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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池组仿真系统，其包括上位机、多个

中位机以及多组下位机，通过上位机向下位机发

送数据模型，下位机将接收到的数据模型进行存

储并根据上位机的同步信号运行数据模型且输

出模拟数据，中位机同步采集与之通讯的下位机

的模拟数据并发送给上位机；同时上位机将BMS

检测的下位机端口的数据与模拟数据进行对比

以判定BMS的工作状态。通过增设中位机，多个中

位机同时对相对应的多组下位机的模拟数据进

行采集，并在汇总后通过网络发送给上位机，使

得上位机、中位机以及下位机之间的工作时间实

时同步，在便于读取数据的同时更能真实反映下

位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的动态曲线；此外，部分

数据的计算和错误判断功能可由中位机完成，提

高了上位机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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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池组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组仿真系统包括：上位机、多个中位机

以及多组下位机；

所述上位机和所述下位机分别与BMS通讯连接，所述中位机连接于所述上位机和所述

下位机之间，各组所述下位机分别与相应的一个所述中位机通讯；

所述上位机向所述下位机发送数据模型，所述下位机将接收到的所述数据模型进行存

储，并根据所述上位机的同步信号运行所述数据模型且输出模拟数据，所述中位机同步采

集与之通讯的所述下位机的模拟数据并发送给上位机；同时所述BMS根据所述模拟数据的

参数类型进行检测所述下位机端口输出的相应数据，并将检测数据反馈至所述上位机，所

述上位机根据所述模拟数据和所述检测数据进行对比以判定所述BMS的工作状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组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中位机的数量为1-8个，各个

所述中位机通过交换机分别与所述上位机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池组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每组所述下位机包括：

与所述BMS和所述中位机连接，用于接收和存储所述数据模型，并根据所述数据模型进

行电压模拟以输出电压模拟数据的虚拟电池模组；和

与所述BMS和所述上位机连接，用于根据接收的所述数据模型进行电流模拟以输出电

流模拟数据的电流模拟模块。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池组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流模拟模块包括：第一通

讯单元、第一控制单元、第一供给单元、第一反馈控制单元、第一功率单元、第一采样单元、

充放电切换单元以及第一电源单元；

所述第一通讯单元的第一端与所述上位机连接，所述第一通讯单元的第二端与所述第

一控制单元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一控制单元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一供给单元的第一端连

接，所述第一供给单元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一反馈控制单元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一反馈控

制单元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一功率单元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一功率单元的第二端与第一采

样单元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一采样单元的第二端与所述充放电切换单元的第一端连接，

所述充放电切换单元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一控制单元的第三端连接；

所述第一控制单元通过所述第一通讯单元与所述上位机通讯，接收所述数据模型，同

时控制所述第一供给单元生成模拟电流，所述第一供给单元向所述第一反馈单元输出所述

模拟电流，所述第一反馈单元控制反馈环路以控制所述模拟电流的输出精度，再通过所述

第一功率单元对所述模拟电流进行控制调节以便输出，所述第一采样单元对控制调节后的

所述模拟电流进行采样，并将得到的所述模拟电流数据反馈至所述第一控制单元，再通过

所述第一通讯单元发送给所述上位机，所述充放电切换单元用于选择充电或者放电方向，

所述第一电源单元用于供电。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池组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与每个所述中位机连接的所述虚

拟电池模组的数量为1-4个。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池组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虚拟电池模组包括1-8个虚

拟电池单元，每个虚拟电池单元均与所述中位机连接。

7.如权利要求3或6所述的电池组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虚拟电池单元包括：第二

通讯单元、第二控制单元、存储单元、第二供给单元、第二反馈控制单元、第二功率单元、第

二采样单元以及第二电源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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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通讯单元的第一端与所述中位机连接，所述第二通讯单元的第二端与所述第

二控制单元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二控制单元的第二端与所述存储单元连接，所述第二控

制单元的第三端与所述第二供给单元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二供给单元的第二端与所述第

二反馈控制单元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二反馈控制单元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功率单元的第

一端连接，所述第二功率单元的第二端与第二采样单元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二采样单元

