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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采集节点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
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节点。
该信息采集节点包
括32位嵌入式处理器最小系统、
电源模块、
温度
采集接口模块、压力采集接口模块、形变采集接
口模块、震动采集接口模块和显示屏。该信息采
集节点具有RS232、
RS485、
工业以太网、
CAN通信
接口。信息采集节点由电源模块供电 ，
32位嵌入
式处理器最小系统通过周边电路通信接口模块
获取布置在离心压缩机上的温度传感器、
压力传
感器、
形变传感器、
震动传感器信号，
显示屏显示
离心压缩机的信号状态。
该信息采集节点通用性
强，
能够同时接收温度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形变
传感器和振动传感器等数据信号，
保证数据完整
性，
实现信号采集、
传输、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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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节点，
其特征在于包括：
处理器(1)
和与其分别连接的温度采集接口模块(4)、压力采集接口模块(6)、
形变采集接口模块(8)、
震动采集接口模块(10)、
显示屏(7)和电源模块(2)；
电源模块连接处理器(1)和采集节点的
其他各个模块；
其中，
所述温度采集接口模块(4)还连接温度传感器(3)、
压力采集接口模块
(6)还连接压力传感器(5)、
形变采集接口模块(8)还连接形变传感器(9)、震动采集接口模
块(10)还连接震动传感器(11)。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节点，
其特
征在于，
所述温度传感器(3)安装在压缩机进气口内侧、压力传感器(5)安装在压缩机出气
口内侧、
形变传感器(9)安装在压缩机进气口外侧、
震动传感器(11)压缩机联轴器外侧。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节点，
其特
征在于，
所述电源模块(2)包括一路AC-DC电压转换电路(12) 和两路DC-DC电压转换电路
(13、
14) ；
AC-DC电路连接外部的220V交流电压并转换成12V直流电压输出给两路DC-DC电路
和显示屏(7)供电 ；
一路DC-DC电压转换电路(13)将输入的12V直流电压降至5V直流电压输
出给形变采集接口模块(8)供电 ；
另一路DC-DC电压转换电路(14)将输入的12V直流电压降
至3 .3V直流电压输出给处理器(1)、
温度采集接口模块(4)、
压力采集接口模块(6)和震动采
集接口模块(10)供电。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节点，
其特
征在于，
所述温度采集接口模块(4)包括RS485串口通信芯片和周边电路，
具体包括：
RS485
串口通信芯片的7、8、9、
10引脚未连接；
1和3引脚之间连接电容C1 ；
4和5引脚之间连接电容
C2 ；
16引脚连接3 .3V电源，
然后连接电容C3后接地；
2引脚连接电容C4后接地；
15引脚和6引脚
之间连接电容C5 ，
15引脚还接地；
11和12引脚连接处理器(1)输出采集的温度信号；
13和14
引脚连接温度传感器(3)采集温度信号；
13和14引脚分别连接ESD保护的1和2引脚；
ESD保护
的3引脚接地。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节点，
其特
征在于，
所述的压力采集接口模块(6) 、包括RS232串口通信芯片和周边电路，
具体包括：
RS232串口通信芯片的7、
8、
9、
10引脚未连接；
1和3引脚之间连接电容C6 ；
4和5引脚之间连接
电容C7 ；
16引脚连接3 .3V电源，
16引脚还连接电容C8后接地；
2引脚连接电容C9后接地；
15引
脚和6引脚之间连接电容C10 ；
15引脚还接地；
11和12引脚连接处理器(1)输出采集的压力信
号；
13和14引脚连接压力传感器(5)采集压力信号；
13和14引脚分别连接ESD保护的1和2引
脚；
ESD保护的3引脚接地。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节点，
其特
征在于，
所述形变采集接口模块(8)包括CAN收发芯片和周边电路，
CAN收发芯片的1引脚连
接5V电源；
2引脚接地；
3和4引脚连接处理器(1)输出采集的震动信号；
6和7引脚之间连接电
阻R1 后连接震动传感器(11)采集震动信号；
8引脚连接并联的电阻R 2 和电容C11 后连接震动
传感器(11)采集震动信号。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节点，
其特
征在于，
所述震动采集接口模块(10)采用工业以太网通信芯片。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节点，
其特
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1)包括嵌入式处理器(15)和与其分别连接的晶振电路(16)、
复位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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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和JTAG电路(18)。
9 .根据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
节点，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器(1)为32位嵌入式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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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节点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节点，
