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647901.9

(22)申请日 2016.08.0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24964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2.21

(73)专利权人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 312500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省级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

(72)发明人 陆小健　唐质勇　甄慧丽　杨海宇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华鼎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3217

代理人 项军

(51)Int.Cl.

G05B 19/04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4719481 U,2015.10.21,说明书15-20

段，附图1.

CN 101417425 A,2009.04.29,说明书第5页

第4段，附图4.

CN 103892571 A,2014.07.02,说明书第9

段，图1.

CN 102963281 A,2013.03.13,全文.

CN 203416941 U,2014.02.05,说明书15段.

CN 201975921 U,2011.09.14,全文.

CN 203930438 U,2014.11.05,全文.

US 2013/0046398 A1,2013.02.21,全文.

审查员 和晟姣

 

(54)发明名称

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控制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

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设于多个立柱内的

多个控制板及多个推杆，用于向所述控制板输入

控制信号的手控器，用于向所述多个控制板供电

的适配器；所述手控器、所述多个控制板、所述适

配器间各通过一根转接线串联，所述控制板用于

控制所述推杆并采集所述推杆的工作信号。采用

本方案，由于各功能模块都是串联在一起的，推

杆与推杆的控制板之间仅需一条转接线就可以，

不会出现连线集中的情况，使得走线更为简洁。

另外，控制系统内置以后外部仅剩一个较小的电

源适配器，安装位置可更为随意，不会因为体积

太大而难于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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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设于多个立柱内的多个

控制板及多个推杆，用于向所述控制板输入控制信号的手控器，用于向所述多个控制板供

电的适配器；所述手控器、所述多个控制板、所述适配器间各通过一根转接线串联，所述控

制板用于控制所述推杆并采集所述推杆的工作信号，所述立柱内设有与所述转接线连接的

第一电阻及第二电阻，所述第一及第二电阻串联，所述控制板内的MCU的第一引脚连接于所

述第一电阻及第二电阻间并读取分压信息，所述MCU处理所述分压信息为立柱编号信息，所

述MCU通过LIN芯片连接于所述转接线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控器

通过多根所述转接线依次向多个所述控制板发送控制信息，多个所述控制板通过所述转接

线向所述手控器反馈工作信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向所

述手控器输入预设推数的上位机，所述手控器、所述上位机、所述多个控制板、所述适配器

间各通过一根转接线串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转接线

内包括LIN总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引

脚通过第三电阻连接于所述第一电阻及第二电阻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所

述控制板或所述推杆为1至4个。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内

设有至少两个连接所述转接线的插头，所述控制板包括至少两个与所述插头匹配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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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桌椅领域，尤其涉及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如今市场上的升降桌系统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将控制器独立于立柱之外，这也

使得外部控制器的体积相当大，可控立柱的数量也有限，而且一般的外置控制器控制立柱

的数量是固定的，不可随意更改立柱数量；在做多个立柱控制时，控制器体积大的劣势尤为

明显；即使有部分厂商将控制器放入立柱内部，也只是简单的将原来方案移植到立柱内部，

使得系统最多兼容两个立柱，其中一个立柱底壳集成了控制器，立柱之间是不一样的，必须

不同立柱搭配才能实现功能。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前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控制系统，用于减小

控制器所占体积，使得走线更为简洁。

[0004] 为达到前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控制

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设于多个立柱内的多个控制板及多个推杆，用于向所述控制板输入

