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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交流电机驱动系统检测装置

(57)摘要

一种交流电机驱动系统检测装置，包括直流

供电部分、控制计算机部分、通信部分和急停控

制部分。直流供电部包含高压直流可调供电电源

(4)，用于给被测交流电机供电；所述的控制计算

机部分安装有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控制被测交

流电机旋转并实时监测被测交流电机的运行参

数；所述的通信部分集成有CAN数据交换卡和控

制线束接口，用于所述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与被

测交流电机控制器之间的通信；所述的急停控制

部分包括弱电急停和封锁脉冲急停，用于实现被

测交流电机的紧急停车。所述的控制计算机部分

通过USB接口与通信部分相连接，通信部分通过

控制线束与被测交流电机的控制器相连接；供电

急停开关(6)与所述48V直流电源(1)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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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交流电机驱动系统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交流电机驱动系统检测装置

包括直流供电部分、控制计算机部分、通信部分和急停控制部分；所述的交流电机驱动系统

检测装置的被测试对象包括电动机和被测试控制器两部分；

所述的交流电机驱动系统检测装置通过检测装置的航插、动力电缆(9)、信号电缆(11)

及被测试对象的航插与被测试对象相连接；所述的检测装置的航插包括信号航插III(12)

和动力航插II(8)，航插集成于所述的检测装置上；所述的被测试对象的航插包括控制器信

号航插1(10)、控制器信号航插2(10)和动力航插I(16)，航插集成于被测试对象中的被测试

控制器上；

所述的直流供电部分用于给被测试控制器供电；所述的控制计算机部分包括控制计算

机(2)和装于其内的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控制被测交流电机旋转并实时监测被测交流电

机的运行参数；所述的通信部分集成有CAN数据交换卡和控制线束接口，用于所述电机控制

上位机模块与被测交流电机控制器之间的通信；所述的急停控制部分包括弱电急停和封锁

脉冲急停，用于实现被测交流电机的紧急停车；

所述的直流供电部分通过动力电缆(9)、信号电缆(11)为被测试对象提供直流电；所述

的直流供电部分包含高压直流可调供电电源(4)，高压直流可调供电电源(4)通过110V接线

端子(7)、动力航插II(8)、动力电缆(9)、动力航插I(16)为被测试控制器提供强电；直流供

电部分还包含48V直流电源(1)，48V直流电源(1)通过信号航插III(12)、信号电缆(11)、信

号航插(10)为被测试控制器提供弱电；所述的控制计算机部分通过USB接口与通信部分相

连接，通信部分通过控制线束与被测交流电机的控制器相连接；供电急停开关(6)与所述

48V直流电源(1)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交流电机驱动系统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直流供电部

分提供强电和弱电；强电供电电路中，220V接线插头(13)与220V接线端子(14)的输入端相

连，220V接线端子(14)与高压可调直流供电电源(4)的输入端相连，高压可调直流供电电源

(4)的输出端与110V接线端子(7)相连接，110V接线端子(7)与动力航插Ⅱ(8)的输入端相连

接，110V接线端子(7)的正极与放电电阻(5)相连，放电电阻(5)与放电开关(15)的输入端相

连，放电开关(15)的输出端与110V接线端子(7)的负极相连接；所述的直流供电部分弱电供

电电路中，220V接线端子(14)的输出端与48V直流电源(1)的输入端相连接，48V直流电源

(1)的输出端的正极与急停开关(6)相连，急停开关(6)与信号航插Ⅲ(12)的输入端相连，

48V直流电源(1)的输出端的负极与信号航插Ⅲ(12)的输入端相连，弱电供电电路为电机控

制器提供48V供电电压。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交流电机驱动系统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计算机

部分中，220V接线端子(14)的输出端与控制计算机(2)的输入端相连接，控制计算机(2)的

CAN接口与CAN数据交换卡(3)的USB接口相连接，控制计算机(2)通过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

控制被测交流电机旋转，实时监测被测交流电机的运行状态。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交流电机驱动系统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机控制上

位机模块通过CAN通信部分将转速指令发送给被测交流电机的控制器，控制被测交流电机

转速；同时，被测交流电机的控制器将检测到的电压、电流这些被测交流电机的运行参数，

上传给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接收到被测交流电机运行参数后，将电

机参数信息显示在上位机界面上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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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交流电机驱动系统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交流电机驱动系统状态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交流电机控制技术的发展，使得交流电机的控制性能能够和直流电机相媲

美，由于交流电机的可靠性和经济性，交流电机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广泛应用于交通、电力、

航天等各种场合。电机驱动系统作为电机控制的核心部件，电机驱动系统的性能及状态直

接影响交流电机调速性能的好坏。但是现有的电机驱动系统检测装置，需要供电电源(低压

电源及高压电源)、控制计算机、通信线路、负载等测试设备，直流电源体积大、重量重，一般

放置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很难移动，CAN数据交换卡需提供专用的线缆，控制电脑包括主机

和显示器，体积较大、携带不便。对于外出实验，如野外车辆电机测试、水上船用电机测试等

场合，由于不具备检测条件，电机如果出现故障只能拿回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周期长、延

