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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包括电源、电连

接到电源的导电支撑件以及电连接到导电支撑

件以接收来自电源的电能的车辆。导电支撑件可

以被配置成支撑车辆沿着导电支撑件行进，并且

导电支撑件可以被配置成将来自电源的电能传

递到车辆。电路可以被配置成以大约五百千赫或

更低的低频率传递通信信号。车辆可以包括用于

将车辆电连接到导电支撑件的平移接触件、用于

选择性地将来自电源的电能传输到电动元件或

子系统的开关，以及用于接收通信信号并操作开

关以选择性地将电能传递到电动元件或子系统

的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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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包括：

电源，所述电源用于供应电能；

导电支撑件，所述导电支撑件用于电连接到所述电源，以传递来自所述电源的所述电

能；以及

车辆，所述车辆电连接到所述导电支撑件，以接收由所述电源供应的所述电能，所述导

电支撑件被配置成支撑所述车辆沿着所述导电支撑件行进，并且所述导电支撑件被配置成

作为通过所述导电支撑件在所述电源和所述车辆之间建立的电路的一部分，将来自所述电

源的所述电能沿着所述导电支撑件传递到所述车辆，所述电路被配置成以大约五百千赫

(500kHz)或更低的低频率传递通信信号，所述车辆包括：

平移接触件，所述平移接触件用于将所述车辆电连接到所述导电支撑件，

开关，所述开关用于将来自所述电源的所述电能选择性地传递到所述车辆的多个分立

的电动元件或子系统中的至少一个，以及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可操作地连接到所述开关，并且所述控制器被配置成接收通过所

述导电支撑件传递的所述通信信号，以及被配置成操作所述开关以将来自所述电源的所述

电能选择性地传递到所述车辆的所述多个分立的电动元件或子系统中的所述至少一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其中，所述导电支撑件包括导电轨、导

体棒、卷轴、滑环或具有数量减少的导体的线缆中的至少一个。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其中，所述车辆通过与所述导电支撑件

的物理接触而与所述导电支撑件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其中，所述车辆通过电容耦接与所述导

电支撑件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其中，所述平移接触件包括滑动集电靴

或滚动集电器中的至少一个。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其中，所述通信信号以在大约一百千赫

(100kHz)和大约五百千赫(500kHz)之间的低频率被传递。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其中，所述控制器将所述车辆可操作地

配置为从属于至少一个主装置的从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其中，多个分立的电动元件或子系统中

的所述至少一个包括电动机。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还包括连接到所述开关的主继电器。

10.一种车辆，包括：

平移接触件，所述平移接触件电连接到导电支撑件，以接收由电源供给的电能，该电源

电连接到所述导电支撑件，所述导电支撑件被配置成支撑车辆沿着所述导电支撑件行进，

并且所述导电支撑件被配置成作为通过所述导电支撑件在所述电源和所述车辆之间建立

的电路的一部分，将来自所述电源的所述电能沿着所述导电支撑件传递到所述车辆，所述

电路被配置成以大约五百千赫(500kHz)或更低的低频率传递通信信号；

开关，所述开关用于将来自所述电源的所述电能选择性地传递到所述车辆的多个分立

的电动元件或子系统中的至少一个；以及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可操作地连接到所述开关，并且所述控制器被配置成接收通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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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导电支撑件传递的所述通信信号，以及被配置成操作所述开关以将来自所述电源的所述

电能选择性地传递到所述车辆的所述多个分立的电动元件或子系统中的所述至少一个。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车辆，其中，所述导电支撑件包括导电轨、导体棒、卷轴、滑

环或具有数量减少的导体的线缆中的至少一个。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车辆，其中，所述平移接触件通过与所述导电支撑件的物理

接触而与所述导电支撑件电连接。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车辆，其中，所述平移接触件通过电容耦接与所述导电支撑

件电连接。

14.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车辆，其中，所述平移接触件包括滑动集电靴或滚动集电器

中的至少一个。

15.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车辆，其中，所述通信信号以在大约一百千赫(100kHz)和大

约五百千赫(500kHz)之间的低频率被传递。

16.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车辆，其中，所述控制器将所述车辆可操作地配置为从属于

