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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包括多个逆

变器的逆变器系统中，一种控制多个逆变器的方

法，其中所述多个逆变器中的一个逆变器被设置

为通信主机以控制被设置为通信从机的其他逆

变器，方法包括在通信主机中生成通信主机信号

以发送至通信从机、当所述通信从机接收所述通

信主机信号时验证所述通信主机信号是否被指

定为由所述通信从机所接收以及根据所述验证

结果将关于所述通信主机信号的响应信号发送

至所述逆变器系统的逆变器。因此，所述逆变器

系统的所有逆变器可以接收和处理要从所述逆

变器的一个发送的通信信号，使得发生在逆变器

中的通信中断或故障可以由其他逆变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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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控制多个逆变器的方法，其中包括所述多个逆变器的逆变器系统中的一个逆变

器被设置为通信主机以控制被设置为通信从机的其他逆变器，所述方法包括步骤：

在所述通信主机中生成通信主机信号以将所述通信主机信号发送至所述通信从机；

当所述通信从机接收所述通信主机信号时，根据所述通信主机信号所包括的响应所期

接收交换号码信息，验证所述通信主机信号是否被指定为由所述通信从机接收；以及

根据所述验证结果，利用广播方式将关于所述通信主机信号的响应信号发送至所述逆

变器系统的所有逆变器，

所述通信主机信号以及响应信号包括所述响应所期接收交换号码信息，

无论所述通信主机信号以及所述响应信号所包括的响应所期接收交换号码信息如何，

所述逆变器系统的所有逆变器都处理和存储从所述通信主机接收的所述通信主机信号、从

所述通信从机接收的所述响应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通信主机中生成所述通信主机信号以将所

述通信主机信号发送至所述通信从机包括：

生成包括呼叫交换号码信息、数据信息、所述响应所期接收交换号码信息以及错误检

查的通信主机信号以发送至所述通信从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通信从机接收所述通信主机信号时验证所

述通信主机信号是否被指定为由所述通信从机接收包括：

如果所述通信主机信号的响应所期接收交换号码信息中包括所述通信从机的交换号

码信息，则确认已经被指定为由所述通信从机接收的所述通信主机信号。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根据所述验证结果，利用广播方式将关于所述通

信主机信号的所述响应信号发送至所述逆变器系统的所有逆变器包括：

生成包括呼叫交换号码信息、数据信息、所述通信主机的交换号码信息、错误检查的响

应信号以发送至所述逆变器系统的所有逆变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故障发生在被设置为通信主机的一个逆变器中

时，所述通信从机中的一个被设置为所述通信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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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逆变器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一种控制逆变器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其中多个逆变器互相连接的逆变器系统中，使用主/从功能，多个逆变器被分为

