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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

控制板卡，该发明包括：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

片，CAN通讯电路，开关量电压采集电路，开关量

继电器输出电路，高频电磁阀控制电路，电流模

拟量采集电路，ID身份识别电路，看门狗电路，数

据存储电路，实时时钟电路以及电源处理电路。

本发明的智能控制板卡在机车制动控制系统中

多个地方可同时使用，取代原有系统中各个不同

类型的制动控制板卡，大大的减少了制动控制板

卡种类，缩短系统的开发周期，降低系统的使用

维护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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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其特征在于：包括：

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用于接收机车当前制动指令，并根据该制动指令计算目标压

力值，输出当前工作状态；

CAN通讯电路，用于CAN网络通讯，与外部系统和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之间进行数据

交互；

开关量电压采集电路，用于采集外部输入的开关量指令；

开关量继电器输出电路，用于接收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的输出信号，以向机车反馈

当前制动系统工作状态；

高频电磁阀控制电路，用于控制电磁阀进行充排气动作；

电流模拟量采集电路，用于采集机车压力传感器信息并输送至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

片；

ID身份识别电路，用于自动识别当前控制板卡的安装位置，并将该识别信号传递至

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

看门狗电路，用于实时监控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的当前工作状态，若检测到异常信

号，将该异常信号输出以控制机车重新复位电路；

数据存储电路，用于记录当前数据存储电路的校准参数以及系统上点瞬间的参数还

原；

实时时钟电路，为系统提供当前时间；

电源处理电路，为系统提供运行电能；

其中，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包括制动控制管理模块、闭环压力控制算法模块和故障

自诊断模块，其中

制动控制管理模块接收所有的输入信号，并根据输入信号，完成当前模块对机车紧急

制动、自动制动、惩罚制动的动作响应，并计算目标压力值；该输入信号包括来自CAN网络的

制动指令信号、开关量电压采集电路的开关量指令信号、时钟信号、数据存储数据、ID身份

识别数据；

闭环压力控制算法模块根据制动控制管理模块计算出的目标压力，完成对当前控制模

块的压力控制；

故障自诊断模块用于对系统自身故障进行诊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其特征在于：该智能控制板

卡安装于列车管控制模块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其特征在于：该智能控制板

卡安装于分配阀控制模块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其特征在于：该智能控制板

卡安装于单独制动控制模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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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铁路机车制动控制领域，尤其涉及应用于分布式网络化智能化新型机

车制动控制系统中的核心智能控制板卡。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机车制动系统的智能化、网络化发展趋势，机车制动系统原有纯气路控制方

式逐渐被淘汰，由微机控制的机车制动系统已经成为现有产品的主流。机车制动系统对整

个列车的制动控制主要由三个重要模块实现，分别为列车管控制模块、分配阀控制模块、单

独制动控制模块，统一受机车制动控制系统控制箱控制，通过与机车指令信息交互完成对

制列车管压力、分配阀压力和单独制动压力等的控制。

[0003] 但是，由于机车制动控制系统中逻辑处理信号非常多，机车制动系统的控制机箱

是由多个不同板卡组成现，整个控制系统所使用到的不同形式的控制板数量多、形式复杂、

软件集中度高，对整个系统的开发周期、使用维护等带来诸多不便。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该智

能控制板卡在机车制动控制系统中多个地方同时使用，取代原有系统中各个不同类型的制

动控制板卡，大大的减少了制动控制板卡种类，缩短系统的开发周期，降低系统的使用维护

难度。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包括：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用于接

收机车当前制动指令，并根据该制动指令计算目标压力值，输出当前工作状态；CAN通讯电

路，用于CAN网络通讯，与外部系统和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之间进行数据交互；开关量电

压采集电路，用于采集外部输入的开关量指令；开关量继电器输出电路，用于接收DSPIC数

字信号处理芯片的输出信号，以向机车反馈当前制动系统工作状态；高频电磁阀控制电路，

用于控制电磁阀进行充排气动作；电流模拟量采集电路，用于采集机车压力传感器信息并

输送至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ID身份识别电路，用于自动识别当前控制板卡的安装位

置，并将该识别信号传递至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看门狗电路，用于实时监控DSPIC数字

信号处理芯片的当前工作状态，若检测到异常信号，将该异常信号输出以控制机车重新复

位电路；数据存储电路，用于记录当前电路的校准参数以及系统上点瞬间的参数还原；实时

时钟电路，为系统提供当前时间；电源处理电路，为系统提供运行电能。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包括制动控制管理模块、闭环

压力控制算法模块和故障自诊断模块，其中制动控制管理模块接收所有的输入信号，并根

据输入信号，完成当前模块对机车紧急制动、自动制动、惩罚制动的动作响应，并计算目标

压力值；该输入信号包括来自CAN网络的制动指令信号、开关量电压采集电路的开关量指令

信号、时钟信号、数据存储数据、ID身份识别数据；闭环压力控制算法模块根据制动控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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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块计算出的目标压力，完成对当前控制模块的压力控制；故障自诊断模块用于对系统

自身故障进行诊断。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该智能控制板卡安装于列车管控制模块上。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该智能控制板卡安装于分配阀控制模块上。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该智能控制板卡安装于单独制动控制模块上。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和积极效果在于：

[0012] 1、本发明的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其通过各模块的设置，具备CAN网

络通讯、开关量电压采集、开关量继电器输出、高频电磁阀控制、电流模拟量数据采集、ID身

份识别、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制动控制管理、闭环压力控制核心算法、故障自诊断等功

