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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电动舵机位移传感器零位检测电路

CN 106546160 B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电动舵机检测技术，
涉及一种电
动舵机位移传感器零位检测电路。其特征在于：
它包括3个运算放大器即第1运算放大器U1至第3
运算放大器U3、PWM信号发生器U4、
驱动模块U5、
第1电源变换器U6、
第2电源变换器U7、
电位计P和
单刀双掷开关K。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电动舵机位
移传感器零位检测电路，
大大简化了操作过程，
缩短了检测周期，
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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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电动舵机位移传感器零位检测电路，
其特征在于：
它包括3个运算放大器即第1
运算放大器U1至第3运算放大器U3、PWM信号发生器U4、
驱动模块U5、第1电源变换器U6、第2
电源变换器U7、
电位计P和单刀双掷开关K；
+28V电源分别与单刀双掷开关K的动触点Ka、第1
电源变换器U6的电源输入端U6a和第2电源变换器U7的电源输入端U7a连接，
第1电源变换器
U6的接地端U6b、第2电源变换器U7的接地端U7b和驱动模块U5的接地端U5f接地；
电位计P的
两个固定端分别与第1电源变换器U6的+9V电源输出端U6c和第1电源变换器U6的-9V电源输
出端U6e连接，
第1电源变换器U6的信号接地端U6d分别与第2电源变换器U7的信号接地端
U7d、
驱动模块U5的信号接地端U5a、
PWM信号发生器U4的第1信号接地端U4a、
PWM信号发生器
U4的第2信号接地端U4c以及第1运算放大器U1的同相输入端至第3运算放大器U3的同相输
入端连接，
电位计P的滑动端分别与第1测量点N1、第1运算放大器U1的反相输入端、第2运算
放大器U2的输出端和第3运算放大器U3的反相输入端连接，
单刀双掷开关K的第1固定端Kb
空置，
单刀双掷开关K的第2固定端Kc与驱动模块U5的电源输入端U5c连接，
第2电源变换器
U7的+15V电源输出端U7c分别与位移传感器的正电源输入端C、PWM信号发生器U4的正电源
输入端U4d以及第1运算放大器U1的正电源输入端至第3运算放大器U3的正电源输入端连
接，
第2电源变换器U7的-15V电源输出端U7e分别与位移传感器的负电源输入端D、PWM信号
发生器U4的负电源输入端U4f以及第1运算放大器U1的负电源输入端至第3运算放大器U3的
负电源输入端连接 ,驱动模块U5的电动舵机电机电源第1输出端U5d与电动舵机电机的第1
电源输入端A连接，
驱动模块U5的电动舵机电机电源第2输出端U5e与电动舵机电机的第2电
源输入端B连接，
驱动模块U5的PWM信号输入端U5b与PWM信号发生器U4的PWM信号输出端U4e
连接，
PWM信号发生器U4的控制信号输入端U4b与第1运算放大器U1的输出端连接，
第2运算
放大器U2的反相输入端与位移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E连接，
第3运算放大器U3的输出端为第
2测量点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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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舵机位移传感器零位检测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直流有刷电动舵机检测技术，
涉及一种直流有刷电动舵机位移传感器
零位检测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检测电动舵机位移传感器零位误差的方法是：
位置开环检测，
首先调低电动
舵机工作速度，
手动控制电动舵机停止的位置，
使电动舵机停在零位附近，
然后控制电动舵
机不断的往复工作，
直到检测到位移传感器输出值在零位的检测范围之内才算合格。这个
检测范围一般都很小，
在+40mV到-40mV之间，
而电动舵机里电机的转速是非常快的，
手动控
制很容易就停止在这个范围之外，
需要不断的尝试。
[0003] 其缺点是：
操作过程繁琐，
需要反复调整位移传感器的零位，
检测周期长，
工作效
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
提出一种电动舵机位移传感器零位检测电路，
以便简化操作过
程，
缩短检测周期，
提高工作效率。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电动舵机位移传感器零位检测电路，
其特征在于：
它包
括3个运算放大器即第1运算放大器U1至第3运算放大器U3、
PWM信号发生器U4、
驱动模块U5、
第1电源变换器U6、第2电源变换器U7、
电位计P和单刀双掷开关K；
+28V电源分别与单刀双掷
开关K的动触点Ka、第1电源变换器U6的电源输入端U6a和第2电源变换器U7的电源输入端
U7a连接，
第1电源变换器U6的接地端U6b、第2电源变换器U7的接地端U7b和驱动模块U5的接
地端U5f接地；
电位计P的两个固定端分别与第1电源变换器U6的+9V电源输出端U6c和第1电
源变换器U6的-9V电源输出端U6e连接，
第1电源变换器U6的信号接地端U6d分别与第2电源
变换器U7的信号接地端U7d、
驱动模块U5的信号接地端U5a、PWM信号发生器U4的第1信号接
地端U4a、
PWM信号发生器U4的第2信号接地端U4c以及第1运算放大器U1的同相输入端至第3
运算放大器U3的同相输入端连接，
电位计P的滑动端分别与第1测量点N1、第1运算放大器U1
的反相输入端、第2运算放大器U2的输出端和第3运算放大器U3的反相输入端连接，
单刀双
掷开关K的第1固定端Kb空置，
单刀双掷开关K的第2固定端Kc与驱动模块U5的电源输入端
U5c连接，
第2电源变换器U7的+15V电源输出端U7c分别与位移传感器的正电源输入端C、
PWM
信号发生器U4的正电源输入端U4d以及第1运算放大器U1的正电源输入端至第3运算放大器
U3的正电源输入端连接，
第2电源变换器U7的-15V电源输出端U7e分别与位移传感器的负电
源输入端D、
PWM信号发生器U4的负电源输入端U4f以及第1运算放大器U1的负电源输入端至
第3运算放大器U3的负电源输入端连接 ,驱动模块U5的电动舵机电机电源第1输出端U5d与
电动舵机电机的第1电源输入端A连接，
驱动模块U5的电动舵机电机电源第2输出端U5e与电
动舵机电机的第2电源输入端B连接，
驱动模块U5的PWM信号输入端U5b与PWM信号发生器U4
的PWM信号输出端U4e连接，
PWM信号发生器U4的控制信号输入端U4b与第1运算放大器U1的
3

