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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

试系统，包括：测试主机、程控电源、电机控制器、

相电压采集模块、仿真装置，仿真装置与测试主

机连接，并与程控电源、电机控制器和相电压采

集模块依次串联连接构成闭环系统，程控电源、

电机控制器以及相电压采集模块依次通过高压

线束连接，仿真装置分别通过低压线束与程控电

源、电机控制器以及相电压采集模块连接。本发

明提供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可以在

不用拆分电机控制器内部控制板与驱动板情况

下，实现电机控制器的闭环仿真，从而实现在试

验室环境下，搭建了电机控制器的闭环仿真环

境，可以加快电机控制器开发进度，实现对电机

控制器的功能、性能、故障检测的全面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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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测试主机、程控电源、电机控

制器、相电压采集模块、仿真装置，所述仿真装置与所述测试主机连接，并与所述程控电源、

所述电机控制器和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依次串联连接构成闭环系统，所述程控电源、所述

电机控制器以及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依次通过高压线束连接，所述仿真装置分别通过低压

线束与所述程控电源、所述电机控制器以及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连接；

所述测试主机，用于控制所述仿真装置的操作，包括向所述仿真装置发送仿真模型和

模型控制指令，所述模型控制指令包括指示所述程控电源向所述电机控制器输出电源的电

压控制指令和控制所述电机控制器输出转速和扭矩的电机转速扭矩输出指令；所述仿真模

型包括电压控制模型、温度模型、电机逆变器模型和电机本体模型；

所述程控电源，用于接收所述仿真装置发送的电压控制指令，并基于所述电压控制指

令向所述电机控制器提供指定电压的直流电；

所述电机控制器，用于接收所述程控电源输入的直流电，并响应于接收到所述仿真装

置发送的电机转速扭矩输出指令向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输出高压的三相电压；

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用于将所接收的高压的三相电压转换成低压电压并将所转换的

低压电压与预设高比较阈值和预设低比较阈值进行比较，并基于比较结果输出相应的电机

驱动信号，以及用于将所接收的高压的三相电压与输出的电机驱动信号进行隔离；

所述仿真装置，用于接收所述测试主机发送的仿真模型并运行所述仿真模型，并基于

所述模型控制指令向所述程控电源发送电压控制指令和向所述电机控制器发送电机转速

扭矩输出指令，并采集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输出的电机驱动信号，以及通过运行所述仿真

模型对所采集的电机驱动信号进行处理，得到程控电源控制信号、电机控制器所需的温度

信号、相电流信号和位置信号，并基于所述程控电源控制信号生成所述电压控制指令以及

将所述温度信号、相电流信号和位置信号发送给所述电机控制器；

其中，所述电机控制器为所述汽车实际所使用的电机控制器，所述电机控制器的控制

板和驱动板的连接关系与实际使用时的连接关系相同，所述控制板上的电流传感器接口与

所述仿真装置连接，以通过所述电流传感器接口将三相电流输入给所述电机控制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仿真装置包

括实时处理器、I/O板卡、信号调理板卡、故障注入板卡、FPGA板卡；

所述I/O板卡、信号调理板卡、故障注入板卡用于采集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输出的电机

驱动信号，并将所采集的电机驱动信号发送给所述FPGA板卡，以及将所述仿真装置运行所

述仿真模型所得到的电源控制信号发送给所述程控电源和将所得到的温度信号、相电流信

号和位置信号发送给所述电机控制器；

所述实时处理器与所述FPGA板卡通过PXIe总线连接，用于通过运行电压控制模型和温

度模型，获得所述程控电源控制信号和电机控制器所需的温度信号；

所述FPGA板卡用于基于所接收的电机驱动信号，通过运行电机逆变器模型和电机本体

模型，获得所述电机控制器所需的相电流信号和位置信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相电压采集

模块包括：

分压电阻模块，用于接收所述电机控制器输出的高压的三相电压并将所述电机控制器

输出的高压的三相电压进行分压处理，以转换成低压电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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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比较模块，用于将所述分压电阻模块输出的低压电压与预设高比较阈值和预设低