至少一个主装置的从装置。

17.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车辆，其中，多个分立的电动元件或子系统中的所述至少一

个包括电动机。

18.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车辆，还包括连接到所述开关的主继电器。

19.一种通信装置，包括：

电源，所述电源电连接到导电支撑件，以接收电能，所述导电支撑件被配置成支撑车辆

沿着所述导电支撑件行进，并且所述导电支撑件被配置成作为通过所述导电支撑件在所述

电源和所述车辆之间建立的电路的一部分，将来自所述电源的所述电能沿着所述导电支撑

件传递到所述车辆，所述电路被配置成以大约五百千赫(500kHz)或更低的低频率传递通信

信号；

开关，所述开关用于将来自所述电源的所述电能选择性地传递到所述车辆的多个分立

的电动元件或子系统中的至少一个；以及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可操作地连接到所述开关，并且所述控制器被配置成接收通过所

述导电支撑件传递的所述通信信号，以及被配置成操作所述开关以将所述电能从所述电源

选择性地传递到所述车辆的所述多个分立的电动元件或子系统中的所述至少一个。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所述导电支撑件包括导电轨、导线棒、卷

轴、滑环、或具有数量减少的导体的线缆中的至少一者。

21.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所述通信信号以在大约一百千赫(100kHz)

和约五百千赫(500kHz)之间的低频率来传递。

22.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所述控制器将所述通信装置可操作地配置

为从属于至少一个主装置的从装置。

23.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通信装置，其中，多个分立的电动元件或子系统中的所述至

少一个包括电动机。

24.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通信装置，还包括连接到所述开关的主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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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传递与控制系统及通信装置

背景技术

[0001] 控制开关可用于控制工业设备，例如高架起重机。这样的开关可以是板式安装的，

壁式安装的、落地式安装的等。限位开关还可以用于限制此类设备的运动和/或操作。

附图说明

[0002] 下面参照附图描述详细本发明。在说明书和附图中的不同实例中使用相同的附图

标记可以指示相似或相同的术语。

[0003] 图1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包括配对在一起的通信装置以形成虚拟物理

层连接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的示意图。

[0004] 图2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的另一示意图。

[0005] 图3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的再一示意图。

[0006] 图4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的又一示意图。

[0007] 图5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的再一示意图。

[0008] 图6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包括配对在一起的多组通信装置的能量传递

和控制系统的示意图。

[0009] 图7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包括多组通信装置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的

示意图。

[0010] 图8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用于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例如图1至图7所

示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的通信装置的示意图。

[0011] 图9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用于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例如图1至图7所

示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的通信装置的示意图。

[0012] 图10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用于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例如图1至图9所

示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的模块化硬件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文参照附图更全面地描述本公开的各个方面，附图形成本公开的一部分并且通

过图示的方式示出示例性特征。然而，该特征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实现，并且不应被解释

为限于本文阐述的组合。相反，提供这些组合以使得本公开将是深入的和完整的，并且将完

全传达范围。因此，下面的具体实施方式不应视为限制性的。

[0014] 总体上，参照图1至图10描述了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

可用于为一个或多个车辆102提供虚拟导线连接/虚拟线缆连接/虚拟物理层连接104，虚拟

导线连接/虚拟线缆连接/虚拟物理层连接104可操作地将车辆102与一个或多个通信装置

106连接和/或通过导电支撑件108彼此连接，导电支撑件还用于通过形成导电支撑件108的

导电材料(例如，钢轨或另一导电材料)将电力输送到车辆102。本文描述的系统和技术可以

用于各种应用(例如，代替或补充真实的导线连接/真实的线缆连接/真实的物理层连接)。

这些应用可以包括但不一定限于另外将需要挂缆(festoons)和/或其它真实的物理线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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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车辆部件连接到控制硬件的应用，例如高架起重机、电悬挂轨道、自动控制工业卡车、自

动化仓库机器人、黑暗骑乘设施等。

[0015] 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允许通过使用导电支撑件108建立的导体网络110的连续