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控制单元的第四端连接；

所述第二控制单元通过所述第二通讯单元与所述上位机通讯，接收所述数据模型并保

存在所述存储单元，同时控制所述第二供给单元生成模拟电压，所述第二供给单元向所述

第二反馈单元输出所述模拟电压，所述第二反馈单元控制反馈环路以控制所述模拟电压的

输出精度，再通过所述第二功率单元对所述模拟电压进行控制调节以便输出，所述第二采

样单元对控制调节后的所述模拟电压进行采样，并将得到的模拟电压数据反馈至所述第二

控制单元，再通过所述第二通讯单元发送给所述中位机，所述第二电源单元用于供电。

8.如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电池组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模型包括电

池数据模型和电流数据模型。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池组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流模拟模块包括用于模拟

实际电流的实际电流模拟单元和用于模拟电流霍尔方式的电流霍尔模拟单元。

10.如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所述的电池组仿真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位机、所述中

位机以及所述下位机之间通过通信口连接，所述通信口包括RS-232接口、RS-485接口以及

CAN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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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池组仿真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池管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池组仿真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电池组仿真系统，指的是模拟电池真实情况的虚拟电池，用于测试BMS(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电池管理系统)及电动汽车控制器在真实路况下的使用情况。目前，上

位机通过RS485通讯把数据下发给下位机，下位机再把实际电性能数据上传到上位机，但

是，由于RS485通讯是逐个访问下位机的，因此只能一次下发，再一次上传，使得运行时间很

长，导致速度太慢而无法真实反映电池在工作过程中的动态曲线。

[0003] 因此，传统的技术方案中的电池组仿真系统存在运行速度太慢而无法真实反映电

池在工作过程中的动态曲线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电池组仿真系统，旨在解决传统的技术方案中的电池组仿真系统

存在运行速度太慢而无法真实反映电池在工作过程中的动态曲线的问题。

[0005]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电池组仿真系统，包括：上位机、多个中位机以及多组

下位机；

[0006] 所述上位机和所述下位机分别与BMS通讯连接，所述中位机连接于所述上位机和

所述下位机之间，各组所述下位机分别与相应的一个所述中位机通讯；

[0007] 所述上位机向所述下位机发送数据模型，所述下位机将接收到的所述数据模型进

行存储，并根据所述上位机的同步信号运行所述数据模型且输出模拟数据，所述中位机同

步采集与之通讯的所述下位机的模拟数据并发送给上位机；同时所述BMS根据所述模拟数

据的参数类型进行检测所述下位机端口输出的相应数据，并将检测数据反馈至所述上位

机，所述上位机根据所述模拟数据和所述检测数据进行对比以判定所述BMS的工作状态。

[0008] 上述的电池组仿真系统，通过增设中位机，多个中位机同时对相对应的多组下位

机的模拟数据进行采集，并在汇总后通过网络发送给上位机，使得上位机、中位机以及下位

机之间的工作时间实时同步，在便于读取数据的同时更能真实反映下位机在实际工作过程

中的动态曲线；此外，部分数据的计算和错误判断功能可通过中位机完成，提高了上位机的

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电池组仿真系统的模块示意图；

[0010] 图2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提供的电池组仿真系统的模块示意图；

[0011]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虚拟电池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4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虚拟电池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5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电流模拟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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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5] 图1示出了本发明较佳实施例提供的电池组仿真系统的模块示意图，为了便于说