比较阈值进行比较，并基于比较结果输出相应的电机驱动信号；

隔离输出模块，用于将所述电机控制器输出的高压的三相电压和所述电压比较模块输

出的电机驱动信号进行隔离输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其特征在于，当所述分压电阻

模块输出的低压电压大于预设高比较阈值时，所述电压比较模块输出高电平信号；当所述

分压电阻模块输出的低压电压小于预设低比较阈值时，所述电压比较模块输出低电平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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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闭环仿真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纯电动汽车的不断发展，新能源汽车已经走进人们的生

活，成为重要交通工具之一，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新能源

汽车的安全性及可靠性就必须得到可靠保障。电机系统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其工作

的可靠性、稳定性直接影响着驾驶员的驾驶感受。作为电机系统的控制核心，电机控制器决

定了电机输出的扭矩和转速，其对电机控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必需得到保证，因此对电机

控制器的测试就显得非常重要。由于成本、可操作性、便利性等原因，在不便连接真实电机，

或者在实车上测试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在试验室搭建一种电机控制器闭环仿真环境，对电

机控制器进行测试是一种非常有效、便捷的测试手段。

[0003] 传统的电机控制器闭环仿真方法需要拆分电机控制器内部控制板与驱动板，只连

接控制板，同时仿真控制板与驱动板之间的各种信号。如果无法拆分控制板与驱动板，或者

无法获知控制板与驱动板之间的信号传输关系时，就无法实现电机控制器的闭环仿真。

[0004] 因此，设计一种不用拆分控制板与驱动板即可实现电机控制器的闭环仿真方法是

十分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该仿真测试

系统能够在不拆分电机控制器内部控制板与驱动板情况下，实现电机控制器的闭环仿真。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包括：测试主机、程控电

源、电机控制器、相电压采集模块、仿真装置，所述仿真装置与所述测试主机连接，并与所述

程控电源、所述电机控制器和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依次串联连接构成闭环系统，所述程控

电源、所述电机控制器以及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依次通过高压线束连接，所述仿真装置分

别通过低压线束与所述程控电源、所述电机控制器以及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连接；所述测

试主机，用于控制所述仿真装置的操作，包括向所述仿真装置发送仿真模型和模型控制指

令，所述模型控制指令包括指示所述程控电源向所述电机控制器输出电源的电压控制指令

和控制所述电机控制器输出转速和扭矩的电机转速扭矩输出指令；所述仿真模型包括电压

控制模型、温度模型、电机逆变器模型和电机本体模型；所述程控电源，用于接收所述仿真

装置发送的电压控制指令，并基于所述电压控制指令向所述电机控制器提供指定电压的直

流电；所述电机控制器，用于接收所述程控电源输入的直流电，并响应于接收到所述仿真装

置发送的电机转速扭矩输出指令向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输出高压的三相电压；所述相电压

采集模块，用于将所接收的高压的三相电压转换成低压电压并将所转换的低压电压与预设

高比较阈值和预设低比较阈值进行比较，并基于比较结果输出相应的电机驱动信号，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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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将所接收的高压的三相电压与输出的电机驱动信号进行隔离；所述仿真装置，用于接

收所述测试主机发送的仿真模型并运行所述仿真模型，并基于所述模型控制指令向所述程

控电源发送电压控制指令和所述电机控制器发送电机转速扭矩输出指令，并采集所述相电

压采集模块输出的电机驱动信号，以及通过运行所述仿真模型对所采集的电机驱动信号进

行处理，得到程控电源控制信号、电机控制器所需的温度信号、相电流信号和位置信号，并

基于所述程控电源控制信号生成所述电压控制指令以及将所述温度信号、相电流信号和位

置信号发送给所述电机控制器；其中，所述电机控制器为所述汽车实际所使用的电机控制

器，所述电机控制器的控制板和驱动板的连接关系与实际使用时的连接关系相同，所述控

制板上的电流传感器接口与所述仿真装置连接，以通过所述电流传感器接口将所述三相电

流输入给所述电机控制器。

[0008] 可选地，所述仿真装置包括实时处理器、I/O板卡、信号调理板卡、故障注入板卡、

FPGA板卡；所述I/O板卡、信号调理板卡、故障注入板卡用于采集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输出