通信。例如，导电支撑件108电连接到电源112(例如，经由交流(AC)电力总线114)，并且将由

电源112供应的电能传递到导电支撑件108。在本公开的实施例中，电源112可以被配置成能

量存储装置(例如，电池、燃料电池)、机电系统(例如，发电机、交流发电机、转换器等)、交流

电源和/或另一类型的电源。在一些实施例中，导电支撑件108可以被配置成导电轨(例如，

如参照图1和图2所示出的)、导体棒、滑环(例如，如参照图3和图4所示出的)、线缆卷轴(例

如，如参照图5所示出的)等。在一些实施例中，导电支撑件108可以被配置成具有数量减少

的导体(例如，承载电力和通信信号两者的单根导线)的线缆。

[0016] 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还包括一个或多个车辆102，以电连接到导电支撑件108，

以便接收由电源112供应的电能。如本文所述，导电支撑件108被配置成支撑车辆102沿着导

电支撑件108行进，并且导电支撑件108被配置成作为通过导电支撑件108在电源112和车辆

102之间建立的电路的一部分，沿着导电支撑件108将来自电源112的电能传递到车辆102。

例如，车辆102可以包括轮、滑轨和/或用于沿着导电支撑件108平移的其他机构。车辆102还

可以包括平移接触件116，例如滑动集电靴、滚动集电器或用于通过与导电支撑件108接触

地骑行来将车辆102电连接到导电支撑件108的另一集电器。在一些实施例中，导电支撑件

108可以支撑车辆102，以在导电支撑件108上行进(例如，将车辆102机械地支撑在轨道上)。

在一些实施例中，车辆102沿着导电支撑件108行进，但不一定由导电支撑件108机械地支

撑。在一些实施例中，平移接触件116可以与导电支撑件108直接物理接触，并且车辆102可

以通过平移接触件116与导电支撑件108之间的物理接触而与导电支撑件108电连接。然而，

在其他实施例中，平移接触件116不一定接触导电支撑件108，并且车辆102可以与导电支撑

件108电连接而没有直接物理接触(例如，使用电容耦接)。

[0017] 出于本公开的目的，术语“车辆”应当理解为指代相对于其与导电支撑件108的连

接而移动的任何设备。例如，在参照图1所述的机械臂的情况下，机械臂式车辆102沿着轨道

行进，该轨道被配置成导电支撑件108。如参照图2所述的，起重机式车辆102沿着导电支撑

件108行进，并且导电支撑轨和起重机之间的连接可以用于代替例如挂缆。如参照图3所述

的，转移制造机械上的旋转托盘工作台式车辆102支撑多个工件，以在不同工位进行加工

(例如，用于钻孔操作)。旋转托盘工作台式车辆102沿着导电支撑件108行进，该导电支撑件

保持固定，而连接到工作台式车辆的旋转结构在中心枢转位置处沿着固定支撑结构并围绕

该固定支撑结构移动工作台。连接到工作台的旋转结构与导电支撑件108的固定结构一起

形成滑环，该滑环允许动力和电信号在固定结构和旋转结构之间传递。如本文所述，滑环可

以安装在工作台的上方或下方，以向安装到工作台的工作保持件提供动力和控制信号。能

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可用来减少原本将在典型系统中的滑环中使用的数据信号电路的数

量。例如，控制信号可以通过用于给电动机和/或工件保持装置供电的电力线路来发送。

[0018] 如参照图4所述的，传送机包括加热滚动层压滚筒式车辆102。滚筒式车辆102沿着

导电支撑件108行进，该导电支撑件保持固定，而连接到滚筒式车辆的转子使滚筒沿着在枢

轴处的导电支撑件轴承并围绕该导电支撑件轴承移动。连接到滚筒的转子与导电支撑件

108的固定的轴承结构一起形成滑环。滑环可为滚筒中的加热器提供电流，并为热电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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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数据信号线路。如本文所述的，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可减少原本将用于典型系统中