能，并可配置于列车管控制模块、分配阀控制模块、单独制动控制模块等，接受机车制动指

令，自动完成对上述模块的制动控制。

[0013] 2、本发明的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可在机车制动控制系统中多个地

方同时使用，取代原有系统中各个不同类型的制动控制板卡，可大大减少制动控制板卡种

类，缩短系统的开发周期，降低系统的使用维护难度。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的软件框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中压力控制算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通过示例性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然而应当理解，在没有进一

步叙述的情况下，一个实施方式中的元件、结构和特征也可以有益地结合到其他实施方式

中。

[0018] 参见图1，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包括：DSPIC数

字信号处理芯片，用于接收机车当前制动指令，并根据该制动指令计算目标压力值，输出当

前工作状态；CAN通讯电路，用于CAN网络通讯，与外部系统和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之间

进行数据交互；开关量电压采集电路，用于采集外部输入的开关量指令并输入至DSPIC数字

信号处理芯片；开关量继电器输出电路，用于接收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的输出信号，以

向机车反馈当前制动系统工作状态；高频电磁阀控制电路，用于控制电磁阀进行充排气动

作；电流模拟量采集电路，用于采集机车压力传感器信息并输送至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

片；ID身份识别电路，用于自动识别当前控制板卡的安装位置，并将该识别信号传递至

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看门狗电路，用于实时监控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的当前工作

状态，若检测到异常信号，将该异常信号输出以控制机车重新复位电路；数据存储电路，用

于记录当前电路的校准参数以及系统上点瞬间的参数还原；实时时钟电路，为系统提供当

前时间；电源处理电路，为系统提供运行电能。

[0019] 以上，进一步从图1中可知，开关量电压采集电路、电流模拟量数据采集电路、ID身

份识别电路均为单向将其采集信号输入至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开关量继电器输出电

路为单向将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中信号输出至系统外部；而CAN通讯电路、高频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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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电路、看门狗电路、数据存储电路以及实时时钟电路均与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之间

为双向互通，以进行数据交互。

[0020] 进一步参见图1，DSPIC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包括制动控制管理模块、闭环压力控制

算法模块和故障自诊断模块，其中制动控制管理模块接收所有的输入信号，并根据输入信

号，完成当前模块对机车紧急制动、自动制动、惩罚制动的动作响应，并计算目标压力值；该

输入信号包括来自CAN网络的制动指令信号、开关量电压采集电路的开关量指令信号、时钟

信号、数据存储数据、ID身份识别数据；闭环压力控制算法模块根据制动控制管理模块计算

出的目标压力，完成对当前控制模块的压力控制；故障自诊断模块用于对系统自身故障进

行诊断。

[0021] 另外，作为本发明通用化的体现，本发明的智能控制板卡可安装于列车管控制模

块上、分配阀控制模块或单独制动控制模块上。

[0022] 在确认安装位置时，通过ID身份识别电路具体识别当前位置，ID身份识别电路通

过不同的跳线短接，DSPIC数字处理芯片通过采集到的“001”、“010”、“100”等数字量信号，

智能识别当前电路板的安装位置，即区别当前位置是否为列车管模块、电子分配阀模块、单

独制动模块等。当机车制动控制系统通用式智能控制板卡确认当前的安装位置后，自动调

整工作模式，完成对目标压力的控制。下面以三个实施例举例说明本发明的智能控制板卡：

[0023] 实施例1：当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安装在列车管控制模块上时，如图

2所示，CAN网络通讯电路接收来自制动控制器的自动制动控制指令，实现对列车管压力的

控制，分别控制列车管压力值如下表1所示：

[0024]

[0025] 表1列车管压力控制目标值

[0026] 在本实施例中，开关量电压采集模块采集来外部输入信号，包括紧急制动指令信

号、惩罚制动指令信号，完成列车管压力的控制；开关量继电器输出模块，用于向外输出当

前智能控制板卡的工作状态。

[0027] 实施例2：当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安装在分配阀控制模块上时，如图

2所示，CAN网络通讯电路接收当前列车管的压力，智能控制板卡根据当前工作模式，计算出

分配阀模块的压力输出值并进行精确控制，计算算法如下：

[0028] 定压500kPa：分配阀压力(kPa)＝(500-BP)*2.6-30，BP<450，当分配阀计算压力大

于360kPa时，分配阀压力(kPa)＝360kPa。

[0029] 定压600kPa：分配阀压力(kPa)＝((600-BP)*32-300)/13,BP<550，当分配阀计算

压力大于420kPa时，分配阀压力(kPa)＝420kPa。

[0030] BP：列车管压力，单位kPa。

[0031] 在本实施例中，开关量继电器输出模块，用于向外输出当前智能控制板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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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0032] 实施例3：当机车制动控制系统的智能控制板卡安装在单独制动控制模块上时，如

图2所示，CAN网络通讯电路接收制动控制器的单独制动控制指令，根据单独制动手柄的位

置指令，实现对单独制动模块压力0～300kPa的控制。

[0033] 在该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闭环压力控制算法接收目标压力值，并根据电流模拟

量采集模块采集到的压力传感器信息，闭环控制高频电磁阀充排气动作。

[0034] 进一步如图3所示，闭环压力控制算法顺次如下：获取目标压力值，采集实际压力

值，比较目标压力和实际压力的压力差是否大于5KPa，此时包括目标压力减实际压力的的

压力差是否大于5KPa，目标压力减实际压力的的压力差是否小于-5KPa，如目标压力和实际

压力的压力差大于5kPa时，则充气可为0～1000毫秒(优选时间为500毫秒)；如目标压力和

实际压力的压力差小于-5kPa时，则排气在0～1000毫秒(优选时间为500毫秒)；若目标压力

和实际压力的压差小于5kPa时并且大于-5kPa时，则不充气并不排气进行保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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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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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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