的电机驱动信号，并将所采集的电机驱动信号发送给所述FPGA板卡，以及将所述仿真装置

运行所述仿真模型所得到的电源控制信号发送给所述程控电源和将所得到的温度信号、相

电流信号和位置信号发送给所述电机控制器；所述实时处理器与所述FPGA板卡通过PXIe总

线连接，用于通过运行电压控制模型和温度模型，获得所述程控电源控制信号和电机控制

器所需的温度信号；所述FPGA板卡用于基于所接收的电机驱动信号，通过运行电机逆变器

模型和电机本体模型，获得所述电机控制器所需的相电流信号和位置信号。

[0009] 可选地，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包括：分压电阻模块，用于接收所述电机控制器输出

的高压的三相电压并将所述电机控制器输出的高压的三相电压进行分压处理，以转换成低

压电压输出；电压比较模块，用于将所述分压电阻模块输出的低压电压与预设高比较阈值

和预设低比较阈值进行比较，并基于比较结果输出相应的电机驱动信号；隔离输出模块，用

于将所述电机控制器输出的高压的三相电压和所述电压比较模块输出的电机驱动信号进

行隔离输出。

[0010] 可选地，当所述分压电阻模块输出的低压电压大于预设高比较阈值时，所述电压

比较模块输出高电平信号；当所述分压电阻模块输出的低压电压小于预设低比较阈值时，

所述电压比较模块输出低电平信号。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可以在不用拆分电

机控制器内部控制板与驱动板情况下，实现电机控制器的闭环仿真，从而实现在试验室环

境下，搭建了电机控制器的闭环仿真环境，可以加快电机控制器开发进度，实现对电机控制

器的功能、性能、故障检测的全面测试。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的结构框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的程控电源的电源输入和输

出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的电机控制器的结构框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的相电压采集模块的结构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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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的仿真装置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使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具

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的结构框图；图2为本发明实

施例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的程控电源的电源输入和输出示意图；图3为本发明

实施例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的电机控制器的结构框图；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

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的相电压采集模块的结构框图；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汽车

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的仿真装置的结构框图。

[0019]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包括：测试

主机1、仿真装置2、程控电源3、电机控制器4、相电压采集模块5，所述仿真装置2与所述测试

主机1连接，并与所述程控电源3、所述电机控制器4和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5依次串联连接

构成闭环系统，所述程控电源3、所述电机控制器4以及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5依次通过高压

线束连接，所述仿真装置2分别通过低压线束与所述程控电源3、所述电机控制器4以及所述

相电压采集模块5连接。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测试主机1，用于控制所述仿真装置的操作，包括向所述仿真装置

发送仿真模型和模型控制指令，所述模型控制指令包括指示所述程控电源向所述电机控制

器输出电源的电压控制指令和控制所述电机控制器输出转速和扭矩的电机转速扭矩输出

指令，所述仿真模型包括电压控制模型、温度模型、电机逆变器模型和电机本体模型。当然

并不局限于此，还可以向仿真装置发送仿真模型的参数修改指令，将仿真装置获取的数据

进行显示和分析等。具体地，测试主机1用于提供人机交互的接口，用户可以在测试主机1进

行仿真模型的开发、仿真测试的运行及监控、试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等功能。整个系统运行