单个主逆变器以及剩余的从逆变器。并且然后，逆变器系统控制单个主逆变器以监控从逆

变器的运行，或者发送单个主逆变器所需的数据或指令。

[0003] 为了这个目的，主逆变器与主机的从机通过通信互相连接以发送和接收通信数

据。为了发送和接收在主逆变器与主机的从机之间的通信数据，单个逆变器作为通信主机

并且剩余的逆变器作为通信从机。

[0004] 通信主机将通信数据发送至通信从机。如果通信从机的交换号码数据被包括在接

收交换号码(其包括在通信主机信号中)中，则该通信从机相对于从通信主机接收到的通信

数据而将响应数据发送至通信主机。通过这样的过程，通信主机存储与所有通信从机有关

的信息，使得可能存在其中当通信主机的故障或通信中断发生时通信从机不能担负起作为

通信主机的问题。由于这样的原因，逆变器系统的逆变器可能难以改变通信主机。

[0005] 这个问题可能给逆变器系统的用户造成不便。例如，当异常发生在电机或逆变器

中时，根据当前技术每个逆变器只代表自己的故障模式，使得存在其中用户应该检查已经

安装的所有逆变器的问题。

[0006] 由于逆变器系统系统地运行，能够管理可生成的逆变器或电机的异常的安全功能

在逆变器中被提供。这样的安全功能包括互锁功能。互锁功能是当故障发生在电机中时停

止故障电机的运行以用在非激活状态中的其他电机替代故障电机的安全功能。

[0007] 当用户激活这样的互锁功能时，由于电机在外观中运行泵系统，即使故障发生在

电机中，也可能难以立即找出故障是否发生。

[0008] 如上面所描述的，根据现有技术，由于逆变器只在其中存储自己的逆变器信息，可

能难以立即管理电机、在系统中的通信以及其他逆变器的异常。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控制逆变器的方法，其使逆变器系统的所有逆变器能够

接收和处理要从逆变器之一发送的通信信号，使得在逆变器中发生的通信中断或故障可以

由其他逆变器检查。

[0010] 此外，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控制逆变器的方法，即使故障发生在设置

为通信主机的逆变器中，由于所有的逆变器存储与其他逆变器有关的信息，所以使其他逆

变器能够作为通信主机。

[0011] 本发明所处理的问题不限于上面所描述的，其他上面没有提到的问题将从下面的

描述由那些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清楚地理解。

[0012] 在实施例中，在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包括多个逆变器的逆变器系统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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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控制多个逆变器的方法，其中所述多个逆变器中的一个逆变器被设置为通信主机以控制

被设置为通信从机的其他逆变器，所述方法包括步骤：在所述通信主机中生成通信主机信

号以发送至所述通信从机，当所述通信从机接收所述通信主机信号时验证所述通信主机信

号是否被指定为由所述通信从机接收，并且根据所述验证结果将关于所述通信主机信号的

响应信号发送至所述逆变器系统的逆变器。

[0013] 其他实施例的详细公开将被包括在详细描述和附图中。

[0014] 本发明的用于获得它们的方法以及优点和/或特征将从此处所详细阐述的实施例

结合附图而显而易见。然而，本发明不限于此处所阐述的实施例并且其将以不同的形式来

实施，但是这些实施例也是本发明对那些本领域的技术人员的教学，将被提供以讲述本发

明的全部保护范围，并且本发明将仅由附属权利要求所限定。贯穿本说明书，相同的参考数

字指的是类似的组件。

[0015] 因此，根据本发明，逆变器系统的所有逆变器可以接收和处理要从逆变器之一发

送的通信信号，使得发生在逆变器中的通信中断或故障可以由其他逆变器所检查。

[0016] 此外，根据本发明，即使故障发生在被设置为通信主机的逆变器中，由于所有的逆

变器存储与其他逆变器有关的信息，所以其他逆变器可以作为通信主机。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说明典型的泵系统的图。

[0018] 图2是说明在主/从功能中的通信主机和通信从机的框图。

[0019] 图3和图4是用于描述要在通信主机和通信从机之间发送和接收的数据的图。

[0020] 图5是用于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描述要在通信主机和通信从机之间发送和接

收的数据的图。

[0021] 图6是用于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描述控制方法的一个实施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本发明的实施例将参考附图进行详细描述。

