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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发动机滑油在线监测系统电流源设计 
郝魁红，李 斌 

(中国民航大学 航空自动化学院，天津 300300) 

摘要：针对飞机发动机润滑油在线监测 系统中传感器的负载特性 ，基于DDS和电流反馈放大器设计了一个程控交 

流电流源。由MSP430单片机控制直接数字合成芯片，驱动电流反馈放大器 AD844及 高频运算放大器AD811构成 

精确程控电流源。当电感在 1~2mH，激励频率在 3kHz左右时，恒流源输出 8mA电流并且幅值变化小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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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 current source applying to the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for airplane 

engine lube oil 

HAO Kui-hong，LI Bin 

(Aeronautical Automation college，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China， 口 in 300300，China) 

Abstract：In allusion to the load features of the transducer of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for airplane lube oil，a stored 

program control interchange current resource based on DDS and current feedback amplifier was designed．A SCM 

named MSP430 controls the direct digital synthesis and drives the current feedback amplifier called AD8 l1 and AD844 

to build an accurate stored program control current resource．W hen the inductance is selected 1 mH ～ 2mH and the 

excitation frequency chooses 3kHz，the constant current resource’s export current can achieve 8mA and the changes 

of amplitude less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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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油监测是飞机发动机状态的重要监控内容。目前的监 

测方法大都为离线监测，而故障随时都可能发生。飞机发动 

机滑油在线监测系统对于实时监测发动机工作状态，提前预 

警发动机故障很有价值。在线滑油监测系统的传感单元可以 

简化为一组螺线管线圈，对其激励使线圈内形成交变磁场， 

利用电磁感应原理检测线圈内经过的磨粒类型及其状态。当 

外端两个参数相同、极性相对的线圈内通过交变电流，线圈 

内部即产生交变磁场，由于两螺线管线圈参数相同极性相对， 

所以中部的螺线管的磁场是平衡的。当有金属磨粒经过时， 

感应磁场的平衡被打破，中间的感应线圈会产生感应电压， 

从而获得金属磨粒的信息。 

由于磨粒信息的检出与其所受的交变磁场直接相关，因 

此希望交变磁场受传感器结构尺寸参数、分布电抗参数和环 

境的影响要小，若传感器激励采用电流源激励，则可克服诸 

多不利影响，同时，交变磁场的强度与电流激励强度成正比， 

因此，设计良好的输出电流较大的电流源对信号的产生及滑 

油在线监测至为关键。 

根据 系统 需求，本文 设计基 于 DDS为核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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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P430单片机控制电流反馈放大器 AD844和高频运算放大 

器ADS11，构成精密程控交流电流源。经过测试，针对传感 

器电阻较小的特征，在其工作激励频率范围及负载大小要求 

下，本交流电流源系统在输出电流较大的情况下具有较高输 

出阻抗和稳定的电流输出，适用于飞机发动机润滑油在线监 

测系统。 

1 系统硬件 

1．1 单片机及 DDS直接数字合成芯片 

电流源采用MSP430单片机为控制器。它具有超低功耗， 

软件编程简单，内置模块以及 I／O接口丰富等特点，被广泛 

应用于众多精密控制设备中。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是一种 

新的全数字的频率合成技术，目前DDS芯片以其频率分辨率 

高、转换速度快、体积小、性价比高等优点被广泛应用。 

AD7008是 AD公司生产的 DDS芯片中应用较为广泛的 

一 种，为数字式调制，能实现频率、幅度和相位的精确调制。 

时钟频率为 20 MHz或50 MHz，输出频率为 (0～25)MHz， 

分辨率 Af=(50x106)／232=0．011 64 Hz。其内部结构如图 

1所示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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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D7008内部结构图 

