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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交流同步电机和被

驱动的执行器的精确定位系统，由市电过零检测

器、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电机、旁路开关、积分

判决器、限时驱动器和单片机组成，市电过零检

测器与市电和单片机相连，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

与市电过零检测器和电机相连，限时驱动器一端

与单片机相连，限时驱动器一端与全可控双路换

向开关和旁路开关连接，旁路开关一端与全可控

双路换向开关相连，旁路开关另一端与积分判决

器一端相连，积分判决器另一端与单片机相连；

本发明不用任何定位传感器，直接从电机馈电线

端提取当前电机运行工况，因而免除了传统的弱

电系统繁琐现场安装和调试，抗干扰能力强，传

输距离远，安装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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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交流同步电机和被驱动的执行器的精确定位系统，其特征在于：由市电过

零检测器、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电机、旁路开关、积分判决器、限时驱动器和单片机组成，

市电过零检测器与市电和单片机相连，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与市电过零检测器和电机相

连，限时驱动器一端与单片机相连，限时驱动器一端与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和旁路开关连

接，旁路开关一端与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相连，旁路开关另一端与积分判决器一端相连，积

分判决器另一端与单片机相连；

市电过零检测器，负责提取市电的过零时刻点，并作全系统时间参考标杆，指导单片机

按时序去控制该系统所涉及全部硬软件；

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其任务是在市电过零检测器检测到市电过零脉冲后沿重启或者

切换电机的正反转；

旁路开关和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在运行时间上是完全互斥的，其功能是在过零检测器

检测到过零脉冲的前沿首先关闭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然后将电机接驳到积分判决器上，

以便该积分判决器能对电机内部因切割磁力线产生的感生电动势整流和电能积分；

积分判决器，负责积分和判决两重任务，并通过积累的数据正确判决出输出跟踪脉冲，

传输给单片机，单片机把该判决脉冲与市电过零检测器输出过零脉冲两相比对判断前者是

否落到后者开启的时间窗口内；

限时驱动器用于单片机上传下达的中间执行机构，当单片机失控已无力按市电过零检

测输出的过零脉冲再次授权限时驱动器执行命令时，该限时驱动器将肩负起果断切断它后

端驱动的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及旁路开关与工频市电之间的电器连接，从而保护全系统的

人机安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交流同步电机和被驱动的执行器的精确定位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为一组单刀双掷开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交流同步电机和被驱动的执行器的精确定位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积分判决器包括三光电耦合器IC1、IC2、IC3，六电阻R1、R2、R3、R4、R5、R6，两二

极管D32、D33，一电容C1，一发光二极管D35和一钳位稳压管D34，电阻R1、R2和电容C1组成时

延滤波电路，时延滤波电路与光电耦合器IC3用于时间窗口滤波和同步匹配滤波，电容C1与

光电耦合器IC1构成斯密特触发器用于限差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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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交流同步电机和被驱动的执行器的精确定位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精确定位系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交流同步电机和被驱动的执行

器的精确定位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电机旋转定位和对其推动的执行器负载行程计算，当前大多采用像限位器、霍尔

开关、甚至编码盘等这类定位传感器来实现，这种插入式不可靠连接必然带来连接的线索

很多，对线、打码、整理、布线、穿管、埋线，最后一丝不苟地按“哆来咪发唆”去接线，好不容

易接完才发现错了一个线位，结果因“纽扣效应”得全部撤掉重来，一捆线索在一起，还共一

个地（不共地线索要翻倍还得加调理电路），结果在地电阻引入共地噪声，各信号线间又相

互形成差模干扰，结果无论是对模拟还是数字信号，采用共地非平衡模式传输，抗干扰能力

都很差，传输距离都不远；非常不适合今天希望远离电机现场在监控中心实施集中监控的

信息化网络化要求，而且一旦传感器损坏或者出现线索断裂或短路，就会酿成灾难性事故。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种无需传感器，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的用于交