的滑环中所使用的导体的数量(例如，通过去除数据信号线路)。例如，热电偶信号可以通过

用于加热元件的电力线路来发送。在另一个示例中，中心枢转灌溉式车辆(未示出)可以连

接到导电支撑结构(例如，在滑环处)，以在中心枢转结构和灌溉设备之间传递电力和电信

号。参照图5，移动机器人平台连接到线缆卷轴式车辆102，其中线缆卷轴式车辆102的滚筒

沿着导电支撑件108行进，该导电支撑件保持固定，而连接到滚筒的旋转结构沿着在枢轴处

的导电支撑件轴承结构并围绕该导电支撑件轴承结构移动。在一些实施例中，移动平台式

车辆102也可以沿着被配置为相对于平台保持固定的线缆的导电支撑件108行进，以及电力

和电信号可以在固定线缆和移动平台之间传递(例如，使用电容耦接)。

[0019] 在本公开的实施例中，通过导电支撑件108在电源112和车辆102之间建立的电路

被配置成以低频率(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以大约五百千赫(500kHz)或更低)传递通信信

号，并且传递被输送以给车辆102供电的电力。例如，通信信号可以以大约五千赫(5kHz)和

大约五百千赫(500kHz)之间的频率传递，例如，以大约三十二千赫(32kHz)、六十四千赫

(64kHz)、一百千赫(100kHz)等。如本文所述的，可以选择低频率或较低的频率范围以避免

或最小化对无线电设备、变频驱动(VFD)设备等的干扰。因此，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可使

用窄带电力线载波来实现，例如相对于宽带通信系统，窄带电力线载波具有较慢的数据速

率和/或较高的抗扰性。此外，在一些实施例中，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可采用阻抗匹配来

维持信号强度和/或信号完整性。然而，通过被配置成传输低频率通信信号的相同导电支撑

件108输送以给车辆102供电的电力是作为示例提供的，并且不意味着限制本公开。在其它

实施例中，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可包括多个导电支撑件108(例如，一个或多个导电支撑

件108以传递通信信号、一个或多个其它导电支撑件108以输送电力以给车辆102供电等)，

如参照图1所述的。

[0020] 在实施例中，通过导电支撑件108在电源112和车辆102之间传递的通信信号可以

使用各种频带、各种调制方法和各种通信模式(例如，通信调制解调器标准和协议)来传递。

这种频带的示例包括但不一定限于下列中的一个或多个：欧洲电工技术标准化委员会

(CENELEC)标准(例如，在约三千赫(3kHz)和约148.5千赫(148.5kHz)之间的范围内的频

率)、无线电工业与商业协会(ARIB)标准(例如，在约一百五十五千赫(155kHz)和约四百零

三千赫(403kHz)之间的范围内的频率)、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标准(例如，在约一百五十五

千赫(155千赫)和约四百八十七千赫(487kHz)之间的范围内的频率)等。这种调制方法的示

例包括但不一定限于下列中的一个或多个：正交频分复用(OFDM)、频移键控(FSK)、二进制

相移键控(BPSK)等。这种通信模式的示例包括但不一定限于下列中的一个或多个：PRIME、

G3-PLC、IEEE1901.2、Proprietary  XXR等。在一些实施例中，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可以

支持多个通信模式和/或频带。

[0021] 例如通过导电支撑件108在电源112和车辆102之间传递的通信信号可以在下列范

围之间的频率被传递：大约5kHz、10kHz、20kHz、30kHz、40kHz、50kHz、60kHz、70kHz、80kHz、

90kHz、100kHz、110kHz、120kHz、130kHz、140kHz、150kHz、160kHz、170kHz、180kHz、190kHz、

200kHz、210kHz、220kHz、230kHz、240kHz、250kHz、260kHz、270kHz、280kHz、290kHz、300kHz、

310kHz、320kHz、330kHz、340kHz、350kHz、360kHz、370kHz、380kHz、390kHz、400kHz、410kHz、

420kHz、430kHz、440kHz、450kHz、460kHz、470kHz、480kHz和490kHz和大约10kHz、2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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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kHz、40kHz、50kHz、60kHz、70kHz、80kHz、90kHz、100kHz、110kHz、120kHz、130kHz、140kHz、