控制信号的手控器，用于向所述多个控制板供电的适配器；所述手控器、所述多个控制板、

所述适配器间各通过一根转接线串联，所述控制板用于控制所述推杆并采集所述推杆的工

作信号。

[0005] 本发明的第一优选方案为：所述手控器通过多根所述转接线依次向多个所述控制

板发送控制信息，多个所述控制板通过所述转接线向所述手控器反馈工作信号。

[0006] 本发明的第二优选方案为：还包括向所述手控器输入预设推数的上位机，所述手

控器、所述上位机、所述多个控制板、所述适配器间各通过一根转接线串联。

[0007] 本发明的第三优选方案为：所述转接线内包括LIN总线。

[0008] 本发明的第四优选方案为：所述立柱内设有与所述转接线连接的第一电阻及第二

电阻，所述第一及第二电阻串联，所述控制板内的MCU的第一引脚连接于所述第一电阻及第

二电阻间并读取分压信息，所述MCU处理所述分压信息为立柱编号信息。

[0009] 本发明的第五优选方案为：所述第一引脚通过第三电阻连接于所述第一电阻及第

二电阻间。

[0010] 本发明的第六优选方案为：所述MCU通过LIN芯片连接于所述转接线上。

[0011] 本发明的第七优选方案为：所述立柱、所述控制板或所述推杆为1至4个。

[0012] 本发明的第八优选方案为:所述立柱内设有至少两个连接所述转接线的插头，所

述控制板包括至少两个与所述插头匹配的接口。

[0013] 本发明具备如下技术效果：由于各功能模块都是串联在一起的，推杆与推杆的控

制板之间仅需一条转接线就可以，不会出现连线集中的情况，使得走线更为简洁。本方案中

控制系统内置以后则外部仅剩一个较小的电源适配器，安装位置可更为随意，不会因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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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太大而难于安放。

[0014] 本发明的这些特点和优点将会在下面的具体实施方式、附图中详细的揭露。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控制系统的原理框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工作原理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LIN总线实现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解释和说明，但下

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全部。基于实施方式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

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0] 实施例1。

[0021] 参看图1、图2，一种基于LIN通信的内置升降桌控制系统，包括第一立柱、第二立

柱、第三立柱、第四立柱、手控器、上位机及适配器，第一立柱内设有推杆A，第二立柱内设有

推杆B、第三立柱内设有推杆C、第四立柱内设有推杆D；第一立柱内设有控制推杆A的第一控

制板A，第二立柱内设有控制推杆B的第二控制板B，第三立柱内设有控制推杆C的第三控制

板C，第四立柱内设有控制推杆D的第四控制板D。

[0022] 手控器通过第一转接线与第一控制板A连接，第一控制板A通过第二转接线与第二

控制板B连接，第二控制板B通过第三转接线与第三控制板C连接，第三控制板C通过第四转

接线与第四控制板D连接，第四控制板D通过第五转接线与上位机连接，上位机通过第六转

接线与适配器连接。

[0023] 参看图3，前述第一至第六转接线包括LIN总线，第一控制板A上包括与第一转接线

连接的第一LIN芯片及与第二转接线连接的第二LIN芯片，第一LIN芯片的第一引脚与第一

电阻的一端连接，第一电阻的另一端与第二电阻的一端连接，第一控制板A内的MCU通过第

三电阻连接于第一电阻和第二电阻的连接端并读取分压信息，MCU处理分压信息为立柱编

号信息，并接收相应立柱编号所应当执行的指令信息。第二控制板B、第三控制板C、第四控

制板D内的MCU皆读取相应的分压信息，并根据分压信息确定立柱编号信息。在本实施例中，

设第一控制板A内所读取到的分压信息为4伏，则判定其立柱编号为第一立柱，其所控制的

推杆A设于第一立柱内。另一实施例中，若第一控制板A与第二控制板B的位置互换，则此时

第二控制板B读取到的分压信息为4伏，则判定其立柱编号为第一立柱，其所控制的推杆B设

于第一立柱内。

[0024] 工作过程中，手控器担当整个系统的主机，其余均为从机，当手控器首先给第一控

制板A下达指令，再由第一控制板A执行指令内容，然后将推杆A的工作信号反馈给手控器并

给第二控制板B指令；第二控制板B得到第一控制板A指令后执行指令内容,然后将推杆B的

工作信号的工作信号反馈给手控器并下达指令给第三控制板C，如此反复直到最后一个从

机的工作信号反馈给手控器整改执行完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推杆内的控制板均需

要与手控器通讯，并要与相邻的从机推杆内的控制板通讯，通讯较为复杂。若引入LIN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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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来实现系统内部的各个模块之间的通讯；每个模块均有一个带UART的MCU，  前述MCU通