流同步电机和被驱动的执行器的精确定位系统。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本发明的用于交流同步电

机和被驱动的执行器的精确定位系统，由市电过零检测器、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电机、旁

路开关、积分判决器、限时驱动器和单片机组成，市电过零检测器与市电和单片机相连，全

可控双路换向开关与市电过零检测器和电机相连，限时驱动器一端与单片机相连，限时驱

动器一端与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和旁路开关连接，旁路开关一端与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相

连，旁路开关另一端与积分判决器一端相连，积分判决器另一端与单片机相连；

[0005] 市电过零检测器，负责提取市电的过零时刻点，并作全系统时间参考标杆，指导单

片机按时序去控制该系统所涉及全部硬软件；

[0006] 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其任务是在市电过零检测器检测到市电过零脉冲后沿重启

或者切换电机的正反转；

[0007] 旁路开关和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在运行时间上是完全互斥的，其功能是在过零检

测器检测到过零脉冲的前沿首先关闭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然后将电机接驳到积分判决器

上，以便该积分判决器能对电机内部因切割磁力线产生的感生电动势整流和电能积分；

[0008] 积分判决器，负责积分和判决两重任务，并通过积累的数据正确判决出输出跟踪

脉冲，传输给单片机，单片机把该判决脉冲与市电过零检测器输出过零脉冲两相比对判断

前者是否落到后者开启的时间窗口内；

[0009] 限时驱动器用于单片机上传下达的中间执行机构，当单片机失控已无力按市电过

零检测输出的过零脉冲再次授权限时驱动器执行命令时，该限时驱动器将肩负起果断切断

它后端驱动的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及旁路开关与工频市电之间的电器连接，从而保护全系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6208838 B

3



统的人机安全。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为一组单刀双掷开关。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积分判决器包括三光电耦合器IC1、IC2、IC3，六电阻R1、R2、R3、R4、

R5、R6，两二极管D32、D33，一电容C1，一发光二极管D35和一钳位稳压管D34，电阻R1、R2和电

容C1组成时延滤波电路，时延滤波电路与光电耦合器IC3用于时间窗口滤波和同步匹配滤

波，电容C1与光电耦合器IC1构成斯密特触发器用于限差抗干扰。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不用任何定位传感和连接线索，直接

从电机馈电线端提取当前电机运行工况，因而免除了传统的弱电系统繁琐现场安装和调

试，只需要在远方控制中心用“鼠标+键盘”就可实现实时采控，从而非常可靠、精确地对旋

转着的电机定位及解算执行器当前的行程，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安装方便。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系统运行时序图；

[0015] 图3为积分判决器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7] 参见图1、图2和图3，本发明的用于交流同步电机和被驱动的执行器的精确定位系

统，包括市电过零检测器1、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2、电机3、旁路开关4、积分判决器6、限时驱

动器5和单片机7组成，市电过零检测器1与市电和单片机7相连，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2与市

电过零检测器1和电机3相连，限时驱动器5一端与单片机7相连，限时驱动器5一端与全可控

双路换向开关2和旁路开关4连接，旁路开关4一端与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2相连，旁路开关4

另一端与积分判决器6一端相连，积分判决器6另一端与单片机7相连；

[0018] 市电过零检测器1，负责提取市电的过零时刻点，并作全系统时间参考标杆，指导

单片机7按时序去控制该系统所涉及全部硬软件；

[0019] 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2为一组单刀双掷开关，其任务是在市电过零检测器11检测

到市电过零脉冲后沿重启或者切换电机3的正反转；

[0020] 旁路开关4和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2在运行时间上是完全互斥的，其功能是在过零

检测器检测到过零脉冲的前沿首先关闭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2，然后将电机3接驳到积分判