该节点主
要用于离心式压缩机状态信息的采集、
传输和显示，
属于离心式压缩机故障诊断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离心式压缩机作为典型的重型高端装备，
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但目前信息化
服务水平严重滞后于生产制造水平，
缺少面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监测服务体系。发展离心
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
掌握其启动、
运行、
故障、
停机等核心数据，
提高其健康检测水平迫在
眉睫。先进的健康检测系统，
能够在离心式压缩机装备失效前检测和诊断出存在的故障，
准
确估计出连续运行的可靠时间，
延长装备的使用寿命，
减少意外停机事故，
减少备件消耗和
维修的工作量，
也可以防止因检修导致的人为故障。
[0003]
信息采集节点是健康监测系统的底层，
为整个监测系统提供数据采集、传输、
处理
和显示的平台，
是健康监测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
目前采集节点普遍存在通信接口与常规
传感器接口不兼容，
导致需要较多数量型号不同的采集设备，
获取的数据完整性很难保证，
难以通过数据分析进行离心式压缩机的故障预警。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节点。
该信息采集节点具有RS232、
RS485、工业以太网和CAN通信接口。温度传感器安装在压缩机
进气口内侧；
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压缩机出气口内侧；
形变传感器安装在压缩机进气口外侧；
振动传感器安装在压缩机联轴器外侧。采集节点能够采集布置在离心式压缩机上的温度传
感器、压力传感器、
形变传感器和振动传感器数据，
并能够进行数据存储、传输、显示。解决
目前传感器数据采集复杂，
数据不能同步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采集节点，
包
括：
处理器和与其分别连接的温度采集接口模块、压力采集接口模块、形变采集接口模块、
震动采集接口模块、
显示屏和电源模块；
电源模块连接处理器和采集节点的其他各个模块，
用于供电 ；
[0006] 其中，
所述温度采集接口模块还连接温度传感器、压力采集接口模块还连接压力
传感器、
形变采集接口模块还连接形变传感器、
震动采集接口模块还连接震动传感器；
温度
采集接口模块、压力采集接口模块、形变采集接口模块和震动采集接口模块将采集到的温
度信号、
压力信号、
形变信号和震动信号传输给处理器，
显示屏显示处理器采集的上述各信
号。
[0007] 所述温度传感器安装在压缩机进气口内侧、
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压缩机出气口内
侧、
形变传感器安装在压缩机进气口外侧、
震动传感器压缩机联轴器外侧。
[0008] 所述电源模块包括一路AC-DC电压转换电路和两路DC-DC电压转换电路；
AC-DC电
路连接外部的220V交流电压并转换成12V直流电压输出给两路DC-DC电路和显示屏供电 ；
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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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DC-DC电压转换电路将输入的12V直流电压降至，
5V直流电压输出给形变采集接口模块供
电；
另一路DC-DC电压转换电路将输入的12V直流电压降至3 .3V直流电压输出给处理器、
温
度采集接口模块、
压力采集接口模块和震动采集接口模块供电。
[0009] 所述温度采集接口模块包括RS485串口通信芯片和周边电路，
具体包括：
RS485串
口通信芯片的7、8、9、
10引脚未连接；
1和3引脚之间连接电容C1 ；
4和5引脚之间连接电容C2 ；
16引脚连接3 .3V电源，
然后连接电容C3后接地；
2引脚连接电容C4后接地；
15引脚和6引脚之
间连接电容C5 ，
15引脚还接地；
11和12引脚连接处理器输出采集的温度信号；
13和14引脚连
接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信号；
13和14引脚分别连接ESD保护的1和2引脚；
ESD保护的3引脚接
地；
温度传感器通过RS485协议将温度数据信号传输给处理器。
[0010] 所述的压力采集接口模块、
包括RS232串口通信芯片和周边电路，
具体包括：
RS232
串口通信芯片的7、8、9、
10引脚未连接；
1和3引脚之间连接电容C6 ；
4和5引脚之间连接电容
C7 ；
16引脚连接3 .3V电源，
16引脚还连接电容C8后接地；
2引脚连接电容C9后接地；
15引脚和6
引脚之间连接电容C10 ；
15引脚还接地；
11和12引脚连接处理器输出采集的压力信号；
13和14
引脚连接压力传感器采集压力信号；
13和14引脚分别连接ESD保护的1和2引脚；
ESD保护的3
引脚接地；
压力传感器通过RS232协议将压力数据传输给处理器。
[0011] 所述形变采集接口模块包括CAN收发芯片和周边电路，
CAN收发芯片的1引脚连接
5V电源；
2引脚接地；
3和4引脚连接处理器输出采集的震动信号；
6和7引脚之间连接电阻R1
后连接震动传感器采集震动信号；
8引脚连接并联的电阻R 2 和电容C11 后连接震动传感器采
集震动信号；
形变传感器通过CAN2 .0协议将形变数据传输给处理器。
[0012] 所述震动采集接口模块采用工业以太网通信芯片，
震动传感器通过工业以太网协
议将震动数据传输给处理器。
[0013] 所述处理器包括嵌入式处理器和与其分别连接的晶振电路、
复位电路和JTAG电
路。
[0014] 所述处理器为32位嵌入式处理器。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能够同时采集、传输和存储布置在离心式压缩机上的
温度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形变传感器和震动传感器数据，
具有接口丰富，
结构简单特点。而
且能够保证数据的同步性和完整性，