时，测试主机1通过网线与仿真装置2进行实时数据交互，仿真装置2将仿真模型计算得到的

数值变量发送给测试主机1，测试主机1通过其安装的测试监控软件，以图形化的界面将仿

真模型计算得到的数值变量展现给用户，同时，仿真装置2也可以将电机控制器4的运行数

据发送至测试主机进行显示。而测试主机1还可以在仿真模型运行时，将修改仿真模型参数

的指令实时下发给仿真装置2，从而完成实时调参的工作。测试主机还可以运行自动测试软

件，通过自动测试软件编写自动测试用例，完成电机控制器的自动测试。本实施方式中，测

试主机1还可以用于将仿真模型的测试操作通过转换成测试指令，测试主机还用于执行测

试指令，从而实现自动测试。

[0021] 进一步地，所述程控电源3，用于接收所述仿真装置2发送的电压控制指令，并基于

所述电压控制指令向所述电机控制器4提供指定电压的直流电。具体地，如图2所示，程控电

源3可为市场上常见的程序控制电源，其交流输入端与供电网络连接，以从供电设备处获取

交流电，然后基于接收的电压控制指令将输入的交流电转换成指定电压的直流电，再通过

两相直流输出端输出给电机控制器4，以提供电机控制器4工作时所需的输入电压。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电机控制器4，用于接收所述程控电源1输入的直流电，并响应于接

收到所述仿真装置2发送的电机转速扭矩输出指令，向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5输出高压的三

相电压。本发明中使用的电机控制器为汽车实际所使用的电机控制器，即为真实的电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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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所述电机控制器4的控制板41和驱动板42的连接关系与实际使用时的连接关系相同，

不同之处在于，所述控制板41上的电流传感器接口与所述仿真装置2连接，即控制板41与真

实电流传感器之间的连接被断开，以通过所述电流传感器接口将所述三相电流输入给所述

电机控制器。断开控制板和真实电流传感器之间的连接，使得相电流信号不是通过真实电

流传感器采集获得，而是通过仿真装置2仿真输入。如图3所示，程控电源3输出的两相直流

输送到驱动板42，电机控制器所需的信号如相电流、温度，位置等信号通过仿真装置2输出，

并基于仿真装置2的控制指令输出三相电压。

[0023] 进一步地，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5，用于将所接收的高压的三相电压转换成低压电

压并将所转换的低压电压与预设高比较阈值和预设低比较阈值进行比较，并基于比较结果

输出相应的电机驱动信号，以及用于将所接收的高压的三相电压与输出的电机驱动信号进

行隔离。具体地，如图4所示，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包括：分压电阻模块51，用于接收所述电

机控制器输出的高压的三相电压并将所述电机控制器输出的高压的三相电压进行分压处

理，以转换成低压电压输出；电压比较模块52，用于将所述分压电阻模块输出的低压电压与

预设高比较阈值和预设低比较阈值进行比较，并基于比较结果输出相应的电机驱动信号；

隔离输出模块53，用于将电压比较模块输出的低电压隔离后再输出，即将所接收的高压的

三相电压与输出的电机驱动信号进行隔离。所述分压电阻模块51通过在高压的三相电压的

输入电路上串联一个分压电阻进行分压，其结构与分压原理属于公知常识，因此省略对此

的详细描述。电压比较模块52可采用常见的电压比较器，当所述分压电阻模块输出的低压

电压大于预设高比较阈值时，即当“+”输入端高压高于“—”输入端电压时，所述电压比较模

块52输出高电平信号，例如12V的高电平；当所述分压电阻模块输出的低压电压小于预设低

比较阈值时，即当“+”输入端高压低于“—”输入端电压时，所述电压比较模块52输出低电平

信号，例如0V的低电平，从而输出电机驱动信号，实现将分压电阻模块输出的模拟量转为数

字量。本发明的一个示意性实施例中，采用6个电压比较器对分压电阻模块51输出的电压进

行比较，这样会得到6个电机驱动信号。隔离输出模块53具体用于将电压比较模块输出的电

机驱动信号进行隔离后再输出，以防止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输入的高压和所述相电压采集

