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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
包
括嵌入式控制器以及与其连接的继电器、
通讯接
口、
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
所述嵌入式控制
器、
继电器、
通讯接口、
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
均设置于充满液压油的水下液压阀箱内部；
所述
继电器与水下液压阀箱内的液压阀连接；
所述通
讯接口通过水密电缆与水面控制器连接。
方法为
过中断方式接收液压阀箱控制命令，
当接收到控
制命令结束字节时，
对控制命令通过校验和的方
式进行校验；
根据控制命令输出控制信号至继电
器，
并将液压阀箱内温度及压力信息反馈至水面
控制器。本发明具有很高的集成度，
可同时控制
多个液压阀；
可以工作在充满液压油的高压环境
中；
提高了密封可靠性，
节约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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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嵌入式控制器(2)以及与其连接的继
电器(4)、通讯接口(3)、温度传感器(5)和压力传感器(6) ；
所述嵌入式控制器(2)、继电器
(4)、
通讯接口(3)、
温度传感器(5)和压力传感器(6)均设置于充满液压油的水下液压阀箱
内部；
所述继电器(4)与水下液压阀箱内的液压阀连接；
所述通讯接口(3)通过水密电缆与
水面控制器连接；
所述嵌入式控制器(2)为带有模数转换接口的QFP封装的MCU；
所述嵌入式控制器(2)的晶振采用16MHz陶瓷封装的有源晶振；
所述继电器(4)为陶瓷封装的固态继电器；
所述继电器(4)为多个，
每个继电器与一个液压阀连接；
所述温度传感器(5)为贴片热敏电阻。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的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控制装置上电以后首先进行初始化；
通过中断方式接收液压阀箱控制命令，
并将其存储在串行通信缓冲区；
当接收到控制命令结束字节时，
读出串行通信缓冲区中的控制命令，
对控制命令通过
校验和的方式进行校验；
如果校验未通过，
则丢弃此控制命令继续等待下一控制命令；
如果校验通过，
则根据控制命令输出控制信号至继电器，
进而控制液压阀动作，
并且将
采集的液压阀箱内温度及压力信息通过通讯接口反馈至水面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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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海洋工程领域，
具体地说是一种液压阀控制装置及其控制方法。主要
应用于海洋装备开发和水下作业。
背景技术
[0002] 在水下机器人以及海洋装备领域经常使用液压控制系统，
如液压推进器，
液压机
械手等水下设备。液压控制系统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实现大范围的无机调速，
在同等输出功
率下，
液压控制装置的体积小、
重量轻、
运动惯量小、动态特性好。液压控制系统通过压力补
偿的方式可使水下机器人工作在全海深范围。在水下机器人领域液压阀主要安装在水下液
压阀箱内部，
水下液压阀箱中充满了压力补偿油。
[0003] 水下液压阀控制装置通常安装在液压阀箱外部，
液压阀控制端引线需要通过多芯
水密电缆与液压阀控制装置连接，
而多芯水密电缆的密封性较差，
并且价格昂贵。进而，
需
要研发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能够充在满补偿油的高压环境中工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开发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其能够在充满液
压油的高压环境中正常工作。
[0005]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
包括
嵌入式控制器以及与其连接的继电器、
通讯接口、
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
所述嵌入式控
制器、
继电器、
通讯接口、
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均设置于充满液压油的水下液压阀箱内
部；
所述继电器与水下液压阀箱内的液压阀连接；
所述通讯接口通过水密电缆与水面控制
器连接。
[0006] 所述嵌入式控制器为带有模数转换接口的QFP封装的MCU。
[0007] 所述嵌入式控制器的晶振采用16MHz陶瓷封装的有源晶振。
[0008] 所述继电器为陶瓷封装的固态继电器。
[0009] 所述继电器为多个，
每个继电器与一个液压阀连接。
[0010] 所述温度传感器为贴片热敏电阻。
[0011] 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2] 控制装置上电以后首先进行初始化；
[0013] 通过中断方式接收液压阀箱控制命令，
并将其存储在串行通信缓冲区；
[0014] 当接收到控制命令结束字节时，
读出串行通信缓冲区中的控制命令，
对控制命令
通过校验和的方式进行校验；
[0015] 如果校验未通过，
则丢弃此控制命令继续等待下一控制命令；
[0016] 如果校验通过，
则根据控制命令输出控制信号至继电器，
进而控制液压阀动作，
并
且将采集的液压阀箱内温度及压力信息通过通讯接口反馈至水面控制器。