[0023] 图1是说明典型的泵系统的图。图1的实施例是其中多个逆变器以互相通信的方式

系统地运行的实施例。

[0024] 参考图1，泵系统包括逆变器10_1、10_2、10_3、…、10_N，以及连接至逆变器10_1、

10_2、10_3、…、10_N的电机11_1、11_2、11_3、…、11_N。

[0025] 逆变器10_1、10_2、10_3、…、10_N包括逆变器信号输入/输出板12_1、12_2、12_

3、…、12_N。逆变器信号输入/输出板12_1、12_2、12_3、…、12_N被设计为连接各种信号以及

逆变器10_1、10_2、10_3、…、10_N所需的电源。

[0026] 每个逆变器信号输入/输出板12_1、12_2、12_3、…、12_N通过单个通信线路连接以

便在其中多个逆变器被连接的逆变器系统中发送和接收重要信息，并且使用所发送和接收

的信息来控制泵系统以生成所需电力。

[0027] 如图1所示，为了使逆变器10_1、10_2、10_3、…、10_N能够互相通信以及被控制，

主/从功能应该被使用。主/从功能控制逆变器10_1、10_2、10_3、…、10_N中的一个用作主逆

变器并且其剩余的用作从逆变器。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06227032 B

4



[0028] 此外，为了设置逆变器10_1、10_2、10_3、…、10_N的每个的参数，位于逆变器信号

输入/输出板12_1、12_2、12_3、…、12_N中的键区13_1、13_2、13_3、…、13_N被使用。

[0029] 如上所述，当逆变器的主/从功能被使用时，通信数据在逆变器之间被发送和接收

以用于系统控制，并且单个通信主机和通信从机通过逆变器的设置被配置。

[0030] 图2是说明在主/从功能中的通信主机和通信从机的框图。

[0031] 参考图2，单个通信主机20以及多个通信从机21_1、21_2、…、21_N存在，并且通信

主机20以及通讯从机21_1、21_2、…、21_N通过单个通信线路22互相连接。在此，用于双向通

信的通信线路22可以由485通信、控制器区域网络(CAN)通信以及类似所实现。

[0032] 给定与图1和图2有关的解释，当在逆变器10_1、10_2、10_3、…、10_N中的主逆变器

10_1被设置为通信主机20时，剩余的从逆变器10_2、10_3、…、10_N作为通信从机21_1、21_

2、…、21_N。

[0033] 不同于这样的实施例，主逆变器10_1与通信主机20可以彼此不相同。例如，如果在

从逆变器10_2、10_3、…、10_N中的一个逆变器10_2被设置为通信主机20，则主逆变器10_1

以及剩余的从逆变器10_3、…、10_N作为通信从机21_1、21_2、…、21_N。

[0034] 图3和图4是用于描述要在通信主机和通信从机之间发送和接收的数据的图。

[0035] 参考图3和图4，通信主机M一般发送通信数据30、31和32至连接至系统的通信从机

S1、S2、…、Sn，以便从通信从机S1、S2、…Sn请求所需信息。通信从机S1、S2、…、Sn只处理来

自通信主机M的通信数据以分析和向其发送该所需信息。

[0036] 如图4所示，从通信主机M发送的通信主机信号30包括：接收交换号码30_1、主要数

据30_2以及错误检查30_3。通信从机S1、S2、…、Sn接收和处理通信主机M的通信主机信号

30。特别地，如果在通信主机信号30的接收交换号码30_1中包括通信从机的自己的交换号

码信息，则响应于从通信主机M接收到的通信主机信号30，通信从机S1、S2、…、Sn发送响应

信号33、34和35至通信主机M。在这一点上，响应信号33、34和35是对应于从通信主机M接收

到的通信主机信号30的并且包括要被发送至通信主机M的从机自己的状态信息的信号。

[0037] 如果通信从机1S1的接收交换号码信息被包括在要由通信主机M发送的主机信号

30的数据36的接收交换号码中并且从其发送，则通信从机1  S1接收来自通信主机M的通信

主机信号30。此后，通信从机1  S1验证其接收交换号码信息被包括在主机信号30的数据36

的接收交换号码中并且发送响应信号33至通信主机M。然后，通信主机M参照响应信号33存

储关于通信从机1  S1的状态信息。

[0038] 此外，如果在通信主机信号33的数据36中包括通信从机2  S2的交换号码信息并且

由通信主机M发送，则通信从机2  S2验证其交换号码信息被包括在从通信主机M接收的主机

信号30和31的数据36的接收交换号码中。并且，通信从机2  S2将关于通信主机信号31的响

应信号34发送至通信主机M。然后，通信主机M参照响应信号34存储关于通信从机2  S2的状

态信息。

[0039] 之后，通信主机M将通信主机信号32发送至下一个通信从机n  Sn，并且通信从机n 

Sn接收来自通信主机M的通信主机信号30、31和32。在接收了通信主机信号30、31和32之后，

只响应于其中包括通信从机n  Sn的交换号码信息的通信主机信号32，通信从机n  Sn生成并

发送响应信号35至通信主机M。在这一点上，通信从机n  Sn可以生成包括如图4所示的通信

从机n  Sn的状态信息35_1的响应信号。并且因此，通信主机M参照响应信号35存储关于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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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n  Sn的状态信息。