模块输出的低压相互干扰，隔离输出模块53可采用常见的隔离开关，在本发明中，可采用3

个隔离开关进行隔离。

[0024] 进一步地，所述仿真装置2，用于接收测试主机1发送的仿真模型并运行仿真模型，

并基于所述模型控制指令向所述程控电源3发送电压控制指令和所述电机控制器4发送电

机转速扭矩输出指令，并采集所述相电压采集模块输出的电机驱动信号，以及通过运行所

述仿真模型对所采集的电机驱动信号进行处理，得到程控电源控制信号、电机控制器所需

的温度信号、相电流信号和位置信号，并基于所述程控电源控制信号生成所述电压控制指

令以及将所述温度信号、相电流信号和位置信号发送给所述电机控制器。具体地，如图5所

示，所述仿真装置可包括实时处理器21、FPGA板卡22、故障注入板卡23、信号调理板卡24和

I/O板卡25，其中，所述故障注入板卡23、信号调理板卡24和I/O板卡25用于采集所述相电压

采集模块输出的电机驱动信号，并将所采集的电机驱动信号发送给所述FPGA板卡22，以及

将所述仿真装置运行所述仿真模型所得到的电源控制信号发送给所述程控电源和将所得

到的温度信号、相电流信号和位置信号发送给所述电机控制器，具体地，所述电源控制信号

依次通过所述I/O板卡、所述信号调理板卡、所述故障注入板卡发送给所述程控电源3，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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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信号、所述相电流信号和所述位置信号依次通过所述I/O板卡、所述信号调理板卡、所

述故障注入板卡发送给所述电机控制器4。所述实时处理器21与所述FPGA板卡22通过PXIe

总线连接，用于通过运行电压控制模型和温度模型，获得所述程控电源控制信号和电机控

制器所需的温度信号。所述FPGA板卡22用于基于所接收的电机驱动信号，通过运行电机逆

变器模型和电机本体模型，获得所述电机控制器所需的相电流信号和位置信号。

[0025] 具体地，在本发明中，电压控制模型、温度模型、电机逆变器模型和电机本体模型

用于对程控电源的电压、电机的温度、电机逆变器和电机本体进行仿真，如温度模型就是根

据电机工作情况中的输入电压、输出电流、环境温度、电机效率等计算电机工作过程中的发

热情况，进而得到电机温度，可采用相应的软件来进行构建。这些模型可通过测试主机下载

到仿真装置中。实时处理器21可为2.3GHz四核Intel  Core  i7-3610QE处理器，如美国NI公

司的PXI-8135，或者2.6GHz四核PXI控制器，如美国NI公司的PXI-8840等。FPGA板卡22可采

用美国NI公司的型号为PXIe-7966R的板卡等，但并不局限于此，也可以采用其他具有相同

功能的板卡。故障注入板卡23用于实现对信号的故障注入功能，具体来说，用于实现输入信

号的开路、短路故障注入功能，用来实现故障情况下的测试。在故障未激活情况下，故障注

入板卡不改变其输入和输出信号的特性。信号调理板卡24用于电平转换。因为I/O板卡25的

输入和输出能力有限，其电压范围比较窄，一般都在5V以内，而外接需要输出给I/O板卡采

集的信号都是12V左右的信号；或者需要通过I/O板卡输出给外界的信号都是12V左右，所有

需要在I/O板卡的输入/输出和外界信号之间做一个信号调理，也就是电平转换。如图5所

示，当电机驱动信号通过故障注入板卡23输入时，信号调理板卡24将故障注入板卡输出的

信号调理为I/O板卡允许输入的电压范围，当I/O板卡25接收实时处理器和FPGA板卡计算的

相电流、温度、位置信号和电源控制信号时，信号调理板卡24将I/O板卡输出的信号调理为

实际的电压范围，供程控电源和电机控制器使用。I/O板卡25用于信号的采集和输出，如图5

所示，主要包括采集信号调理板卡24输出的调理信号，输出给模型，以及根据仿真模型的计

算结果，将相关信号输出给程控电源和电机控制器使用。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汽车电机控制器仿真测试系统在不拆分电机控制器内部

控制板与驱动板情况下，实现了电机控制器的闭环仿真，搭建了电机控制器的开发、测试验

证环境，实现对电机控制器的功能、性能、故障检测的全面测试。

[0027]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所述原理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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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