决器6上，以便该积分判决器6能对电机3内部因切割磁力线产生的感生电动势整流和电能

积分；

[0021] 积分判决器6，负责积分和判决两重任务，并通过积累的数据正确判决出输出跟踪

脉冲，传输给单片机7，单片机7把该判决脉冲与市电过零检测器1输出过零脉冲两相比对判

断前者是否落到后者开启的时间窗口内。积分判决器6实际上积分的是电机3内部励磁绕组

L2输出的电能，但其积分的时刻往往正是电机3内部担负负载驱动的主绕组L1上感生电动

势的过零点（以后为叙述方便以电机3入端为界把外部市电过零检测输出的过零脉冲简称

为外电零点，而把电机3内部驱动主绕组上的感生电动势过零点称内电零点），换句话说该

发明的本质是通过比对内外电零点的重叠程度，来确认电机3当前的工况，并把能飞入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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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时间窗内的内电零点作为标定电机3当前旋转位置以及被电机3驱动的执行器行程解

算的依据；

[0022] 限时驱动器5受命于单片机7，核心职能是一个上传下达的有限授权的中间执行机

构，当单片机7失控“跑飞”，已无力按市电过零检测输出的过零脉冲再次授权限时驱动器5

执行命令时，该限时驱动器5将肩负起果断切断它后端驱动的全可控双路换向开关2及旁路

开关4与工频市电之间的电器连接，从而保护全系统的人机安全。限时执行器的超时容限当

选取为工频市电的1个半周期则30mS时最佳。

[0023] 所述积分判决器6包括三光电耦合器IC1、IC2、IC3，六电阻R1、R2、R3、R4、R5、R6，两

二极管D32、D33，一电容C1，一发光二极管D35和一钳位稳压管D34，两二极管D32、D33并联在

市电两端后与电阻R1、钳位稳压管D34和电阻R2依次串联，光电耦合器IC3的1脚通过电阻R6

与直流电源连接，光电耦合器IC3的4脚连接在钳位稳压管D34和电阻R2之间，光电耦合器

IC3的3脚与电容C1一端连接，电容C1的另一端与电阻R2连接，光电耦合器IC1的1脚通过电

阻R3与电阻R2连接，光电耦合器IC1的2脚与光电耦合器IC2的1脚连接，光电耦合器IC1的3

脚与其1脚连接，光电耦合器IC1的4脚与电阻R2连接，光电耦合器IC2的2脚与光电耦合器

IC3的3脚连接，光电耦合器IC2的3脚接地，光电耦合器IC2的4脚与电阻R5和发光二极管D35

连接，发光二极管D35与电阻R4串联后与直流电源连接，电阻R1、R2和电容C1组成时延滤波，

时延滤波电路与光电耦合器IC3配合完成时间窗口滤波和同步匹配滤波，电容C1与光电耦

合器IC1构成斯密特触发器利用回差抗干扰。

[0024] 当电机3处于长期的平稳转动状态时（不超载不停机也不换向）由于内电零点和外

电零点一定是重合的，外电零点和内电零点都同时具备对电机3工况监测的公正性，此时宜

间隙采样内电零点予以跟踪和再次确认单相交流同步电机3此前工况是否已发生改变，这

样就不别没市电周波切换一次可控双路换向开关2和旁路开关4，让电机3自主地实现对市

电频率和相位的同步跟踪；当电机3因超载、重启、特别是换向时，必须逐周通过对旁路开关

4和换向开关2之间的互斥切换，一直考察内电零点的有无，并在市电周波每周过零点严格

比对内电和外电零点密合度，以确认当前外部工频市电对电机3的驱动是否有效，这样就剔

除了因机电系统的不平衡引起的差异积累，从而保证了无传感器对电机3旋转定位和执行

器位移解算的公正性和精准性。

[0025] 本发明不用任何定位传感器，直接从电机3馈电线端提取当前电机3运行工况，因

而免除了传统的弱电系统繁琐现场安装和调试，只需要在远方控制中心用“鼠标+键盘”就

可实现实时采控，从而非常可靠、精确地对旋转着的电机3定位及解算执行器行程，抗干扰

能力强，传输距离远，安装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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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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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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