150kHz、160kHz、170kHz、180kHz、190kHz、200kHz、210kHz、220kHz、230kHz、240kHz、250kHz、

260kHz、270kHz、280kHz、290kHz、300kHz、310kHz、320kHz、330kHz、340kHz、350kHz、360kHz、

370kHz、380kHz、390kHz、400kHz、410kHz、420kHz、430kHz、440kHz、450kHz、460kHz、470kHz、

480kHz、490kHz和500kHz。

[0022] 现在参照图6，在一些实施例中，两个或更多个通信装置106的第一组可以经由电

力总线114通过虚拟通信链路来通信，其中第一组118中的一个通信装置可以被配置为第一

主装置120，并且另一个通信装置(或多个通信装置)可以被配置为从属于第一主装置120的

第一从装置122。此外，第二组124中的一通信装置可以被配置为第二主装置126，并且另一

个通信装置(或多个通信装置)可以被配置为从属于第二主装置126的第二从装置128。每组

主装置和从装置可以被设置成共享公共通信信道，其中每对或每组配对的装置可以通过不

同的(例如，唯一的)一组频率载波来通信，以避免组之间的非预期干扰。在一些实施例中，

通信装置可以被配置为从属于多于一个主装置的从装置。此外，一个通信装置相对于作为

主装置和/或从装置的另一通信装置的关系可以是基于环境的。例如，在一环境中，第一通

信装置可以是第二通信装置的从装置，而在不同的环境中，第二通信装置本身可以是第一

通信装置的从装置。

[0023] 在一些实施例中，四(4)个窄频载波可用于每组通信装置106且可一起调制，例如，

提供载波冗余。然而，应注意，四(4)个载波是作为示例提供的，并且不意味着限制本公开。

在其它实施例中，多于或少于四(4)个频率载波可用于通信装置106的组中的特定组。此外，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使用频分复用(FDM)方案，例如正交FDM(OFDM)或另一复用方案，来提

供许多(例如，数百个)载波频率。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使用窄带电力线通信(NB-PLC)方

案，该方案使用OFDM调制并且驻留在从一百五十五千赫(155kHz)到四百八十七千赫

(487kHz)的频带中(例如，如IEEE标准1901 .2中所描述的)。然而，该频带是作为示例提供

的，并且不意味着限制本公开。在其它实施例中，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其它频带或一系列频

带(例如，如为电力线通信留出的)。然而，如本文所述的较高频带对于工业环境中的噪声抗

扰性(例如，VFD噪声可能是主要关注点的情况)可能是期望的。在该示例中，数据速率可以

相对较低(例如，大约每秒五百千比特(500kbps))，并且可以根据环境中的噪声而变化。还

应当注意，一个或多个通信装置106可以在不同的频率、频率范围和/或频率的集合(set)之

间切换，例如，以与另一组中的装置进行通信。在一些实施例中，也可以使用其他通信方案，

包括但不一定限于：频移键控(FSK)、二进制相移键控(BPSK)等。

[0024] 参照图7和图8，通信装置106可包括一个或多个开关(例如，输出继电器130)，以将

电能从电源112选择性地传递到车辆102的一个或多个分立的电动元件或子系统，例如马达

132或其它电动装置。如本文所述，输出继电器130可被限定为可包括例如电磁体的电气装

置，其可由一个线路中的电流或信号激活以断开或闭合另一线路。例如，一个或多个输出继

电器130可以包括在通信装置106中，并且连接到给通信装置106供电的直流(DC)电源和/或

交流电源和/或连接到由导体网络110供电的电源。电力可以由通信装置106使用例如总线

134和/或通信装置106中的另一电力分配机构来分配。

[0025] 控制器136可以可操作地连接到输出继电器130，并且被配置成接收通过导电支撑

件108传递的通信信号，并且被配置成操作输出继电器130以将来自电源112的电能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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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传递到车辆102的分立的电动元件或子系统，诸如马达132。以这种方式，输入器件138(例

如，AC输入器件)可以由输出继电器130来镜像，以产生原本将来自挂缆或其他真实的物理

层连接的输出器件。因此，输出继电器130可用于启动和停止各种马达132、改变车辆102的

方向、改变车辆102的速度、激活车辆102上的灯、激活喇叭、协助限位开关和/或位置感测功

能等。然而，应当注意，输出继电器130是作为示例提供的，并且不意味着限制本公开。在其

它实施例中，其它开关和/或输出装置可以用于镜像输入并提供通信装置106之间的虚拟物

理层连接104。在本公开的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输入器件138可通过连接件连接到控制器

