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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轴温检测装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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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机车轴温检测装置由高性能单片机、数据转储器、通讯电路、
单总线控制电 路、
键盘 和数字显 示电路及地 面

信息 处理系统组成, 为机车车轴轴承的监视和检修提供重 要依据, 以保障机车运用 安全, 对 机务部门 实行状态修 起
到重要作用. 详细介绍了轴温检测装置的技术方 案、
系统的组成、装置的工作原理、系统的功能 及创新性 与先进性,
并对系统的推广及应用进行了积极乐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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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的确定

1

在分析我国机车走行部设备运行条件、工作状
态的基础上, 提出采用车载微机装置, 并使用单总线
技术实时检测并记录机车车轴温度的技术方案.

单元组成.
1) 总线控制单元, 用于控制单总线网络, 向选
定的温度传感器发送温度转换指令、从选定的传感
器读取温度数据.
2) 开关电源单元, 把机车电路提供的 DC110V 电

该方案的要点是: 1) 循环实时检测机车各轴承
温度和车体环境. 2) 定时记录各温度检测点的数据.

源变换为经过隔离的 DC5V 工作电源, 供装置使用.
3) CPU 控制单元, 根据软件程序流程, 控制系

3) 在机车司机 室或者机车设备间安装温度检 测装

统有序自动工作.

置, 循环显示机车各轴承温度和车体环境温度数据.

4) 数据 储存单元, 用于长时间记 录各温度数

4) 该装置既可以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功能的车载轴温
检测装置使用; 又可以作为一个模块, 在已经安装机

据. 该储存单元使用内嵌式锂电池, 在装置无电的条
件下不会丢失所记录的数据.

车故障检测系统平台的机车上使用, 通过总线为机

5) 地面数据通讯单元, 采用标准的 RS232C 通

车故障检测系统提供各车轴轴承的温度检测数据.
5) 该装置可以多工作日连续记录各路车轴轴承温度

讯协议, 可以和地面计算机接口, 把装置储存的各路
温度数据传送到地面计算机进行处理并建立走行部

数据, 可以把这些数据送地面计算机上进行数据分

轴承温度状态档案.

析, 并建立机车轴承状态数据库.

系统的组成

2

6) 车内数据通讯单元, 用于和以后将要安装的机
车设备故障诊断系统平台通讯, 此时本装置将作为该
系统平台的一个子系统, 为系统平台提供轴温数据.

该系统包括车载装置和地面计算机处理系统.

7) 显示 键盘单元, 用于和乘务员 建立人机对

车载装置包括单总线网络、
数字式温度传感器、
与地
面微机系统的通讯接口、与机车故障诊断分析系统

话. L ED 显示器循环显示机车轴温检测点的代号以
及对应的实测温度. 键盘允许乘务员选择需要立即

的通讯接口, 如图 1 所示.

显示的轴承代号, 进行与地面计算机的数据通讯等

2. 1

车载装置

作业.

车载轴温检测装置由总线控制单元、
开关电源
单元、
CPU 控制单元、
数据储存单元、
地面数据通讯

8) 时钟 处理单元, 用于进行日期 和时间的处
理, 为定时记录提供记录所需要的月、日、时、分、
秒

单元、
车内数据通讯单元、显示键盘单元、时钟处理

参数. 该处理单元使用内嵌式锂电池, 在装置无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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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可以连续工作.
2. 2

地面微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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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机收 到 响 应 脉 冲 后, 发 出 某 个 数字 传 感 器 的
ROM 特征码, 同时发出传感器温度转换指令. 连接

地面系统计算机采用通用的 IBM P C 系列计算

到总线上的所有传感器将主机发出的 ROM 特征码

机, 其系统平台采用 Window s 98 操作系统; 应用软
件采用 Visual Basic 6. 0( 企业版) 系统编程; 数据库

与自己固化的 ROM 特征码进行比较 . 由于单总
线数字传感器都具有唯一的 64 位 ROM 特征码, 所

采用开放式通 用数据库 系统 M icrosof t Access. 该

以只有一个数字传感器会响应主机的转换指令, 进

系统用于分析由车载温度检测 装置记录的轴 温数

行温度到数字量的转换

据, 并建立机车轴承使用状态数据库, 提供机车设备
状态修依据, 为机务管理提供修理意见. 该系统具有

线是否有传感器的转换完毕信号. 当指定的传感器
转换完毕后在总线上发出信号, 主机再发出读取指

良好的人机界面, 使用方便.

令, 把该数字传感器的转换数据读出.

[ 1]

[ 2]

. 然后, 主机将不断检测总

机车故障检测系统
机车设备故障诊断分析系统是以后将要在机车

以韶山 3B 型电力机车为 例. 该型机 车有 6 根
车轴, 每根车轴设有 4 个温度采样点. 再加上车体温

上安装的综合性系统平台, 可以检测、诊断、分析机

度的采集, 共有 25 个采样点. 机车工作环境十分恶

车各种故障, 提醒司机注意安全, 方便乘务员操作,

劣, 电磁干扰大, 传感器之间的距离也比较长, 用传

为保证行车安全、
实行机车设备按状态修提供可靠
的依据.

