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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励磁控制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励磁控制系统，包括测量系

统和励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励磁装置连接

所述测量系统，所述测量系统与所述励磁装置连

接有控制系统；所述励磁装置用于接收输入电流

并产生励磁电压，使发电机产生输出电流；所述

测量系统用于测量所述励磁装置的电流或电压

并将所述电流或电压的变化值转化为数字信号；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并联的第一控制系统和第二

控制系统，所述第一控制系统用于向所述励磁装

置发出第一控制指令，所述第二控制系统用于人

工向所述励磁装置发出第二控制指令，具有远程

监控、远程操作的功能，具有操作方便、及时的优

点，减小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和操作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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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励磁控制系统，包括测量系统和励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励磁装置连接所述

测量系统，所述测量系统与所述励磁装置连接有控制系统；

所述励磁装置用于接收输入电流并产生励磁电压，使发电机产生输出电流；

所述测量系统用于测量所述励磁装置的电流或电压并将所述电流或电压的变化值转

化为数字信号；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并联的第一控制系统和第二控制系统，所述第一控制系统用于向所

述励磁装置发出第一控制指令，所述第二控制系统用于人工向所述励磁装置发出第二控制

指令；

所述第二控制系统还设有通信模块和语音输入模块，所述第一控制系统还设有语音信

号接收模块和语音输出模块，所述语音输入模块用于将语音指令转化为语音信号，所述通

信模块用于将语音信号发送至所述语音信号接收模块，所述语音信号接收模块用于接收所

述语音信号，并将所述语音信号传递至语音输出模块，所述语音输出模块用于将语音信号

转化为第二语音指令并播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励磁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系统还用于将数字

信号同时发送至第一控制系统和所述第二控制系统。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励磁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当所述数字信号的值大于设

定阈值时，所述测量系统还用于同时向第一控制系统和第二控制系统发送中断指令。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励磁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控制系统包括输出

模块和输入模块，所述输出模块连接所述励磁装置，所述输入模块连接所述测量系统，所述

输入模块用于接收所述测量系统的数字信号，所述输出模块用于根据所述数字信号控制所

述励磁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励磁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控制系统包括远程

监控模块，所述监控模块用于可视化监控所述数字信号的变化情况。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励磁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控制系统还包括人

机交互模块，所述第二控制系统还用于接收所述第一控制系统的第一控制指令，并在人机

交互模块中显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励磁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控制系统还包括存

储模块，所述存储模块用于存储所述测量系统的数字信号，或用于存储所述第二控制系统

发出的第二控制指令。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励磁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励磁模块还设有过载保

护电路，用于当所述输入电流过载时切断所述发电机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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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励磁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发电极励磁控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励磁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发电机励磁控制器通过测量发电机电压与给定电压比较并计算出控制电

压，将计算出的控制电压转换为相应的励磁输出电流，从而达到控制发电机电压的目的。

[0003] 发电机励磁控制器的主控单元实时采集工作电压的模拟量，当出现紧急情况需要

保护所述发电机励磁控制器时，通过事先编写在主控单元中的保护软件命令所述励磁控制

器断电而对所述励磁控制器进行断电保护。

[0004] 现有的发电机励磁控制器的不足之处在于，工作人员需在监控室监控现场状况，

但是监控室无法对发电极励磁装置进行操作，因此当发生异常时，工作人员需到发电机现

场操作励磁按钮，这样工作人员工作量增加，操作难度大，施工不方便。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申请提供一种励磁控制系统，具有远程监控、远程操作的功能，具有

操作方便、及时的优点，减小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和操作难度。

[0006] 为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励磁控制系统，包括测量系

统和励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励磁装置连接所述测量系统，所述测量系统与所述励磁装

置连接有控制系统；

[0007] 所述励磁装置用于接收输入电流并产生励磁电压，使发电机产生输出电流；

[0008] 所述测量系统用于测量所述励磁装置的电流或电压并将所述电流或电压的变化

值转化为数字信号；

[0009]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并联的第一控制系统和第二控制系统，所述第一控制系统用于

向所述励磁装置发出第一控制指令，所述第二控制系统用于人工向所述励磁装置发出第二

控制指令。

[0010] 优选的，所述测量系统还用于将数字信号同时发送至第一控制系统和所述第二控

制系统。

[0011] 优选的，当所述数字信号的值大于设定阈值时，所述测量系统还用于同时向第一

控制系统和第二控制系统发送中断指令。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一控制系统包括输出模块和输入模块，所述输出模块连接所述励

磁装置，所述输入模块连接所述测量系统，所述输入模块用于接收所述测量系统的数字信

号，所述输出模块用于根据所述数字信号控制所述励磁装置。

[0013] 优选的，所述第二控制系统包括远程监控模块，所述监控模块用于可视化监控所

述数字信号的变化情况。

[0014] 优选的，所述第二控制系统还包括人机交互模块，所述第二控制系统还用于接收

所述第一控制系统的第一控制指令，并在人机交互模块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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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优选的，所述第二控制系统还包括存储模块，所述存储模块用于存储所述测量系