136，该连接件可包括信号调整器140。如本文所描述的，输入器件138可包括但不一定限于：

交流输入器件、直流输入器件、模拟电压输入器件、模拟电流输入器件、串行通信输入器件

等。然后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的输出器件将镜像输入器件138。

[0026] 在一些实施例中，通信装置106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主继电器142，例如具有力引

导接触件的一个或多个主继电器，以将各种输出继电器130移动到默认状态(例如，在无意

的或意外的操作状态中)。每个主继电器142可以连接到不同的电压源(例如，一个连接到24

伏(24V)的直流电源，一个连接到250伏(250V)的交流电源等)。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提供

多组(例如，四(4)组或不同数量的组)输出继电器130。通信装置106还可以包括监视功能，

诸如监视时钟模块144，其可以以软件、固件和/或硬件(例如，包括令牌监视电路芯片)来实

施。监视时钟模块144可被实施为电子计时器以检测故障。例如，在操作的普通过程期间，通

信装置106周期性地重置监视时钟模块144，以防止监视时钟模块定时失效。如果监视时钟

模块144未被重置且定时失效，则主继电器142可将各个输出继电器130移动到默认状态。控

制器136可以被配置成恢复普通操作状况和/或移动到安全状态，直到一个或多个故障可以

由例如操作员和/或车辆102的自动化系统解决。监视时钟模块144可以包括电力总线143

(例如，十二伏(12V)直流电力总线、二十四伏(24V)直流电力总线等)和监视时钟145，其中

电力总线143被配置成满足各种电力子模块的电力要求。例如，电力总线143可以是电源管

理集成电路(PMIC)。

[0027] 在一些实施例中，PMIC和令牌监视器可被包括在单个IC芯片中。PMIC可以为电路

板的各种子系统提供电源电压。PMIC还可监控电压以确保电压保持在希望的操作范围内。

例如，如果电源电压超出范围，则监控线路可以检测该状况并将控制器136移动到安全状

态。令牌监视器可以是用于控制器136的独立硬件监控系统。在一些实施例中，控制器136从

监视器连续地接收一系列数据包(例如，令牌)，并且确定适当的响应(例如，使用内部计算

指令)。在给定的超时周期内并以预先确定的顺序将响应写回到监视器。中断该过程的内部

控制器故障导致监视器错误，这致使控制器136移动到安全状态。以这种方式，计算过程可

用于检测原本可能妥协于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的操作的细微的控制器故障。

[0028] 在本公开的实施例中，包括其组件中的一些或全部组件的系统100可以在计算机

控制下操作。例如，处理器可以包含在或包括在系统100中，以使用软件、固件、硬件(例如，

固定逻辑电路)、手动处理或这些的组合来控制本文描述的系统100的组件和功能。这里所

使用的术语“控制器”、“功能”、“服务”和“逻辑”通常表示与控制系统100结合的软件、固件、

硬件或软件、固件或硬件的组合。在软件实施方式的情况下，模块、功能或逻辑表示当在处

理器(例如，一个或多个中央处理单元(CPU))上执行时实施具体任务的程序代码。程序代码

可以存储在一个或多个计算机可读存储器装置(例如，内部存储器和/或一个或多个有形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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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等中。本文描述的结构、功能、方法和技术可以在具有各种处理器的各种商业计算平台

上实施。

[0029] 控制器136可以包括处理器146、存储器148和通信接口150。处理器146为控制器

136提供处理功能，并且可以包括任何数量的处理器、微控制器或其他处理系统，以及用于

存储由控制器136访问或生成的数据和其他信息的驻留存储器或外部存储器。处理器146可

以执行实施本文描述的技术的一个或多个软件程序。处理器146不受形成处理器的材料或

其中采用的处理机制的限制，并且就其本身而言，可以经由半导体和/或晶体管(例如，使用

电子集成电路(IC)部件)等来实施。在一些实施例中，控制器136可以被实施为微控制器

(MCU，微控制器单元)。

[0030] 存储器148是有形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的示例，该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提供存