CN 106546160 B

说

明

书

2/3 页

输出端连接，
第2运算放大器U2的反相输入端与位移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E连接，
第3运算放
大器U3的输出端为第2测量点N2。
[0006] 本发明的优点是：
提出了一种电动舵机位移传感器零位检测电路，
大大简化了操
作过程，
缩短了检测周期，
提高了工作效率。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
经对比试验证明，
检测工
作效率提高30倍以上。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本发明的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下面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参见图1，
一种电动舵机位移传感器零位检测电
路，
其特征在于：
它包括3个运算放大器即第1运算放大器U1至第3运算放大器U3、
PWM信号发
生器U4、
驱动模块U5、第1电源变换器U6、第2电源变换器U7、
电位计P和单刀双掷开关K；
+28V
电源分别与单刀双掷开关K的动触点Ka、第1电源变换器U6的电源输入端U6a和第2电源变换
器U7的电源输入端U7a连接，
第1电源变换器U6的接地端U6b、第2电源变换器U7的接地端U7b
和驱动模块U5的接地端U5f接地；
电位计P的两个固定端分别与第1电源变换器U6的+9V电源
输出端U6c和第1电源变换器U6的-9V电源输出端U6e连接，
第1电源变换器U6的信号接地端
U6d分别与第2电源变换器U7的信号接地端U7d、
驱动模块U5的信号接地端U5a、
PWM信号发生
器U4的第1信号接地端U4a、
PWM信号发生器U4的第2信号接地端U4c以及第1运算放大器U1的
同相输入端至第3运算放大器U3的同相输入端连接，
电位计P的滑动端分别与第1测量点N1、
第1运算放大器U1的反相输入端、第2运算放大器U2的输出端和第3运算放大器U3的反相输
入端连接，
单刀双掷开关K的第1固定端Kb空置，
单刀双掷开关K的第2固定端Kc与驱动模块
U5的电源输入端U5c连接，
第2电源变换器U7的+15V电源输出端U7c分别与位移传感器的正
电源输入端C、
PWM信号发生器U4的正电源输入端U4d以及第1运算放大器U1的正电源输入端
至第3运算放大器U3的正电源输入端连接，
第2电源变换器U7的-15V电源输出端U7e分别与
位移传感器的负电源输入端D、
PWM信号发生器U4的负电源输入端U4f以及第1运算放大器U1
的负电源输入端至第3运算放大器U3的负电源输入端连接 ,驱动模块U5的电动舵机电机电
源第1输出端U5d与电动舵机电机的第1电源输入端A连接，
驱动模块U5的电动舵机电机电源
第2输出端U5e与电动舵机电机的第2电源输入端B连接，
驱动模块U5的PWM信号输入端U5b与
PWM信号发生器U4的PWM信号输出端U4e连接，
PWM信号发生器U4的控制信号输入端U4b与第1
运算放大器U1的输出端连接，
第2运算放大器U2的反相输入端与位移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E
连接，
第3运算放大器U3的输出端为第2测量点N2。
[0009] 本发明的使用方法和工作原理是：
先接通外部+28V供电电源，
这时第1电源变换器
U6开始工作，
有+9V和-9V电压输出、第2电源变换器U7开始工作，
有+15V和-15V电压输出，
调
节电位计P，
检测测量点N1的电压值为0V，
然后接通单刀双掷开关K，
电动舵机就会工作到位
移传感器的零位停止，
之后检测测量点N2的电压值在技术要求的合格范围内则电动舵机位
移传感器零位检测合格。其具体的工作原理是：
当电位计P输出0V时，
位移传感器的信号输
出端E经过第2运算放大器U2调整之后信号进行叠加送入第1运算放大器U1的反相输入端，
同时这个信号也经过第3运算放大器U3的反向之后送到测量点N2进行检测。第1运算放大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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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把这个叠加信号进行放大后送入PWM信号发生器U4，
调制成PWM信号后再送入驱动模块U5
的控制信号输入端。当开关K接通后，
因为位移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E经过第2运算放大器U2
调整之后信号与电位计P输出有电压差，
电动舵机开始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位移传感器的信
号输出端E经过第2运算放大器U2调整之后的信号会发生变化，
与电位计P输出信号的电压
差会逐渐缩小，
当缩小为0V时，
电动舵机停止工作，
电动舵机位移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与电位
计P输出信号同步，
都为0V。
舵机停止的位置就是电动舵机位移传感的零位。
[0010]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
PWM信号发生器U4采用(KK013) ，
驱动模块U5采用(KK216) ，
第1电源变换器U6采用(TDPBB28D9W20)，
第2电源变换器U7采用(TDPBB28D15W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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