误实验时间；传统的检测方法步骤繁琐，需要一个人控制高压供电电源，一个人控制计算

机，一个人记录状态，至少需要三个人协作才能完成检测工作，电机检测的效率非常低，严

重制约着检测的效率及质量。

[0003] 现有交流电机驱动系统检测方式如下：

[0004] 首先，用万用表检测电机驱动系统正负极母线对机壳的阻抗是否正常；然后，接上

电机的供电电源和控制线束，保证在弱电下电机控制器和控制计算机通讯正常；最后，将电

机的强电开通，对电机驱动系统进行强电考核，观察上位机显示的电机运行状态，检验电机

是否正常。

[0005] 上述检测过程需要一个人控制高压供电电源，一个人控制计算机，一个人记录状

态，至少需要三个人协作才能完成检测工作，大大降低了检测人员的工作效率。由于高压供

电电源体积都很庞大，可移动性能很差，在某些特殊场合(比如野外或者室外)，无法进行被

测试电机的状态检测及故障排查工作。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检测设备体积大、移动不方便、检测繁琐、耗时

长等缺点，提出一种用于交流电机驱动系统状态检测的装置。

[0007] 本发明交流电机驱动系统状态检测的装置包括直流供电部分、控制计算机部分、

通信部分和急停控制部分。

[0008] 所述的直流供电部主要包含高压直流可调供电电源，分配有电机供电接口，用于

给被测交流电机供电。所述的控制计算机部分控制被测交流电机旋转并实时监测被测交流

电机的运行参数。所述的通信部分集成有CAN数据交换卡和控制线束接口，用于所述电机控

制上位机模块与被测交流电机控制器之间的通信。所述的急停控制部分包括弱电急停和封

锁脉冲急停，用于实现电机的紧急停车。

[0009] 所述的直流供电部分由220V市电供电，能够方便的与普通电源接口进行兼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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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强电和弱电输出。强电为被测交流电机的正负母线提供动力电源，并且电压线性可调，可

以匹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机。弱电为被测交流电机的控制器提供电源，保证主控板和电机

驱动正常工作。

[0010] 所述的控制计算机部分包括控制计算机和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电机控制上位机

模块安装在控制计算机内，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能够实现如下功能：(1)发送指令转速，控

制被测交流电机旋转，实时显示被测交流电机的实际转速；(2)在线显示被测交流电机的运

行状态，包括电流、电压、转速、故障等几十个电机运行参数；(3)存储电机运行的各项参数，

并且对保存的数据进行解析绘图。

[0011] 所述的通信部分包括CAN数据交换卡和控制线束接口。CAN数据交换卡搭建了电机

控制上位机模块和被测交流电机控制器通讯链路，实现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和被测交流电

机控制器的实时数据交互，并且CAN数据交换卡作为通讯媒介具有抗干扰性强、通信速度快

的优点；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通过控制线束与被测交流电机的控制器连接。

[0012] 所述的急停部分实现供电紧急断开。供电急停按钮与所述的直流供电部分的高压

直流可调供电电源相串联，能够在紧急状况下实现掉电。

[0013] 直流供电部分通过正负极母线与被测交流电机连接，为被测交流电机提供强电，

直流供电部分通过控制线束与被测交流电机的控制器相连接，为被测交流电机的控制器提

供弱电。控制计算机部分通过USB接口与通信部分相连接，通信部分通过控制线束与被测交

流电机的控制器相连接，组成检测装置。

[0014]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

[0015] (1)将本发明检测装置和被测交流电机的动力电缆和信号线缆连接，直流供电部

分为被测电机提供强电和弱电；

[0016] (2)所述的控制计算机部分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控制被测电机工作，并检测被测

交流电机的电压、电流、转速是否正常。所述通信部分的CAN数据交换卡为电机控制上位机

模块和被测交流电机控制器提供通信链路，设置通信参数，通过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的界

面信息确认通讯是否正常，如果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接收到被测交流电机的运行参数，则

通信正常；反之，则通信不正常；

[0017] (3)打开被测交流电机的强电开关，所述检测装置的直流供电部分为电机提供动

力电源。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发送指令转速，控制电机运转，从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的界面

观测电压、电流、转速等被测交流电机运行参数，并实时存储。通过观测电机控制上位机模

块界面中指令转速和实测的电机转速，判定被测交流电机是否正常工作，如果实测转速和

指令转速的误差在1％以内，则被测交流电机工作正常；否则存在故障；

[0018] (4)被测交流电机运行结束后，关闭电机强电开关和弱电开关，打开放电开关，释

放电容中的剩余电压；

[0019] (5)导出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存储的电机运行参数信息，包括电压、电流、转速等，

以便进一步分析电机运行状态。

[0020] 本发明实现了对交流电机驱动系统检测装置及操作的简化，把直流电源、通信电

路、控制计算机集成为一个检测设备，检测设备的大小只有0.5m*0.5m*0.5m，大大减小了检

测装置的体积。本发明检测设备安装有滑轮，方便携带。尤其是在不具备检测条件的地方，

本发明可以大大节省电机检测的时间。本发明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可以控制被测电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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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且可以实时的显示被测电机的运行参数，包括电压、电流、转速等信息。如果被测电机