Fig．1 Internal structure of AD7008 

1．2 电流反馈放大器 AI)844 

AD844是 AD公司生产的采用互补双极型工艺制造的高 

速单片运算放大器。可以看做是一个电流传输器连接一个跟 

随器，具有 良好的高带宽和快速反馈的特性，其原理图如图 

2所示。同相输入端 (3脚 )输入呈高阻抗，约为 10 MQ【3】。 

此输入端的电压经过一低失调电压转移到反相输入端(2脚 )。 

反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凡 约为 50O。加到反相输入端的电 

流由电流传输器复制而输入到内部节点 (5脚 )处的电阻 

中，经过 产生的电压由单位增益缓冲放大器经6脚输出。 

AD844为第二代电流传输器件，其电流反馈具有较高的线性 

度 【6】。这种放大器提供了一个主要由反馈电阻决定的闭环带 

宽，是一个几乎独立的闭环增量。AD844可以在 ±2．5 V的 

范围内驱动 50 Q负载并有 80mA漏电保护。 

图 2 AD844原理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AD844 

2 电路整体构成 

电流传输器电路的性能既取决于作为两输人端之间电压 

缓冲器电路的能力，也取决于阻抗相差悬殊的两个端口间传 

输电流的能力。根据系统要求，设计了图 3所示的程控交流 

电流源总体电路。MPS430单片机控制 DDS芯片 AD7008输 

出适当频率和幅值的正弦波信号，以满足滑油监测传感器激 

励的需求。其中AD811为普通的高频运算放大器，V／I转换 

采用电路由AD811和 AD844共同完成。AD844会因第一级 

精度低而带来误差，用一个带宽相同的运算放大器作为输人 

缓冲，可以使输出电阻虚 0，这样就不会给跨导带来误差。为 

了避免直流信号使输出端的隔直流电容饱和，系统中设计了 

直流反馈电路。 

3 软件设计 

对信号幅值和频率的控制，要使 AD7008的复位信号 

RESET有效，在复位后，各寄存器均被置零，然后下载命令 

寄存器，选择AD7008的运行模式，根据上位机或EEPROM 

图 3 电流源总体电路 

Fig．3 Overall circuit of current resource 

的数据依次装载频率、相位和IQ寄存器。在要求控制输出信 

号幅度的场合下，AD7008提供了很多种方法。1)用户通过向 

正交幅度调制寄存器写入数据来控制输出信号的幅度；2)通 

过选择下载电阻或改变 RESET进行控制 】。 

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的输出频率计算。设输出频率为 

参考频率为Fc AD7008的控制字为FCW，可得出三 

者之间的关系为：FCW=(FouT×232)， 。系统AD7008采用 

基础频率为 5O MHz。 

所有命令寄存器 
和调制寄存器清零 

更新频率何幅值 
寄存器的设定值 

肇 > 运 

I值寄存器的值 J 

图4 控制流程图 

Fig．4 Control flow graph 

4 电路参数选择及测试 

图 2中的 与图 3中的R 串联，由于 ，中的电流与 

AD844的第 5脚输出电流为镜像关系，所以 ．的选择直接 

影响电路输出电流的大小。 选择的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电 

路性能，经测试，当R．=380 Q时，电路输出电流达到最大 

值 8 mA。当R。<380 Q时电路的输出波形逐渐发生失真，R。 

接近0时电路输出为近似方波。电阻R．的选择，不因AD811 

的输入信号频率和幅值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图4中电容 C与 

电阻 组成低通滤波电路，c选的越大R 两端的电压差越 

大，通过的电流也就越大，根据电流源输入频率，文中c 

选 10 Fc 

5 电路带负载能力分析 

输出阻抗是电压控制电流源品质的重要参数。在飞机润 

滑油磨粒检测系统中，对传感器的电感和分布电容分析得出， 

为使激励信号与输出信号没有相位差，要求 VCCS的频率范 

围在 (3—10 kHz)，并且具有较高的输出阻抗。分析方法： 

在输出电阻上串联一个可变电阻R 与 ．作为电压控制电流 

源的负载。改变电阻 可以测得两个不同的负载值，从而可 

得出电路的输出阻抗 ，测试时，保持电流源输出在较大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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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左右 )。原理如图 5所示 1。 

图5 负载特性测试电路 

Fig．5 Circuit of load capability 

图中， 为电压控制电流源的输出阻抗，吼与可变电阻 

琊 串联作为电压控制电流源的负载。改变可变电阻的值，就 

可得到不同的负载，从而得出输出阻抗。 

is=iz1+，l (1) 

is=iZ2+12 (2) 

IrI —I2 3) 

11-12：—(Vz2 -
一

Vz,) (4) 

全部负载 ( +砩 )上的电压等于输出阻抗z 上的电压， 

因此可得 ： 

Zs- (5) 

选择不同的电阻性负载 测试后得出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不同频率时电流源内阻 

Tab．1 Different internal resistance with different frequency 

频率，Hz 内阻，n 

2．5k 

3k 

3．5k 

5k 

8k 

10k 

1．964M 

1．877M 

1．692M 

1．621M 

1．599M 

1．473M 

从表 1数据可知，电流源系统频率到 3 kHz左右时，内 

部阻抗约2Mfl[5]。 

本文设计的电流源将用于飞机润滑油在线监测系统，所 

以进行了如下感性负载测试 (如图6)。当电路的负载为电感 

性负载时，测量方法及结果如图6所示。 

电感为线圈缠绕所制，所以增加了限流电阻R=2 n。整 

个润滑油监测系统所需的激励频率在 3．5 kHz，测试频率也选 

择3．5 kHz±10％，同样，电流源输出电流保持在8mA左右。 

测试结果绘制成折线图如图7所示。 

电感的选择从 1 mH到 2 mH，感抗变化在 12．56～62．811， 

由图中折线部分可以看出在负载电感变化时，同一频率下电 

流的变化很小，变化率在0．2％以内，而且不同频率下总体电 

流值在 7．9 mA附近浮动，变化较小。 

6 结 论 

根据上文中的测试结果可以得出，文中设计的交流电流 

． 】04． 

图6 感性负载测试电路 

Fig．6 Test circuit of inductive load 

5 } 
卜 
8r -～ ．一— ～ ． ． 

’ 

L— 
2 5—2j7—5 寸 3 25— 5一f／ kn ． ． 3 ． 3． 
图7 感性负载测试结果 

Fig．7 Test result of inductive load 

源，能输出稳定的8 mA电流而且变化率在 1％以内，能适应 

传感器自身内阻低的要求。在整个润滑油监测系统中，运行 

平稳，控制方便，频率相位调节速度快，失真小，能够达到 

整个系统对电流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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