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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基于功能安全的工程机械车载控制器，

包括电源模块、主处理单元和从处理单元；所述

主处理单元包括MCU1、输入模块1、输出模块1、通

信模块1、时钟1、电源监控模块、看门狗模块1和

存储模块1；MCU1分别与输入模块1、输出模块1、

通信模块1、时钟1、电源监控模块1、看门狗模块1

和存储模块1连接；所述从处理单元包括MCU2、输

入模块2、输出模块2、通信模块2、时钟2、电源监

控模块2、看门狗模块2和存储模块2；MCU2分别与

输入模块2、输出模块2、通信模块2、时钟2、电源

监控模块2、看门狗模块2和存储模块2连接。该控

制器能分别满足起重机和高空车平台用于关键

控制系统和高安全要求的领域，能提高系统的可

靠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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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功能安全的工程机械车载控制器，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源模块、主处理单元

和从处理单元；

所述主处理单元包括MCU1、输入模块1、输出模块1、通信模块1、时钟1、电源监控模块1、

看门狗模块1和存储模块1；MCU1分别与输入模块1、输出模块1、通信模块1、时钟1、电源监控

模块1、看门狗模块1和存储模块1连接；

所述从处理单元包括MCU2、输入模块2、输出模块2、通信模块2、时钟2、电源监控模块2、

看门狗模块2和存储模块2；MCU2分别与输入模块2、输出模块2、通信模块2、时钟2、电源监控

模块2、看门狗模块2和存储模块2连接；

MCU1作为主处理器，MCU2作为从处理器，MCU1和MCU2通过CAN  Safety总线连接，并进行

交互通信；MCU1和MCU2均用于完成数据采集、逻辑的执行、数据的计算及Can  Safety和

Ethernet的通信功能；

所述电源模块分别用于向主处理单元和从处理单元进行电源的供应；

所述输入模块1包括数字量输入模块和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于将外部数据输入到MCU1

中；所述输出模块1用于将MCU1发出的执行命令发送给外部设备；所述通信模块1用于建立

MCU1与外部网络或设备的交互通信；所述时钟1用于提供外部时钟；所述电源监控模块1用

于监控供电电源电压；所述看门狗模块1用于监控MCU1中程序的执行和晶振的漂移；所述存

储模块1用于MCU2数据的存储和读出；

所述输入模块2包括数字量输入模块和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于将外部数据输入到MCU2

中；所述输出模块2用于将MCU2发出的执行命令发送给外部设备；所述通信模块2用于建立

MCU2与外部网络或设备的交互通信；所述时钟2用于提供外部时钟；所述电源监控模块2用

于监控供电电源电压；所述看门狗模块2用于监控MCU2中程序的执行和晶振的漂移；所述存

储模块2用于MCU2数据的存储和读出。

2.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一种基于功能安全的工程机械车载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源模块主要由EMC保护电路和滤波电路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  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功能安全的工程机械车载控制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存储模块1和存储模块2均包括SDRAM、铁电FRAM和串行线性Flash存储器，其中SDRAM作

为MCU的内存使用，用于暂存控制器逻辑执行过程中的过程数据；铁电FRAM电路用于存储功

能安全控制器运行时系统配置参数；串行线性Flash存储器用于存储控制器的log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功能安全的工程机械车载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通信模块1和通信模块2均主要由基于网络冗余的Ethernet电路和CAN通信电路组成，所述

基于网络冗余的Ethernet电路用于通过Ethernet安全通信协议完成功能安全控制器逻辑

的下装和系统数据的监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功能安全的工程机械车载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输出模块1和输出模块2均主要由高边功率开关、功率MOSFET、电流放大器和运算放大器组

成；所述高边功率开关采用BTS5215L；所述功率MOSFET采用N沟道IPB015N08，作为功率电源

总开关；所述电流放大器采用LMP8601，用于对PWM输出的电流采集和放大，并经运算放大器

跟随电路进入MPU的ADC通道；所述运算放大器采用4通道轨至轨运算放大器MCP602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功能安全的工程机械车载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看门狗模块1和2均为带独立时基和带时间窗的看门狗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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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功能安全的工程机械车载控制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车载控制器，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功能安全的工程机械车载控制

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程机械行业大吨位起重机驾驶室控制、上车主控，直臂/曲臂高空车平台、