明，仅示出了与本实施例相关的部分，详述如下：

[0016] 参考图1，一种电池组仿真系统，包括：上位机10、多个中位机20以及多组下位机

30。

[0017] 其中，上位机10和下位机30分别与BMS连接，中位机20连接于上位机10和下位机30

之间，各组所述下位机分别与相应的一个所述中位机通讯；上位机10向下位机30发送数据

模型，下位机30将接收到的数据模型进行存储，并根据上位机的同步信号运行所述数据模

型且输出模拟数据，中位机20同步采集与之通讯的所述下位机的模拟数据并发送给上位机

10；同时BMS根据模拟数据的参数类型进行检测下位机端口输出的相应数据，并将检测数据

反馈至上位机10，上位机10根据模拟数据和检测数据进行对比以判定BMS的工作状态。在其

他实施例中，可以由上位机10向中位机20发送数据模型，再通过中位机分别向相应的下位

机30转发数据模型。上位机10通过RS-485通讯、RS-232通讯或者网络，一次把整个电池组的

特征数据(包括电压数据、电流数据、容量数据以及时间数据等)发送给下位机并存储于下

位机中，下位机根据下发的特征数据进行仿真，并且在仿真的过程中无需执行下发数据的

工序；省略上位机一次下发，下位机再一次上传的繁琐过程，大大缩短了仿真系统的运行时

间。增设了中位机的仿真系统可做到毫秒级同步，50ms的跳变电压，可真实反映电池在实际

工作过程中的动态曲线。

[001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参考图2，上位机10的数量为1个，中位机20的数量为1-8个，

各个中位机20通过交换机分别与一个上位机10连接，各组所述下位机分别与相应的一个所

述中位机通讯。在具体的实施例中，中位机20的数量为8个。

[001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参考图2，每组下位机30包括虚拟电池模组31和电流模拟模

块32；其中，虚拟电池模组31与BMS和中位机20连接，用于接收和存储数据模型，并根据数据

模型进行电压模拟以输出电压模拟数据；电流模拟模块32与BMS和上位机10连接，用于根据

接收的数据模型进行电流模拟以输出电流模拟数据。数据模型包括电池数据模型和电流数

据模型，其中，电池数据模型包括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以及钛酸锂的数据模型，用户可以

在这三种电池的数据模型中选择，并且给出了电池的容量值、内阻值以及使用过程中的电

流大小，电池模拟单元310可根据设定值进行真实电池模拟输出。

[002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与每个中位机20连接的虚拟电池模组31的数量为1-4个。

[002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参考图3，虚拟电池模组31包括1-8个虚拟电池单元310，每

个虚拟电池单元310均与中位机20连接。电池模拟单元输出的电流为定值，多个虚拟电池模

组31可以分别用来模拟不同电压，从而输出变化的电压数据。

[0022] 如上述上位机、中位机以及下位机之间通过通信口连接，该通信口包括RS-232接

口、RS-485接口以及CAN总线。

[002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参考图5，电流模拟模块32包括：第一控制单元322、第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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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单元321、第一供给单元323、第一反馈控制单元324、第一功率单元325、第一采样单元

326、充放电切换单元327以及第一电源单元328。

[0024] 其中，第一通讯单元321的第一端与上位机连接，第一通讯单元321的第二端与第

一控制单元322的第一端连接，第一控制单元322的第二端与第一供给单元323的第一端连

接，第一供给单元323的第二端与第一反馈控制单元324的第一端连接，第一反馈控制单元

324的第二端与第一功率单元325的第一端连接，第一功率单元325的第二端与第一采样单

元326的第一端连接，第一采样单元326的第二端与充放电切换单元327的第一端连接，充放

电切换单元327的第二端与第一控制单元322的第三端连接。

[0025] 第一控制单元322通过第一通讯单元321与上位机通讯，接收数据模型，同时控制

第一供给单元323生成模拟电流，第一供给单元323向第一反馈单元输出模拟电流，第一反

馈单元控制反馈环路以控制模拟电流的输出精度，再通过第一功率单元325对模拟电流进

行控制调节以便输出，采样单元对控制调节后的模拟电流进行采样，并将模拟电流数据反

馈至第一控制单元322，再通过第一通讯单元321发送给上位机，充放电切换单元327用于选

择充电或者放电方向，第一电源单元328用于供电。在具体的实施例中，第一控制单元322可

采用ARM(Advanced  RISC  Machine，高级精简指令集计算机)控制器，第一通讯单元321采用

型号为ADM2483的RS-485通讯芯片，第一供给单元323和第一采样单元326均可采用24位的

ADC1256(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模/数转换器)芯片，第一反馈控制单元324可采

用OPA188运放搭建的误差放大器反馈环路，第一功率单元325主要采用MOS管、二极管以及

均衡电路组成，充放电切换单元327采用欧姆龙的继电器组成切换板，再由单片机控制其导

通或者断开来切换充放电方向。电流模拟模块可以在低电压状态下模拟BMS采集电流值，精

度可达到0.05％，电流启动时间小于500us，以及50ms的电流跳变。

[002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参考图4，虚拟电池单元310包括：第二通讯单元311、第二控

