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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
系统，
该系统包括：
电源母板和电源功能板；
电源
母板，
接入外部电源，
采集电源系统工作电压和
电流反馈至上位机，
同时为上位机与电源功能板
提供通信数据信息的传输通道和用电电源；
电源
功能板，
包括多个电源功能模块，
根据电源母板
接入的控制信号为潜标的用电设备提供数据传
输接口和电源。本实用新型具有低功耗、稳定可
靠、容错能力强等优点，
电源功能板采用模块化
设计理念 ，
可根据潜标需求调整模块数量和功
能，
即插即用，
扩展性强，
同时适合用于其它要求
扩展性强和功耗低的平台，
具有较强的移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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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
该系统包括：
电源母板和电源功能板；
电源母板，
接入外部电源，
还与上位机、
电源功能板连接；
电源功能板，
包括多个电源功能模块，
与电源母板、
潜标的用电设备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源母板包括
母板电路和传输通道；
所述传输通道为上位机与电源功能板之间的接口。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母板电路包括
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以及与其连接的第一电源转换电路、
电源异常检测电路；
所述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
输入端接入外部电源，
输出电压给第一电源转换电路、
电源
异常检测电路、
以及电源功能板供电 ；
所述电源异常检测电路与上位机连接；
所述第一电源
转换电路，
将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为上位机供电。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源总开关稳
压电路采用继电器、
干簧管、
三极管；
所述继电器的启动触点一端、
关闭触点一端、第一回路一端与电源正极连接，启动触点
另一端、
关闭触点另一端分别与第一三极管Don1发射极、第二三极管Doff1发射极连接，
第
一回路另一端作为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的输出端输出电压；
第二回路的一端接电源地，
第
二回路另一端为输出地；
Don1基极、Doff1基极分别通过电阻Ron、
电阻Roff与Don1集电极、Doff1集电极连接；
Don1集电极、
Doff1集电极分别通过第一干簧管Pon、第二干簧管Poff接地，
Don1基极、
Doff1
基极分别通过第一二极管Don、
第二二极管Doff与电源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源总开关稳
压电路还包括蜂鸣器，
所述蜂鸣器输入端与电源连接，
第一输出端、第二输出端分别与启动
触点另一端、
关闭触点另一端连接。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源功能板设
有插槽，
用于插接多个电源功能模块；
还通过插针与电源母板连接。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源功能模块
包括第二电源转换电路。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源功能模块
还包括通信接口电路和AD转换电路中的至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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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洋工程领域和电子工程领域，
具体地说是一种水下海洋特征信
息采集潜标的可扩展电源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从古至今，
人类对认识海洋和开发海洋的热情越来越高，
近些年来随着云计算、
大
数据、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对人们深入了解和探索海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支持，
因此海洋特征信息数据的获取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潜标为静态长时间采集海洋信
息的设备提供了一种有效搭载平台，
但是随着潜标功能和设备的增加，
潜标的电源系统就
需要随之更改，
现有的电源系统大多是针对特有的潜标平台设计的电源系统，
对潜标系统
的调整缺乏适应能力，
可移植性和可扩展性差，
系统中某部分出现故障也往往导致整个电
源系统无法继续工作，
容错能力弱；
为满足潜标能够长时间工作，
常规的电源转换模块不能
根据实际需求很好地调节输出功率和有效的切换电源的开关状态以达到低功耗目的，
因此
低功耗性能还需进一步提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是，
提供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
具有可移植性、