转台、底盘控制等车型对功能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功能安全控制器的应用需求越来越大。

根据EN280:2013+A1:2015 《移动提升工作平台设计计算稳定性标准建造安全性检验和试

验》标准，用于高空车平台的功能安全控制器需要支持Cat.3架构。Cat.2架构的功能安全控

制器用于起重机设备，可以提供更多的通道资源。功能安全控制器与普通车载控制器不同，

不仅能提供普通控制器的功能，更能实现安全控制功能，符合IEC  61508和ISO  13849等控

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标准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基于功能安全的工程机械车

载控制器，该控制器能分别满足起重机和高空车平台用于关键控制系统和高安全要求的领

域，能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基于功能安全的工程机械车载控制器，

包括电源模块、主处理单元和从处理单元；

[0005] 所述主处理单元包括MCU1、输入模块1、输出模块1、通信模块1、时钟1、电源监控模

块、看门狗模块1和存储模块1；MCU1分别与输入模块1、输出模块1、通信模块1、时钟1、电源

监控模块1、看门狗模块1和存储模块1连接；

[0006] 所述从处理单元包括MCU2、输入模块2、输出模块2、通信模块2、时钟2、电源监控模

块2、看门狗模块2和存储模块2；MCU2分别与输入模块2、输出模块2、通信模块2、时钟2、电源

监控模块2、看门狗模块2和存储模块2连接；

[0007] MCU1作为主处理器，MCU2作为从处理器，MCU1和MCU2通过CAN  Safety总线连接，并

进行交互通信；MCU1和MCU2均用于完成数据采集、逻辑的执行、数据的计算及Can  Safety和

Ethernet的通信功能；

[0008] 所述电源模块分别用于向主处理单元和从处理单元进行电源的供应；

[0009] 所述输入模块1包括数字量输入模块和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于将外部数据输入到

MCU1中；所述输出模块1用于将MCU1发出的执行命令发送给外部设备；所述通信模块1用于

建立MCU1与外部网络或设备的交互通信；所述时钟1用于提供外部时钟；所述电源监控模块

1用于监控供电电源电压；所述看门狗模块1用于监控MCU1中程序的执行和晶振的漂移；所

述存储模块1用于MCU2数据的存储和读出；

[0010] 所述输入模块2包括数字量输入模块和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于将外部数据输入到

MCU2中；所述输出模块2用于将MCU2发出的执行命令发送给外部设备；所述通信模块2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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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MCU2与外部网络或设备的交互通信；所述时钟2用于提供外部时钟；所述电源监控模块

2用于监控供电电源电压；所述看门狗模块1用于监控MCU1中程序的执行和晶振的漂移；所

述存储模块2用于MCU2数据的存储和读出。

[0011] 所述电源模块主要由EMC保护电路和滤波电路组成。

[0012]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存储模块1和存储模块2均包括SDRAM、铁电FRAM和串行线性

Flash存储器，其中SDRAM作为MCU的内存使用，用于暂存控制器逻辑执行过程中的过程数

据；铁电FRAM电路用于存储功能安全控制器运行时系统配置参数；串行线性Flash存储器用

于存储控制器的log信息。

[0013]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通信模块1和通信模块2均主要由基于网络冗余的Ethernet电

路和CAN通信电路组成，所述基于网络冗余的Ethernet电路用于通过Ethernet安全通信协

议完成功能安全控制器逻辑的下装和系统数据的监控。

[0014]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输出模块1和输出模块2均主要由高边功率开关、功率MOSFET、

电流放大器和运算放大器组成；所述高边功率开关采用BTS5215L；所述功率MOSFET采用N沟

道IPB015N08，作为功率电源总开关；所述电流放大器采用LMP8601，用于对PWM输出的电流

采集和放大，并经运算放大器跟随电路进入MPU的ADC通道；所述运算放大器采用4通道轨至

轨运算放大器MCP6024。

[0015]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看门狗模块1和2均为带独立时基和带时间窗的看门狗芯片。