储功能以存储与控制器136的操作相关联的各种数据，诸如软件程序和/或代码段，或指示

处理器146和控制器136的可能的其他部件以执行本文描述的功能的其他数据。因此，存储

器148可以存储数据，诸如用于操作系统100(包括其部件)的指令的程序等。应当注意，虽然

描述了单个存储器148，但是可以采用广泛的各种类型的存储器及存储器的组合(例如，有

形的非暂时性存储器)。存储器148可以与处理器146集成，可以包括单独的存储器，或者可

以是两者的组合。

[0031] 存储器148可以包括，但不一定限于：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存储器部件，诸如随机

存取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闪存(例如，安全数字(SD)存储卡、迷你SD存储卡和/

或微SD存储卡)、磁存储器、光存储器、通用串行总线(USB)存储器装置、硬盘存储器、外部存

储器等。在一些实施例中，存储器148可以使用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DRAM)来实施。在

实施方式中，控制器136和/或存储器148可以包括可移除集成电路卡(ICC)存储器，例如由

用户识别模块(SIM)卡、通用用户识别模块(USIM)卡、通用集成电路卡(UICC)等提供的存储

器。

[0032] 通信接口150可操作地配置成与系统100的部件通信。例如，通信接口150可以被配

置成为系统100中的存储器传输数据、从系统100中的存储器检索数据等。通信接口150还与

处理器146可通信地连接，以促进系统100的部件和处理器146之间的数据传输(例如，用于

将从与控制器136可通信地连接的装置接收的输入传输到处理器146)。应当注意，虽然通信

接口150被描述为控制器136的部件，但是通信接口150的一个或多个部件可以被实施为经

由有线连接和/或无线连接可通信地连接到系统100的外部部件。系统100还可以包括一个

或多个输入/输出(I/O)装置和/或连接到一个或多个输入/输出(I/O)装置(例如，经由通信

接口150)，该输入/输出(I/O)装置包括但不一定限于：显示器、鼠标、触摸板、键盘等。

[0033] 通信接口150和/或处理器146可以被配置成与各种不同的网络通信，包括但不一

定限于：广域蜂窝电话网络，例如3G蜂窝网络、4G蜂窝网络或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网络；

无线计算机通信网络，诸如WiFi网络(例如，使用IEEE  802.11网络标准操作的无线局域网

(WLAN))；因特网；互联网；广域网(WAN)；局域网(LAN)；个人区域网(PAN)(例如，使用IEEE 

802.15网络标准操作的无线个人区域网(WPAN))；公共电话网络；外网；内联网等等。然而，

该列表仅作为示例提供，并且不意味着限制本公开。此外，通信接口150可以被配置成与单

个网络或跨不同接入点的多个网络进行通信。在一些实施例中，通信接口150可以包括一个

或多个无线收发器152、有线收发器154等。在一些实施例中，一个或多个收发器可以用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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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采集。

[0034] 现在参照图9，控制器136可以与信道选择模块156(例如，双列直插式封装(DIP)开

关或另一选择器)连接，该信道选择模块限定了公共通信信道，每对或每组配对的装置在该

公共通信信道上使用特定的频率载波或频率载波的集合进行通信。然而，硬件开关装置，例

如DIP开关，是作为示例提供的，并不意味着限制本公开。信道选择模块156可以被实施为软

件开关装置、固件开关装置等。控制器136还可以使用通信接口与一个或多个支持模块和/

或诊断模块158连接，该通信接口包括但不一定限于：以太网端口、SD存储卡插槽、USB端口、

蓝牙接口、闪存接口、远程射频链路等(例如，如参照图8所描述的，实施为一个或多个无线

收发器152、有线收发器154等)。在一些实施例中，通信接口150还可以被配置成与串行收发

器160连接。

[0035] 当例如与另一通信装置106的第二控制器136通信时，通信装置106的控制器136可

以实施各种通信方案。例如，通信装置106可以采用前向纠错、检错、各种定时技术、状态确

认、指令确认和/或提供导体网络110上的确定性信息交换的其他技术。在一些实施例中，通

信装置106还可以在导体网络110上传递和/或接收打包数据。例如，在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