过LIN芯片连接于所述转接线上，通过专用LIN芯片将MCU的两线SCI信号转换为单根线LIN

总线信号，从而建立LIN总线将所有模块联系起来；通过LIN总线技术结合特殊定义的通讯

协议，将所有控制信息集成化，实现多个立柱同步升降、位置记忆、遇阻回退等电动升降桌

特有的功能。

[0025] 从图2系统工作流程图可以看出整个系统的信息是一个闭环设计，这种闭环信号

传递很好的解决了当信号丢失主机无法发现的问题，只要系统中的任意一个环节出现信号

丢失，整个系统的信号传输就会中断，一旦通讯中断，手控器、立柱系统在固定时间内接收

不到信息，就会立刻停止当前运动，手控器显示相应的错误代码。

[0026] 由于推杆的控制板在LIN总线上需要分A、B、C、D，而仅通过LIN总线是无法将推杆

做区分的，除非每一个推杆的程序不同，这样就违背最初设计的理念，要达到推杆自动识别

“身份”且每一个推杆软件和硬件都需要相同，这里我们增加了电阻分压模拟量检测电路，

通过模拟量分压技术使控制系统能够自动识别立柱数量、立柱顺序，并且这些设备之间能

够以任意的顺序串联；通过在单个立柱的两个接口的其中一条线中间串联两个电阻，然后

通过MCU来读取串联两个的电压实现差别化，通过采集的不同电压且执行MCU中预定的某段

程序来实现推杆的自动识别。具体流程为：

[0027] 由图3分压检测图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立柱里的分压检测电阻都是一样的，不管

怎么串联系统总是会形成以下回路，这就是A、B、C、D可以完全互换的原理，只要位置发生更

变，其检测的电压就会随之变化，从而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最后还是形成如图2一样的

系统工作图。

[0028] 由图3分压检测单个立柱内的结构可以看出，我们使用了三个电阻，连接MCU的第

三电阻在第一电阻和第二电阻相连处取电压，第三电阻只是为了保护端口。

[0029] 如此设计，是可以实现无论立柱的两个接口怎么插分压都是一样的，这样才可以

实现随便插；如果立柱内部分压仅用一个电阻实现的话，那么其两个相同的插口内部连接

就不一样了，在串联中就很容易出现插错，插错后就会出现同一位置分压不同的情况；故当

使用两个电阻取中间电压就不会出现插错的情况，当位置固定后无论两个口怎么插都是固

定的分压。

[0030] 立柱数可变；可实现任意多个(1～4)立柱同步升降，系统中推杆的数量是可变的；

当推杆数量改变后，仅需运用上位机将手控器的预设推数更改为现有推杆实际数量后便可

实现功能。具体更改方式为：上位机向手控器发送预设推数信息，手控器接收该预设推数信

息后并解码出其中的预设推数，并按照所述预设推数驱动立柱内的推杆工作。

[0031] 由于转接线是连接于立柱与立柱间，立柱内设有两个连接所述转接线的插头，所

述控制板包括所述插头匹配的第一接口及第二接口，多个立柱内的两个插头完全相同。设

于立柱内控制板上的第一电阻与第一接口连接、第二电阻与第二接口连接。如此，所有立柱

上有两个完全相同插座，连接手控器、相互连接、连接电源、连接上位机的都可以通过这两

个接口实现，不区分次序，仅需将所有功能模块串联便可实现系统的功能，接插方便，不会

误插。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熟悉

该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白本发明包括但不限于附图和上面具体实施方式中描述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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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任何不偏离本发明的功能和结构原理的修改都将包括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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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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