可
扩展性、低功耗等优点，
电源某部分出现故障不影整个系统响其它部分的正常工作，
容错能
力强。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包括：
电源母板和
电源功能板；
[0005] 电源母板，
接入外部电源，
还与上位机、
电源功能板连接；
[0006] 电源功能板，
包括多个电源功能模块，
与电源母板、
潜标的用电设备连接。
[0007] 电源母板，
用于接入外部电源，
采集电源系统工作电压和电流反馈至上位机，
同时
为上位机和电源功能板提供通信数据信息的传输通道和用电电源；
[0008] 电源功能板，
包括多个电源功能模块，
根据电源母板接入的控制信号为潜标的用
电设备提供数据传输接口和电源。
[0009] 所述电源母板包括母板电路和传输通道；
所述传输通道用于上位机与电源功能板
之间信息的传输通信。
所述传输通道为上位机与电源功能板之间的接口。
[0010] 所述母板电路包括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以及与其连接的电源转换电路，
源异常检
测电路；
[0011] 所述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
用于控制电源系统的开通和关闭 ，
输入端用于接入电
源，
输出电压给电源转换电路、
源异常检测电路、
以及电源功能板供电 ；
[0012] 电源异常检测电路，
用于采集电源系统工作电压和电流，
并反馈至上位机；
[0013] 电源转换电路，
用于将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为电源系统供电。
[0014] 所述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采用继电器、
干簧管、
三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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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继电器的启动触点一端、
关闭触点一端、第一回路一端与电源连接，
启动触点
另一端、
关闭触点另一端分别与第一三极管Don1发射极、第二三极管Doff1发射极连接，
第
一通道另一端作为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的输出端输出电压；
第一回路另一端、第二回路另
一端接地；
[0016] Don1基极、
Doff1基极分别通过电阻Ron、
电阻Roff与Don1集电极、Doff1集电极连
接；
Don1集电极、Doff1集电极分别通过第一干簧管Pon、第二干簧管Poff接地，
Don1基极、
Doff1基极分别通过第一二极管Don、
第二二极管Doff与电源连接。
[0017] 所述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还包括蜂鸣器，
所述蜂鸣器输入端与电源连接，
第一输
出端、第二输出端分别与启动触点另一端、
关闭触点另一端连接，
用于继电器开启或关闭时
接入不同的通道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提示。
[0018] 所述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执行步骤如下；
[0019] 当第一干簧管Pon闭合、
第二干簧管Poff断开时，
继电器的启动触点闭合，
第一回
路、第二回路分别导通，
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的输出端输出电压；
三极管Don1为蜂鸣器提供
电流，
使蜂鸣器的输入端与第一输出端导通并发声；
[0020] 当第二干簧管Pon断开、
第二干簧管Poff闭合开时，
继电器的关闭触点闭合，
第一
回路、第二回路分别断开；
三极管Doff1为蜂鸣器提供的电流，
使蜂鸣器的输入端与第二输
出端导通并发声。
[0021] 所述电源功能板设有插槽，
用于插接多个电源功能模块；
还通过插针与电源母板
连接。
[0022] 所述电源功能模块包括电源转换电路，
电路根据用电设备功率需求输出特定的功
率。
[0023] 所述电源功能模块还包括通信接口电路和AD转换电路中的至少一种。
[0024] 本实用新型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具有以下优点及效益：
[0025] 1 .电源母板上的总开关电路具有自锁功能增加了使用方便性，
系统工作稳定；
电
源母板与电源功能板通过插针插槽连接，
提供的信号传输通道信息传输通道为处理单元和
设备的的连接增加了便捷性，
节省布线的空间且使用方面。
[0026] 2 .电源功能板上的模块可根据需求进行数量和功能的调整，
即插即用；
电源转换
电路的工作状态可由控制信号控制且电源输出功率可根据用电设备的实际所需功耗制定；
因此该系统具有较强的可扩展性和优越的低功耗性能。
[0027] 3 .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
块之间相互独立不受彼此影响，
具有较强的容错能力。
[0028] 4 .该系统也适合用于其它有功能扩展和低功耗要求的平台，
具有较强的移植性。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连接示意图；
[0030] 其中：
1，
电池；
2，
电源母板；
3，
电源功能板；
4，
功能模块；
[0031] 图2为母板电路结构框图；
[0032] 图3为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图；