[0017]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及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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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1、
本发明具有很高的集成度，
可同时控制多个液压阀。
[0019] 2、
本发明采用通用串行总线设计，
相同类型的液压阀均可采用此装置，
无需进行
二次开发和设计。
[0020] 3、
本发明可以工作在充满液压油的高压环境中。
[0021] 4、
本发明通过常用的八芯水密电缆连接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和水面控制器，
通
过串行总线进行通信，
提高了密封可靠性，
节约了成本。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的原理结构框图；
[0024] 其中，
1开关电源模块，
2嵌入式控制器，
3串行通讯接口 ,4继电器，
5温度传感器，
6
压力传感器；
[0025] 图3为本发明的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7] 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包括：
嵌入式控制器2，
开关电源模块1，
继电器4，
温度
传感器5，
压力传感器6，
串行通讯接口3等电路，
嵌入式控制器通过串行通信接口与外部进
行数据交互，
接受液压阀控制命令，
反馈液压阀箱状态数据。该装置以嵌入式控制器2为核
心，
通过串行通讯接口3接受液压阀箱控制命令，
水下液压控制装置根据不同的命令输出开
关量、
模拟量控制信号，
控制相应液压阀动作。
[0028] 本装置采用数字通讯技术，
通过串行总线与外界进行数据交互；
采用嵌入式控制
器，
对通信数据包进行解析校验，
得到控制指令。本装置可以同时控制多路液压阀；
控制开
关液压阀和伺服液压阀；
可以工作在充满补偿油的高压力环境中。
[0029] 所述开关电源模块是通过DC/DC变换将外接输入的标准24V直流电压转换为水下
液压阀箱控制装置需要的5V直流电压。
[0030] 嵌入式控制器的主程序流程为：
[0031] 先执行初始化，
然后处于循环状态；
[0032] 在循环中通过中断接受外部控制命令，
接受完成以后，
首先进行校验，
如校验未通
过则丢弃此控制命令，
等待接受下一控制命令；
如校验通过则根据控制命令输出控制信号，
控制相应的液压阀动作，
并将液压阀箱的温度、
压力等参数反馈给水面控制器。
[0033] 如图1所示，
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的示意图，
其安装于水下
液压阀箱内部，
各个液压阀的控制端引线与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的控制信号输出端相
连，
液压阀箱内充满了补偿油，
液压阀箱内部通过压力补偿器承受与外部相同的压力，
水面
控制器通过高强度八芯水密电缆与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连接，
水面控制器通过串行总线
与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进行通信，
同时为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提供电源；
[0034] 如图2所示，
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的原理框图 ，
包括：
嵌入
式控制器，
开关电源模块，
继电器，
串行通讯接口，
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及压力传感器等；
嵌入式控制器采用的是带有模数转换功能的QFP封装的64引脚MCU，
其可以直接采集阀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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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及压力信号，
嵌入式控制器的晶振采用的是16MHz陶瓷封装的有源晶振；
水下液压阀箱
控制装置的嵌入式控制器通过串行通信接口与外部进行数据交互，
串行通信包括RS232和
RS485两种方式，
可以根据需要切换两种通信方式；
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的继电器经过筛
选之后采用的是松下公司DIP6封装的AQV系列固态继电器，
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经过测
试可以在78 .6MPa的高压环境中正常工作；
[0035] 如图3所示，
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水下液压阀箱控制装置的工作流程图，
系统上电
以后首先进行初始化，
设置系统参数，
然后进入主循环，
等待液压阀箱控制命令，
水下液压
阀箱控制装置的MCU通过中断方式接收液压阀箱控制命令，
一个中断接收一个字节控制命
令，
接收到一个字节控制命令之后先将其存储在串行通信缓冲区，
当接收到控制命令结束
字节证明接收到一完整的控制命令，
然后读出缓冲区中的控制命令，
对控制命令进行校验，
控制命令的首字节为控制命令的起始字节，
之后的字节为控制字节，
其中最后一字节为控
制命令结束字节，
倒数第二字节为校验字节，
校验字节为前面所有控制字节的和，
如果校验
未通过，
则丢弃此控制命令继续等待下一控制命令；
如果校验通过，
则根据控制命令输出控
制信号，
并且输出阀箱的温度及压力参数信息，
然后等待下一控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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