元3-4连接起来；

[0038] 4)用电源线将测试主机2-1上的0V、-24V与被测联锁系统3-1机柜上的0V、-24V连

接起来；

[0039] 5)打开被测联锁系统3-1机柜上的电源，等待被测联锁系统3-1机柜上的板卡初始

化完成；

[0040] 6)观察联锁机3-2内各板卡灯位显示是否正常点亮，驱动单元3-3和采集单元3-4

内的板卡电源指示灯是否点亮，确认无误后进行下一步；

[0041] 7)打开测试电脑1-1中已安装好的测试程序，输入采集板、驱动板数量；

[0042] 8)在测试电脑1-1的测试界面中，点亮各驱动位，查看被测联锁系统3-1机柜上驱

动单元3-3对应灯位是否正确点亮，测试主机2-1上对应显示模块2-2是否正确显示驱动电

压及驱动电流；

[0043] 9)正确后记录各路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

[0044] 10)打开测试主机2-1上各路采集开关，观察被测联锁系统3-1机柜上采集单元3-4

对应灯位是否正确点亮；

[0045] 11)正确后记录采集单元3-4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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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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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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