[0033] 图4为功能模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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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出详细说明。
[003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
其扩展性体现在电源功能板上模
块数量可扩展性和模块功能的可扩展性，
模块的电源输出功率和通信接口类型可根据所接
用电设备的需求进行调整，
电源的工作状态可由控制信号控制，
满足低功耗和可扩展性的
需求；
模块之间相互独立，
具有较强的容错能力；
该系统也适合用于其它有功能扩展和低功
耗要求的平台，
具有较强的移植性。
[0036] 一种水下潜标可扩展电源系统，
该系统包括：
电源母板和电源功能板，
所述电源母
板负责接入电源，
采集电源系统工作电压和电流的数据，
同时为处理器单元和电源功能板
提供控制信号、
通信数据传输的通道和用电电源；
电源功能板由多个电源功能模块构成，
受
控制信号控制，
负责为潜标的用电设备提供数据传输接口和电源。
[0037] 所述电源母板，
由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
电源转换电路和电源检测电路构成，
电源
母板与电源功能板通过插槽、
插针进行连接，
方便系统电源板之间的连接，
节省空间。
[0038] 所述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
输入端可接24—48V的电源，
输出为24V。
[0039] 所述电源转换电路，
输入端与电源母板的输出端连接，
电路工作状态可开启和关
闭，
电源输出功率可调，
不同电源功能模块为不同的用电设备提供电源。
[0040] 本实用新型系统的连接示意图如图1所示，
电源直接与电源母板连接并为整个系
统提供电源，
电源母板的电源输出端与处理单元、
电源功能板各模块的电源输入端连接，
电
源功能板和处理单元之间的控制信号和数据通过集成在电源母板上的传输通道进行传输，
传输通道包括使能控制信号传输通道、串口数据和AD模拟数据传输通道；
除为处理单元供
电的电源转换电路外其它所有电路的使能控制信号直接或间接由处理单元提供；
电源功能
板上各模块的电源输出端与用电设备电源输入端连接，
串口或AD接口与外接设备对应接口
连接。该实用新型根据潜标的实际需求，
电源功能板一共包含12块电源功能模块，
电源功能
板上模块的数量和输出功率值、接口类型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增加了系统的可扩展
性和可移植性。
[0041] 如图2所示的电源系统母板上的电路示意图，
母板电路包括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
电源异常检测电路和电源转换电路；
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的输入端与外部电源相连，
电路
的输出分别接入到电源异常检测电路、
电源转换电路和电源功能板上；
电源异常检测电路
包括系统的电流和电压检测，
电流检测基于电流检测芯片(ACS722LLCTR-05AB)实现，
电压
检测由分压电路来实现，
检测电路的开启和关闭由处理单元发送的控制信号控制MOS管来
实现，
检测电路采集的模拟数据传输到处理单元。母板上含有两路电源转换电路，
分别为电
源系统内部和处理单元提供电源；
电流检测电路连接在电源和电源母板总开关稳压电路之
间，
电压检测电路连在电源母板总开关稳压电路之后。
[0042] 如图3所示为电源母板上电源总开关稳压电路的电路原理图，
由干簧管、
稳压二极
管、
三极管、
蜂鸣器和电阻电容构成，
BAT_IN为外部电源输入，
S_OUT为电路输出，
连接干簧
管的POn和POff和具有自锁功能的继电器(DSP2a-L2)负责电源的开通和关闭，
稳压二极管
Don和DOff将电压输出稳定在特定电压值，
蜂鸣器在开启和关闭的瞬间接入不同的通道发
出不同频率的响声来提示电路的打开和关闭，
三极管Don1和Doff1用来满足蜂鸣器的电流
需求，
该电路设计简单，
工作高效，
打开和关闭的特征明显，
方便使用。如图4所示为电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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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板上的功能模块示意图，
功能模块的功能包括由电源转换电路实现DC/DC电源转换、
由串
口转换电路实现的232或485和TTL信号转换，
由AD接口电路实现将采集模拟信号量的量程
转换到0～3 .3V之间，
根据模块所接设备的实际需求，
每块功能模块包含其中一个或多个功
能电路。功能模块上的所有电路均由接收处理单元的控制信号进行控制，
功能模块接收电
源母板上的输出电压为模板上的电路提供电源，
电源输出端为用电设备提供特定功率的电
源，
接口电路负责进行处理单元和设备之间通信数据的转换和传输。
[0043] 上述的电源转换电路是基于TSP54560电压转换芯片来实现的，
输出功率可根据实
际的需求进行调整；
TTL和232转换电路的芯片采用MAX3221芯片来实现；
TTL和485的转换基
于(SN65HVD78DR)芯片，
采用收发自动切换的电路来实现；
所有芯片的工作电源由电源母板
上的电源转换电路提供。
电路的开启和关闭可由使能端接受处理单元的控制信号进行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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