运行出现故障，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还能显示被测电机的故障信息，包括过流、过压、短路、

超速等。通过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能够实现自动化检测，检测时间短、效率高，检测过程只

需一人独立操作便可完成，提高了电机检测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交流电机驱动系统快速检测装置的电路原理图；

[0022] 图2为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控制流程图；

[0023] 图3为被测交流电机控制器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25] 如图1所示，本发明包括直流供电部分、控制计算机部分、通信部分和急停控制部

分。

[0026] 直流供电部分提供强电和弱电。强电供电电路中，220V接线插头13与220V接线端

子14的输入端相连，220V接线端子14与高压、可调直流电源4的输入端相连，高压、可调直流

电源4的输出端与110V接线端子7相连接，110V接线端子7与动力航插Ⅱ8的输入端相连接，

110V接线端子7的正极与放电电阻5相连，放电电阻5与放电开关15的输入端相连，放电开关

15的输出端与110V接线端子7的负极相连接。强电供电电路不仅可以为电机提供动力电，而

且具有放电电路，能够为控制器中的电筒提供放电回路。弱电供电电路中，220V接线端子14

的输出端与48V直流电源1的输入端相连接，48V直流电源1的输出端的正极与急停开关6相

连，急停开关6与信号航插Ⅲ12的输入端相连，48V直流电源1的输出端的负极与信号航插Ⅲ

12的输入端相连，弱电供电电路为电机控制器提供48V供电电压。

[0027] 控制计算机部分中，220V接线端子14的输出端与控制计算机2的输入端相连接，控

制计算机2的CAN接口与CAN数据交换卡3的USB接口相连接，控制计算机通过电机控制上位

机模块控制被测交流电机旋转，实时监测被测交流电机的运行状态，包括电流、电压、转速、

故障码等电机运行参数，存储被测交流电机的运行参数，并且对所保存的数据进行解析绘

图。

[0028] 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通过CAN通信部分将转速指令发送给被测交流电机的控制

器，控制被测交流电机转速。同时，被测交流电机的控制器将检测到的电压、电流等被测交

流电机的运行参数，上传给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接收到被测交流电

机运行参数后，将电机参数信息显示在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的界面上并存储。测试结束后，

可以利用所储存的电机运行参数分析电机的状态。

[0029] 图2所示为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的控制程序流程图，它包括发送线程和接收线程。

图3所示为被测交流电机控制器的控制流程图，它包括发送线程和接收线程。电机控制上位

机模块将转速指令发送至被测交流电机的控制器，被测交流电机的控制器接收到转速指令

后，控制电机旋转，并实时将电机的状态信息上传到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电机控制上位机

模块将接收到数据显示到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的界面上，当电机发生故障时，电机控制上

位机模块的界面对应的故障灯亮起，快速对电机故障定位。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和电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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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通过发送线程和接收线程进行数据交互，实现对电机的控制和对电机状态的在线监

测。

[0030] 通信部分，控制计算机2的CAN接口与CAN数据交换卡3的USB接口相连接，CAN数据

交换卡3与信号航插Ⅲ12的输入端相连接，通信部分采用CAN数据交换器作为通信媒介，具

有抗干扰性强、通信速度快的优点。

[0031] CAN数据交换卡3能够稳定实现10k～1Mbps的速率通信，它可以同时挂载多个节

点，各个节点之间实现自由通讯，CAN总线上任意节点可以在任意时刻主动的向网络上其他

节点发送信息而不分主次。CAN数据交换卡3还具有循环冗余校验(CRC)功能，在每一帧报文

中加入冗余检查可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大大提高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0032] 急停部分，48V直流电源1的输出端的正极与急停开关6相连，急停开关6与信号航

插Ⅲ12的输入端相连，能够在紧急状况下实现紧急停车，能够有效避免电机飞车，大大提高

了系统的安全性。

[0033]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4] (1)将本发明检测装置和被测交流电机的动力电缆和信号线缆连接，直流供电部

分为被测电机提供强电和弱电；

[0035] (2)所述的控制计算机部分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控制被测电机工作，并检测被测

交流电机的电压、电流、转速是否正常。所述通信部分的CAN数据交换卡为电机控制上位机

模块和被测交流电机控制器提供通信链路，设置通信参数，通过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的界

面信息确认通讯是否正常，如果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接收到被测交流电机的运行参数，则

通信正常；反之，则通信不正常。

[0036] (3)打开电机的强电开关，直流供电部分为电机提供动力电源，电机控制上位机模

块发送转速指令，控制电机运转，从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的界面观测电压、电流、转速等被

测交流电机运行参数，并实时存储。通过观测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界面中指令转速和实测

的电机转速判定被测交流电机是否正常工作，如果实测转速和指令转速的误差在1％以内，

则被测交流电机工作正常；否则存在故障。

[0037] (4)被测交流电机运行结束后，关闭电机强电开关和弱电开关，打开放电开关，释

放电容中的剩余电压；

[0038] (5)导出电机控制上位机模块存储的电机运行参数信息，包括电压、电流、转速等，

以便进一步分析被测交流电机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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