统的温度采集方式采集车轴温度是十分困难的 .
而单总线网络由于其抗干扰能力强、网络形式简单、

2. 3

[ 3]

安装容易、
检测精度高等优点, 非常适合在像电力机
车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可靠工作. 图 2 是单总线网络
系统配置图.

图2

单总线网络系统配置

Fig. 2 Config of 1Owire network system
图 1 温度检测装置结构图
Fig. 1

3

Structure of temperature detection equipment

装置工作原理

LZWO1 型机车轴温检测装置是一种采用先进的
单总线技术和数字式温度传感器的新型车载轴温检
测诊断装置. 单总线网络是一种新型的网络系统. 它
采用简单的电路形式, 把装置内的微型计算机和安装
在机车各车轴瓦座上的单总线数字式温度传感器联
结在一起, 形成了简单、
可靠的数据采集系统. 装置微
机通过单总线网络对各车轴和瓦座轴承的运行温度
进行自动监控. 当某个轴承温度和车体环境温度的差
值超过允许值, 车载微机发出报警信息, 指导机车乘
务员检查该轴承的状态, 避免了车轴抱死等恶性事故
的发生, 对列车运行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单总线网络只使用 1 根通讯线作为 I/ O 信号
线, 信号的传递是采用脉冲的形式进行的. 首先, 微
机通过总线发出复位脉冲, 连结在总线上的所有传
感器在接收到该复位脉冲后将一起发出响应脉冲.

4

系统的功能及特点

4. 1 系统的主要功能
1) 机车 24 路轴承温度及 1 路车体环境温度采
集与显示.
2) 每条记录的内容是: ( 1) 月; ( 2) 日; ( 3) 时;
( 4) 分; ( 5) 秒; ( 6) 连续记录的 24 个轴承的温度数
值; ( 7) 车体环境温度数值.
3) 定时记录及对异常温度的记录. 机车上电,
装置立即工作, 每 10 min 记录一次, 可以保存连续
10 日的记录. 当某一检测点的温度出现异常时, 记
录该检测点的代号、
实测温度及发生时间.
4) 对异常温度的显示与声音报警. 当某一检测
点的温度出现异常时, 中断正在显示的正常温度参
数, L ED 显示器将显示温度异常检测点的代号及当
前温度, 同时发出报警声.
5) 地面计算机对记录数据的分析与机车设备运
行数据库建立. 地面计算机根据车载微机记录, 分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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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运行状况和故障, 建立机车运行参数数据库和机车

数据显示、
单总线传输、数字式温度传感器、
地面分

设备状况数据库, 并用屏幕列表、
动态图形显示、
打印

析系统等于一体的数字式温度检测装置. 它通过实

等技术手段反映机车运行及机车设备工作数据.

时检测机车轴箱及抱轴瓦温度信号, 通过显示屏向

装置的特点
该装置是可悬挂便携式装置, 安装在机车内墙

司机随时显示 机车的轴温信息并全程 记录采样数
据. 将记录的数据经过地面信息处理系统, 分析机车

壁的合适位置, 也可方便地拆除带下机车. 在一般情

车轴轴承状态, 对机车走行部运行中出现的隐形故

况下, 该装置是固定安装在机车上的, 实时检测并显

障进行分析, 提前处理, 做到预想预防, 消除机车质

示机车各轴承的代号和温度. 如果司机需要马上知
道某个轴承的温度, 可以按下该轴承的代号, 这时装

量隐患. 该装置的研制及推广应用, 对保证机务运输
安全, 满足铁道部提出的以科技保安全, 对深化机务

置马上显示该轴承的温度. 它可以作为独立的功能

修制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装置工作, 也可以作为一个子系统, 为综合性的机车
设备故障诊断分析系统提供机车轴温数据. 实现了

该装置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动态检测和地面微机
网络管理系统, 进行数据采集分析, 为机务系统和机

车载装置的模块化.

车厂掌握机车质量性能及改造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

4. 2

5

考意见; 并且为机务部门进行机车从计划修到状态

创新性与先进性
本系统采用了多种先进技术, 包括 20 世纪 90 年

修过渡提供准确可靠的科学依据. 提高了机车的利
用率, 降低了机车因计划修造成的成本浪费, 可为机

代后期开始应用的高性能单片机系统技术、
微型隔离

务段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考虑到我国电力和内燃

开关电源技术、
单总线技术、
车载装置抗振动工艺等.
正是由于采用了这些新技术, 使得研制出的轴温检测

机车的巨大数量, 本系统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装置具有体积小、
重量轻、
自动化程度高、
系统可靠性
和稳定性好、
数据采集精度高等比较突出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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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总结
机车轴温检测装置是一种新型的集数据采集、

Design of Locomotive Axletree Temperature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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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t ect or of locomo tiv e ax le temperat ure is const itut ed by single chip, dat a st or ag e, com municat ion
circuit , 1OWire co nt ro l, key board, L ED circuit and P C info rmat ion process sy st em. T his device w ill pro vide
impo rt ant evidence f or locomot ive axle exam ine and repair. It w ill g uarantee locomot ive saf et y in use and
helpful for stat e repair o f lo com ot iv e. T he loco mot ive axle t emperat ur e det ect or is present ed in det ail. It includes scheme, const itut e of syst em, w o rk principle and funct ion of t his dev ice. Furt herm ore, it s applicat ion
pro spect is analyzed in opt imist ic mo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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