[0040] 如上所述，当从通信从机S1、S2、…、Sn接收了响应信号33、34和35时，通信主机M基

于响应信号33、34和35存储发送了响应信号的通信从机S1、S2、…、Sn的状态信息。然而，由

于通信主机M具有与所有通信从机S1、S2、…、Sn有关的信息，所以当故障发生在通信主机M

中或通信被中断时，存在着其中通信从机S1、S2、…、Sn可能无法作为通信主机M的问题。

[0041] 图5是用于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描述要在通信主机和通信从机之间发送和接

收的数据的图。在图5的一个实施例中，在逆变器系统的逆变器中，主逆变器可以被设置为

通信主机并且剩余的从逆变器可以被设置为通信从机以发送和接收通信信号。此外，在图5

的另一个实施例中，在从逆变器中的一个逆变器可以被设置为通信主机以及主逆变器，并

且剩余的从逆变器可以被设置为通信从机以发送和接收通信信号。

[0042] 通信主机M将包括呼叫交换号码信息506、数据信息507、响应所期接收交换号码信

息508以及错误检查509的通信主机信号500发送至通信从机S。

[0043] 通信从机S接收、处理和存储通信主机M的通信主机信号500。并且，如果在通信主

机信号500的响应所期接收交换号码信息508中包括通信从机S的交换号码信息，则通信从

机S参照通信主机信号500的呼叫交换号码信息506发送响应信号。

[0044] 在这一点上，通信从机S借由广播生成包括呼叫交换号码信息510、数据信息512、

响应所期接收交换号码信息512以及错误检查513的响应信号以将数据发送至与逆变器系

统连接的所有逆变器。

[0045] 当期望来自通信从机1  S1的响应时，通信主机借由广播生成包括呼叫交换号码信

息506、数据信息507、通信从机1S1的接收交换号码信息以及错误检查509的通信主机信号

500以发送至通信线路。

[0046] 通信从机1  S1接收、处理和存储通信主机的通信主机信号500。如果通信主机信号

500的响应所期接收交换号码信息508中包括通信从机1  S1的交换号码信息，则通信从机1 

S1参照通信主机信号500的呼叫交换号码信息506发送响应信号503。在这一点上，通信从机

1  S1借由广播生成包括其交换号码信息510、数据信息511、通信主机512的交换号码信息以

及错误检查513的响应信号以将数据发送至与逆变器系统连接的所有逆变器。

[0047] 因此，通信主机可以从通信从机1  S1获得所需信息并且连接至逆变器系统的其他

逆变器可以处理和存储通信从机1  S1和通信主机的所有信息。

[0048] 当期望来自通信从机2  S2的响应时，通信主机M将包括呼叫交换号码信息514、数

据信息515、通信从机2  S2的接收交换号码信息516以及错误检查517的通信主机信号501发

送至通信线路。

[0049] 通信从机2  S2接收、处理和存储来自通信主机M的通信主机信号501。如果在通信

主机信号501的响应所期接收交换号码信息516中包括通信从机2  S2的交换号码信息，则通

信从机2  S2参照通信主机信号501的呼叫交换号码信息514发送响应信号504。在这一点上，

通信从机2  S2生成包括其交换号码信息518、数据信息519、通信主机520的交换号码信息以

及错误检查513的响应信号以将数据发送至与逆变器系统连接的所有逆变器。

[0050] 并且因此，通信主机可以从通信从机2  S2获得所需信息并且连接至逆变器系统的

其他逆变器可以处理和存储通信从机1  S1、通信从机2  S2以及通信主机的所有信息。

[0051] 当期望来自通信从机n  Sn的响应时，通信主机借由广播生成包括呼叫交换号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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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522、数据信息523、通信从机n  Sn的接收交换号码信息524以及错误检查525的通信主机