统的数字信号，或用于存储所述第二控制系统发出的第二控制指令。

[0016] 优选的，所所述第二控制系统还设有通信模块和语音输入模块，所述第一控制系

统还设有语音信号接收模块和语音输出模块，所述语音输入模块用于将语音指令转化为语

音信号，所述通信模块用于将语音信号发送至所述语音信号接收模块，所述语音信号接收

模块用于接收所述语音信号，并将所述语音信号传递至语音输出模块，所述语音输出模块

用于将语音信号转化为第二语音指令并播放。

[0017] 优选的，所述励磁模块还设有过载保护电路，用于当所述输入电流过载时切断所

述发电机的输出。

[0018] 本申请与现有技术相比，其详细说明如下：

[0019] 所述励磁装置与所述测量系统连接有控制系统，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并联的第一控

制系统和第二控制系统，所述第一控制系统位于所述励磁装置的操作现场，用于自动化接

收测量系统的数字信号并控制所述励磁装置，所述第二操作系统用于远程监控或对励磁装

置进行远程人工操作。

[0020] 所述第二控制系统还包括人机交互模块和存储模块，存储模块用于存储第二控制

系统发出的第二控制指令，方便工作人员对操作记录进行调档、整理，所述人机交互界面用

于实时显示测量系统的数字信号，具有显示及时、方便工作人员远程监控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3] 如图1所示，一种励磁控制系统，包括励磁装置1和测量系统2，所述励磁装置1连接

所述测量系统2，所述测量系统2与所述励磁装置1连接有控制系统3，所述控制系统3包括第

一控制系统5和所述第二控制系统6；其中：

[0024] 所述励磁装置1用于接收输入电流13并产生励磁电压14，使发电机7产生输出电流

15，并用于在控制系统3的作用下连通或断开所述输入电流13；

[0025] 所述励磁模块1还设有过载保护电路12，所述过载保护电路12用于当输入电流13

过载而导致发电机7的输出电流15超过设定输出电流值时，切断所述发电机7的输出，以实

现保护发电机7的目的。

[0026] 所述测量系统2用于测量所述励磁装置1的输入电流13和励磁电压14，并将所述输

入电流13或励磁电压14的变化值转化为数字信号41；所述测量系统2还用于将数字信号41

同时发送至第一控制系统5和所述第二控制系统6；

[0027] 所述测量系统2还设有设定阈值21，所述测量系统2用于将数字信号41与设定阈值

21进行比较，当所述数字信号41的值大于设定阈值21时，所述测量系统2还用于同时向第一

控制系统5和第二控制系统6发送中断指令42，所述第一控制系统5或所述第二控制系统6接

收所述中断指令42并对所述励磁装置1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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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所述第一控制系统5用于向所述励磁装置1发出第一控制指令43，所述第一控制系

统5包括输出模块51和输入模块52，所述输出模块51连接所述励磁装置1，所述输入模块52

连接所述测量系统2，所述输入模块52用于接收所述测量系统2的数字信号41，所述输出模

块51用于根据所述数字信号41控制所述励磁装置1。

[0029] 所述第二控制系统6用于人工向所述励磁装置1发出第二控制指令44，所述第二控

制6系统包括：

[0030] 远程监控模块61，所述远程监控模块61用于可视化监控所述数字信号41的变化情

况；

[0031] 存储模块62，所述存储模块62用于存储所述测量系统1的数字信号41，或用于存储

所述第一控制系统5发出的第一控制指令43和所述第二控制系统6发出的第二控制指令44；

[0032] 人机交互模块63，所述第二控制系统6接收所述第一控制指令43、所述第二控制指

令44，或将所述远程监控模块61的数字信号41的变化情况在所述人机交互模块中显示；

[0033] 通信模块64和语音输入模块65，所述第一控制系统还设有语音信号接收模块53和

语音输出模块54，所述语音输入模块65用于将语音指令45转化为语音信号46，所述通信模

块用于将所述语音信号接收模块53用于接收所述语音信号46，并将所述语音信号46传递至

语音输出模块54，所述语音输出模块54用于将语音信号46转化为第二语音指令47并播放。。

[0034] 所述励磁模块1还设有过载保护电路12，所述过载保护电路12用于当电流过载而

导致发电机输出电流超过设定输出电流值时，切断所述发电机的输出，以实现保护发电机

的目的。

[0035] 所述励磁装置与所述测量系统连接有控制系统，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并联的第一控

制系统和第二控制系统，所述第一控制系统位于所述励磁装置的操作现场，用于自动化接

收测量系统的数字信号并控制所述励磁装置，所述第二操作系统用于远程监控或对励磁装

置进行远程人工操作。

[0036] 所述第二控制系统还包括人机交互模块和存储模块，存储模块用于存储第二控制

系统发出的控制指令，方便工作人员对历史控制指令的操作记录进行调档、整理，所述人机

交互界面用于实时显示测量系统的数字信号，具有显示及时、方便工作人员远程监控的优

点。

[0037] 所述第二控制系统还设有语音输入模块和通信模块，所述第一控制系统还设有语

音信号接收模块和语音输出模块，第二控制系统的操作人员用过语音输入模块输入语音信

息，所述通信模块将语音信号发送至第一控制系统的语音信号接收模块，所述语音输出模

块用于播放语音信息，通过上述功能，第二控制系统的操作人员在查看人机交互界面的同

时可以对第一控制系统处的工作人员进行语音指挥操作，具有方便、及时的优点。

[0038]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优选实施方式不应视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为准。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

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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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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