为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数据分析提供保证。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信息采集节点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电源模块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32位嵌入式处理器最小系统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RS485串口通信芯片和周边电路的电路图；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RS232串口通信芯片和周边电路的电路图；
[0021]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CAN收发芯片和周边电路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参照附图，
对用于离心式压缩机健康监测系统的信息采集节点具体实施方式进行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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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是信息采集节点示意图。
[0024] 处理器1(32位嵌入式处理器最小系统)与温度采集接口模块4、
压力采集接口模块
6、
显示屏7、
形变采集接口模块8和震动采集接口模块10相连。
[0025] 电源模块2为32位嵌入式处理器最小系统1、
温度采集接口模块4、
压力采集接口模
块6、
显示屏7、
形变采集接口模块8和震动采集接口模块10供电。
[0026] 温度采集接口模块4包括485通信芯片SP3485EEN和周边电路；
温度传感器3将温度
信号传输给温度采集接口模块4，
温度采集接口模块4将接收到的温度信号传输给32位嵌入
式处理器最小系统1。
[0027] 压力采集接口模块6包括232通信芯片SP3232EEN和周边电路；
压力传感器5将压力
信号传输给压力采集接口模块6，
压力采集接口模块6将接收到的压力信号传输给32位嵌入
式处理器最小系统1。
[0028] 形变采集接口模块8包括CAN通信芯片CTM8251T和周边电路；
形变传感器9将形变
信号传输给形变采集接口模块8，
形变采集接口模块8将接收到的形变信号传输给32位嵌入
式处理器最小系统1。
[0029] 震动采集接口模块10包括工业以太网通信芯片DP83848；
震动传感器11将震动信
号传输给震动采集接口模块10，
震动采集接口模块10将接收到的震动信号传输给32位嵌入
式处理器最小系统1。
[0030] 显示屏7接收32位嵌入式处理器最小系统1采集的温度、
压力、
形变和震动数据，
并
进行数据显示和故障预警。
[0031] 图2是电源模块示意图。
[0032] AC-DC电路12主要由电源芯片HE12P24LRN组成，
输入220V，
输出12V；
一路DC-DC电
路13主要由电源芯片LM2576S-5 .0组成，
输入12V，
输出5V；
另一路DC-DC电路14主要由电源
芯片LM2576S-3 .3组成，
输入12V，
输出3 .3V。
[0033] AC-DC电路12连接一路DC-DC电路13、
另一路DC-DC电路14和显示屏7，
供电12V。一
路DC-DC电路13连接形变采集接口模块8，
供电5V。另一路DC-DC电路14连接32位嵌入式处理
器最小系统1、
震动采集接口模块10、
温度采集接口模块4和压力采集接口模块6，
供电3 .3V。
[0034] 图3是32位嵌入式处理器最小系统示意图。
[0035] 32为嵌入式处理器最小系统由32位嵌入式处理器15、
晶振电路16、
复位电路17和
JTAG电路18组成。32位嵌入式处理器15与晶振电路16、
复位电路17和JTAG电路18连接。
[0036] 图4是485通信芯片SP3485EEN和周边电路。
[0037] SP3485EEN的7、
8、9、
10引脚未连接；
1和3引脚之间连接电容C1 (0 .1uF电容) ；
4和5
引脚之间连接电容C2 (0 .1uF电容) ；
16引脚连接3 .3V电源，
然后连接电容C3 (0 .1uF电容) ，
最
后接地；
2引脚连接电容C4 (0 .1uF电容)，
然后接地；
15引脚和6引脚之间连接电容C5 (0 .1uF电
容) ；
15引脚接地；
11和12引脚连接32位嵌入式处理器最小系统输出采集的温度信号；
13和
14引脚连接温度传感器2采集温度信号；
13和14引脚分别连接ESD保护(PESD15VL2BT)的1和
2引脚；
ESD保护(PESD15VL2BT)的3引脚接地。
[0038] 图5是232通信芯片SP3232EEN和周边电路。
[0039] SP3232EEN的7、
8、
9、
10引脚未连接；
1和3引脚之间连接第六电容C6 (0 .1uF电容) ；
4
和5引脚之间连接电容C7 (0 .1uF电容)；
16引脚连接3 .3V电源，
然后连接电容C8 (0 .1uF电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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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接地 ；2引脚连接电 容C 9 (0 .1uF电 容) ，然后接地 ；15引脚和6引脚之间连接电 容C 10
(0 .1uF电容) ；
15引脚接地；
11和12引脚连接32位嵌入式处理器最小系统输出采集的压力信
号 ；1 3 和 1 4 引 脚 连 接 压 力 传 感 器 5 采 集 压 力 信 号 ；1 3 和 1 4 引 脚 分 别 连 接 E S D 保 护
(PESD15VL2BT)的1和2引脚；
ESD保护(PESD15VL2BT)的3引脚接地。
[0040] 图6是CAN通信芯片CTM8251T和周边电路。
[0041] CTM8251T的1引脚连接5V电源；
2引脚接地；
3和4引脚连接32位嵌入式处理器最小
系统输出采集的震动信号；
6和7引脚之间连接电阻R1 (120欧姆电阻) ，
然后连接震动传感器
11采集震动信号；
8引脚连接电阻R 2 (1M欧姆电阻)和电容C11 (1uF电容) ，
电阻R 2 (1M欧姆电
阻)和电容C11 (1uF电容)并联，
然后连接震动传感器11采集震动信号。
[0042] 以上所述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所述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
和润饰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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