信号502以发送至通信线路。

[0052] 通信从机n  Sn接收、处理和存储来自通信主机的通信主机信号503。如果在通信主

机信号502的响应所期接收交换号码信息524中包括通信从机n  Sn的交换号码信息，则通信

从机n  Sn参照通信主机信号502的呼叫交换号码信息522发送响应信号505。在这一点上，通

信从机n  Sn借由广播生成包括其交换号码信息526、数据信息527、通信主机528的交换号码

信息以及错误检查529的响应信号以将数据发送至与逆变器系统连接的所有逆变器。

[0053] 并且因此，通信主机可以从通信从机n  Sn获得所需信息并且连接至逆变器系统的

其他逆变器可以处理和存储通信从机1  S1、通信从机2  S2、通信从机3  S3以及通信主机的

所有信息。

[0054] 图6是用于根据本发明描述逆变器控制方法的一个实施例的流程图。在图6的一个

实施例中，在逆变器系统的逆变器中的主逆变器可以作为通信主机，并且剩余的从逆变器

可以作为通信从机以发送和接收通信信号。此外，在图6的另一个实施例中，在逆变器系统

的从逆变器中的一个逆变器可以作为通信主机，并且主逆变器和剩余的从逆变器可以作为

通信从机以发送和接收通信信号。

[0055] 参考图6，在操作S610中通信主机生成通信主机信号以在操作S620中将通信主机

信号发送至通信从机。在这一点上，通信主机可以生成包括呼叫交换号码信息、数据信息、

响应所期接收交换号码信息、以及错误检查的通信主机信号以发送至通信从机。

[0056] 当从通信主机接收通信主机信号时，在操作S630中通信从机验证通信主机信号被

指定为由该通信从机所接收。如果通信主机信号被指定为由该通信从机所接收，则在操作

S640中通信从机将关于通信主机信号的响应信号发送至逆变器系统的逆变器。

[0057] 在这一点上，如果在通信主机信号的响应所期接收交换号码信息中包括通信从机

的交换号码信息，则通信从机可以确认通信主机信号已经被指定为由该通信从机所接收。

在确认了通信主机信号已经被指定为由该通信从机所接收后，通信从机可以生成包括其呼

叫交换号码信息、数据信息、通信主机的交换号码信息以及错误检查的响应信号以发送至

逆变器系统的逆变器。如上所述，根据本发明，逆变器系统的所有逆变器可以接收和处理要

从逆变器之一发送的通信信号，使得发生在逆变器中的通信中断或故障可以由其他逆变器

所检查。此外，根据本发明，即使故障发生在被设置为通信主机的逆变器中，其他逆变器可

以作为通信主机。

[0058] 因此，在根据本发明的逆变器系统中，逆变器系统的所有逆变器可以接收和处理

要从逆变器之一发送的通信信号，使得发生在逆变器中的通信中断或故障可以由其他逆变

器所检查。

[0059] 此外，在根据本发明的逆变器系统中，即使故障发生在被设置为通信主机的逆变

器中，其他逆变器可以作为通信主机。

[0060] 虽然实施例已经参考其一些说明性的实施例所描述，但是应该理解的是，在不背

离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实施许多其他修改和实施例。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

限于这些实施例，并且其应该由附属权利要求以及这样的权利要求授权的等同体的全部范

围所解释。

[0061] 如上所述，本发明已经参考其有限数量的说明性的实施例以及附图所描述，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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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这些实施例，并且应该理解的是，可以由那些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修改的许多其他的

修改和实施例将落入本公开的原则的保护范围和精神内。因此，本发明的精神应该由附属

的权利要求以及这样的权利要求授权的等同体的全部范围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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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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