100的部件之间的通信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相对低速的通信协议来实施，例如用于长距离

和/或电噪声环境中的通信的低速以太网协议(例如RS-485标准协议)。另外，能量传递和控

制系统100中的通信可使用一个或多个协议来实施，以建立低等待时间和/或容许损失的连

接，例如用户数据报协议(UDP)通信协议。

[0036] 控制器可与导体网络110连接，并经由总线166利用直流电源162、交流电源164等

来供电。在一些实施例中，交流电源164可以使用电涌保护器168、滤波器170、交流-直流电

源172和/或启动/保持模块174连接到总线166。启动/保持模块174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电

容器，用于减小和/或最小化短期(例如，瞬时)电力中断和/或断开的影响。导体网络110可

以使用例如耦合变压器176和电力线载波(PLC)178连接到总线166。在一些实施例中，

PLC178可以使用片上系统(SoC)装置来实施。如本文所述，直流电源162可以采用大约十九

伏(19V)和大约三十伏(30V)之间的电压，交流电源164可以采用大约九十伏(90V)和大约二

百六十四伏(264V)之间的电压，以及导体网络110可以采用大约四百八十伏(480V)AC的电

压。然而，应注意，这些电压范围是作为示例提供的，并不意味着限制本公开。在其它实施例

中，直流电源162、交流电源164和/或导体网络110可采用不同的电压或电压范围。

[0037] 在一些实施例中，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可以实施各种滤波方案以滤除不想要

的干扰，同时仍允许在多个期望的频率范围内进行通信。例如，滤波器170可以操作以允许

较低的频率通信(例如，在如本文所述的窄带通信的频率范围内)和相对较高的频率(例如，

在用于宽带通信的频率范围内)。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执行滤波以允许频率在大约

一百千赫(100kHz)和100兆赫(100MHz)之间。

[0038] 参照图10，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的各种部件可以使用模块化硬件来实施。例

如，外壳180可用于安装系统部件，例如具有连接到辅助电路板184(例如，子电路板)的能力

的主电路板182。在本公开的实施例中，子板可以包括不同数量的输入器件和输出器件(例

如，四(4)个输入器件、八(8)个输入器件、十六(16)个输入器件、四(4)个输出器件、八(8)个

输出器件、十六(16)个输出器件等)。可以交换不同的子板以根据需要改变输入器件的数

量。另外，在一些实施例中，辅助电路板/子电路板184可以远程地安装(例如，通过其他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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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能量传递和控制系统100然后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电阻，以确定在能量传递和控制

系统100中可以使用多少个输入器件。例如，电阻器的状态可能指示可用的输入器件的数

量。

[0039] 通常，本文描述的任何功能可以使用硬件(例如，诸如集成电路等的固定逻辑电

路)、软件、固件、手动处理或上述的组合来实施。因此，上述本公开中所讨论的块通常表示

硬件(例如，诸如集成电路等的固定逻辑电路)、软件、固件或这些的组合。在硬件配置的情

况中，上述本公开中讨论的各种块可以与其他功能一起实施为集成电路。这种集成电路可

以包括给定的块、系统或电路的所有功能，或者所述块、系统或电路的部分功能。另外，可以

跨多个集成电路实施所述块、系统或电路的元件。这样的集成电路可以包括各种集成电路，

包括但不一定限于：单片集成电路、倒装芯片集成电路、多芯片模块集成电路和/或混合信

号集成电路。在软件实施方式的情况中，上述本公开中所讨论的各个块表示可执行指令(例

如，程序代码)，这些可执行指令在处理器上执行时实施指定的任务。这些可执行指令可以

存储在一个或多个有形的计算机可读介质中。在某些这种实例中，整个系统、块或电路可以

使用其等效软件或固件来实实施。在其他情况下，给定的系统、块或电路的一部分可以以软

件或固件来实现，而其他部分以硬件来实现。

[0040] 尽管已经用特定于结构特征和/或方法动作的语言描述了主题，但是应当理解，所

附权利要求书中限定的主题不一定限于上述的特定特征或动作。而是，将上述的特定特征

和动作公开为实施权利要求的示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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