[0016] 该控制器总体上采用双功能安全MCU实现，双MCU经过SIL3安全完整性等级认证。

Cat.2架构中，控制器采用单MCU作为主处理器，运行用户程序，另一个MCU作为从处理器用

于实现控制器间安全通信、IO通道信号采集和控制，这样，在Cat.2架构中，控制器使用单

MCU即能够达到SIL2等级，另外一片MCU用来实现控制器间的通信和通道扩展；在Cat.3架构

中，IO通道、通信通道、MCU实现冗余表决，这样，在Cat.3架构中，当其中一片MCU出现故障时

能够自动降级实现Cat.2表决，不影响控制器的功能安全完整性等级，当主从处理器对通过

CAN总线交互数据进行CRC校验出现不一致时，MCU会对计算结果进行处理，使控制器不会因

为数据的错误出现危险失效。本申请符合SIL2/PL  d功能安全完整性等级要求的控制器，能

够满足工程机械关键控制系统和高安全要求系统中对功能安全完整性等级的高要求。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9] 如图1所示，一种基于功能安全的工程机械车载控制器，包括电源模块、主处理单

元和从处理单元；

[0020] 所述主处理单元包括MCU1、输入模块1、输出模块1、通信模块1、时钟1、电源监控模

块、看门狗模块1和存储模块1；MCU1分别与输入模块1、输出模块1、通信模块1、时钟1、电源

监控模块1、看门狗模块1和存储模块1连接；

[0021] 所述从处理单元包括MCU2、输入模块2、输出模块2、通信模块2、时钟2、电源监控模

块2、看门狗模块2和存储模块2；MCU2分别与输入模块2、输出模块2、通信模块2、时钟2、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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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模块2、看门狗模块2和存储模块2连接；

[0022] MCU1作为主处理器，MCU2作为从处理器，作为一种优选，MCU1和MCU2的型号均为

TMS570LS3137  ，MCU1和MCU2通过CAN  Safety总线连接，并进行交互通信，能够实现Cat.2

(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的类别)和Cat.3(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的类别)架构；作为一种

优选，MCU1和MCU1均为SIL3等级的MCU，MUC作为功能安全控制器的核心部分，用于完成数据

采集、逻辑的执行、数据的计算及Can  Safety和Ethernet的通信功能；

[0023] 所述电源模块分别用于向主处理单元和从处理单元进行电源的供应；

[0024] 所述输入模块1包括数字量输入模块和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于将外部数据输入到

MCU1中；所述输出模块1用于将MCU1发出的执行命令发送给外部设备；所述通信模块1用于

建立MCU1与外部网络或设备的交互通信；所述时钟1用于提供外部时钟；所述电源监控模块

1用于监控供电电源电压；所述看门狗模块1用于监控MCU1中程序的执行和晶振的漂移；所

述存储模块1用于MCU2数据的存储和读出；

[0025] 所述输入模块2包括数字量输入模块和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于将外部数据输入到