制单元312、存储单元313、第二供给单元314、第二反馈控制单元315、第二功率单元316、第

二采样单元317以及第二电源单元318；

[0027] 第二通讯单元311的第一端与中位机连接，第二通讯单元311的第二端与第二控制

单元312的第一端连接，第二控制单元312的第二端与存储单元313连接，第二控制单元312

的第三端与第二供给单元314的第一端连接，第二供给单元314的第二端与第二反馈控制单

元315的第一端连接，第二反馈控制单元315的第二端与第二功率单元316的第一端连接，第

二功率单元316的第二端与第二采样单元317的第一端连接，第二采样单元317的第二端与

第二控制单元312的第四端连接。

[0028] 第二控制单元312通过第二通讯单元311与上位机通讯，接收数据模型并保存在存

储单元313，同时控制第二供给单元314生成模拟电压，第二供给单元314向第二反馈单元输

出模拟电压，第二反馈单元控制反馈环路以控制模拟电压的输出精度，再通过第二功率单

元316对模拟电压进行控制调节以便输出，采样单元对控制调节后的模拟电压进行采样，并

将模拟电压数据反馈至第二控制单元312，再通过第二通讯单元311发送给中位机，第二电

源单元318用于供电。

[0029] 在具体的实施例中，存储单元313可采用型号为FM25V10的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存储器，第二控

制单元312可采用ARM(Advanced  RISC  Machine，高级精简指令集计算机)控制器，第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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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311采用型号为ADM2483的RS-485通讯芯片，第二供给单元314和第二采样单元317均可

采用24位的ADC1256(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模/数转换器)芯片，第二反馈控制单

元315可采用OPA188运放搭建的误差放大器反馈环路，第二功率单元316主要采用MOS管、二

极管以及均衡电路组成。

[003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电流模拟模块包括用于模拟实际电流的实际电流模拟单元

和用于模拟电流霍尔方式的电流霍尔模拟单元。电流模拟单元可以模拟实际电流，通过用

户的分流器向BMS输入信号，电流霍尔模拟单元可以模拟电流霍尔方式的模拟电流，通过向

BMS输入电压型霍尔信号或者电流型霍尔信号。

[0031] 下面以图2所示的电池组仿真系统为例对其工作原理进行说明，详述如下：

[0032] 通过上位机软件向虚拟电池模组31发送电池数据模型，向电流模拟模块32发送电

流数据模型，模拟电池模组31和电流模拟模块32接收到相应的数据模型后，开始根据用户

预先设定的特征数据进行模拟工作，在模拟工作过程中，中位机20通过RS-485逐个采集模

拟电池模组31中的每个模拟电池单元310中的模拟电压数据，中位机20将采集到的模拟电

压数据通过网络发送给上位机10，电流模拟模块32在模拟工作中向上位机10输出模拟电流

数据，同时模拟电池模组31和电流模拟模块32向BMS输出电压和电流参数，BMS根据仿真系

统模拟的参数类型对下位机端口的输出进行检测，并将检测数据反馈到上位机，上位机根

据模拟电池模组31和电流模拟模块32发送的模拟数据和BMS反馈的检测数据进行对比，若

模拟数据和检测数据相同或者在预设范围内，说明BMS的工作正常，若模拟数据和检测数据

超出预设范围，说明BMS出现异常。例如，模拟电池模组31模拟12V电压的输出，若BMS检测到

下位机端口的数据不是12V，并且不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说明BMS出现异常。

[003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4] 1、通过增设中位机，中位机通过多串口同时把多个电池模拟单元的模拟数据进行

全部采集，汇总后通过网络发送给上位机，使得上位机与中位机之间的工作时间实时同步，

保证了所有单元工作的同步性。

[0035] 2、每个中位机自带硬件接口可输出同步信号，可以同时控制多个电池模拟单元输

出电压数据，保证了数据的实时性，能够真实反映电池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的动态曲线。

[0036] 3、部分数据的计算和错误判断功能可通过中位机完成，可以减少上位机的工作

量，提高了上位机的工作效率。

[0037] 4、下发电池数据模型时，中位机可以把参数逐一下发给虚拟电池单元，而不需客

户一个一个选择。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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