MCU2中；所述输出模块2用于将MCU2发出的执行命令发送给外部设备；所述通信模块2用于

建立MCU2与外部网络或设备的交互通信；所述时钟2用于提供外部时钟；所述电源监控模块

2用于监控供电电源电压；所述看门狗模块2用于监控MCU2中程序的执行和晶振的漂移；所

述存储模块2用于MCU2数据的存储和读出。

[0026] 所述电源模块主要由EMC保护电路和滤波电路组成。8-36VDC电源输入经过第一级

DC/DC降压到7V，7V电源输出一路经过第二级DC/DC降压至3.3V给两片MCU片上外围电路、以

太网电路、输入模块、输出模块供电，另一路经过LDO降压至5V给电源监控芯片、看门狗芯片

和CAN收发器供电。3.3V电源输出经过LDO降压至1.2V给两片CPU内核供电；

[0027] 所述存储模块1和存储模块2均包括SDRAM、铁电FRAM和串行线性Flash存储器，其

中SDRAM作为MCU的内存使用，用于暂存控制器逻辑执行过程中的过程数据；铁电FRAM电路

用于存储功能安全控制器运行时系统配置参数；串行线性Flash存储器用于存储控制器的

log信息。

[0028] 所述通信模块1和通信模块2均主要由基于网络冗余的Ethernet电路和CAN通信电

路组成，所述基于网络冗余的Ethernet电路用于通过Ethernet安全通信协议完成功能安全

控制器逻辑的下装和系统数据的监控。CAN通信电路包括1路两片MCU之间的CAN电路，以及

每一片MCU两路与扩展IO模块或传感器通信的CAN通信电路。Cat.2架构下，功能安全控制器

可以最多提供4路CAN通信回路与外部传感器单元或IO单元进行数据交互，Cat.3架构下，功

能安全控制器可以提供2路冗余CAN通信回路与外部传感器单元或IO单元进行数据交互，其

中，CAN1和CAN3进行冗余，CAN2和CAN4进行冗余。所有的CAN 回路均支持CAN  Safety协议；

[0029] 所述输出模块1和输出模块2均主要由高边功率开关、功率MOSFET、电流放大器和

运算放大器组成；所述高边功率开关采用BTS5215L；所述功率MOSFET采用N沟道IPB015N08，

作为功率电源总开关；所述电流放大器采用LMP8601，用于对PWM输出的电流采集和放大，并

经运算放大器跟随电路进入MPU的ADC通道；所述运算放大器采用4通道轨至轨运算放大器

MCP6024。输出模块1和输出模块2均包括带端口状态反馈的功率开关信号接口(DO)、带电流

反馈和端口状态反馈的高边PWM功率输出信号接口(DOCC)、功率电源切断电路，输出模块端

口均支持对地短路、对电源短路和断线状态检测功能，功率电源切断电路用于切断功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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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接口和PWM功率输出接口的主电源。Cat.2架构下，功能安全控制器可以最多提供20路功

率开关接口和24路PWM功率输出接口，Cat.3架构下，功能安全控制器可以提供10路冗余DO

输出端口12路冗余PWM功率输出端口，由CPU1控制的DO1-DO10与CPU2控制的DO11-DO20进行

冗余，由CPU1控制的DOCC1-12与由CPU2控制的DOCC13-24进行冗余；冗余通道采用串联方式

连接；

[0030] 所述输入模块1和输入模块2均主要由箝位电路、LDO芯片和运算放大器组成，输入

模块1和输入模块2包括数字量输入接口(DI)、电压型/电阻型/电流型模拟量输入信号接口

(AI)。模拟量输入接口信号类型可以通过软件进行选配。Cat.2架构下，功能安全控制器可

以最多提供34路DI和24路AI接口，Cat.3架构下，功能安全控制器可以提供17路冗余DI输出

端口和12路冗余AI端口，由CPU1控制的DI1-DI17与CPU2控制的DI18-DI34进行冗余，由CPU1

控制的AI1-12与由CPU2控制的AI13-24进行冗余。Cat.3架构下，两片CPU通过CAN通信进行

表决，如果读取到的输入通道数据比较一致，认为是正确的输入数据，继续执行后面的代

码，如果比较不一致，则认为是错误的，两个CPU都会报错，不会执行后面的程序，从而采取

故障安全原则，不会向外输出任何的数据和控制命令。

[0031] 所述看门狗模块1和2均为带独立时基和带时间窗的看门狗芯片。2片MCU分别由单

独的电源监控芯片和看门狗芯片进行监控。电源监控芯片用于监控7V、3.3V和1.2V电源电

压，当电源电压出现异常时，电源监控芯片复位CPU，控制器进入安全状态，看门狗用来监控

程序的执行和晶振的漂移，如果其中一片CPU芯片的程序执行发生错误或晶振发生漂移，另

一片CPU芯片就会检查出这种故障，从而采取故障安全原则，不会向外输出任何的数据和控

制命令。

[0032] 控制器总体上采用双功能安全MCU实现，双MCU经过SIL3安全完整性等级认证。

Cat.2架构中，控制器采用单MCU作为主处理器，运行用户程序，另一个MCU作为从处理器用

于实现控制器间安全通信、IO通道信号采集和控制，这样，在Cat.2架构中，控制器使用单

MCU即能够达到SIL2等级，另外一片MCU用来实现控制器间的通信和通道扩展；在Cat.3架构

中，IO通道、通信通道、MCU实现冗余表决，这样，在Cat.3架构中，当其中一片MCU出现故障时

能够自动降级实现Cat.2表决，不影响控制器的功能安全完整性等级，当主从处理器对通过

CAN总线交互数据进行CRC校验出现不一致时，MCU会对计算结果进行处理，使控制器不会因

为数据的错误出现危险失效。本申请符合SIL2/PL  d功能安全完整性等级要求的控制器，能

够满足工程机械关键控制系统和高安全要求系统中对功能安全完整性等级的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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