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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用于多个电子过滤器的控制电子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建筑物通风设施的多
个电子过滤器的控制电子装置，
包括：
至少一个
主设备(1)和节点设备(2)，
其中在每个电子过滤
器上可连接有节点设备(2)。在主设备(1)或者每
个主设备(1)上可连接有节点设备(2)的一个或
多个链(3) ，
其中在每个链(3)中，
第一节点设备
(2)可连接到所属的主设备(1)上，
并且该链(3)
的其它节点设备(2)可分别连接到前一个节点设
备(2)上，
使得该链(3)的节点设备(2)串联地彼
此连接，
其中主设备(1)是所连接的一个链(3)或
所连接的多个链(3)的一个或多个第一节点设备
(2)的前者。至少一个主设备(1)和节点设备(2)
设计用于，
给一个链(3)的每个节点设备(2)关联
的一对一的位置编号。供给电压从节点设备(2)
到所连接的电子过滤器的传输能够经由电流隔
离元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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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建筑物通风设施的多个电子过滤器的控制电子装置，
所述控制电子装置包
括：
至少一个主设备(1)和节点设备(2)，
其中
在所述电子过滤器中的每个电子过滤器上可连接有节点设备(2)，
所述主设备(1)或者每个主设备(1)以及每个节点设备(2)具有计算单元，
在所述主设备(1)上或在所述主设备(1)中的每个主设备上可连接有节点设备(2)的一
个或多个链(3)，
其中在每个链(3)中，
第一节点设备(2)可连接到所属的主设备(1)上，
并且
所述链(3)的其它节点设备(2)可分别连接到前一个节点设备(2)上，
使得所述链(3)的节点
设备(2)串联地彼此连接，
其中所述主设备(1)是所连接的一个链(3)的第一节点设备(2)的
前者或者是所连接的多个链(3)的第一节点设备(2)的前者，
一个链(3)的所述节点设备(2)中每个节点设备都与位置编号相关联，
一个或多个所述主设备(1)的计算单元设计用于，
在配置模式中推动每个所连接的链
(3)的第一节点设备(2)的计算单元执行配置程序，
所述配置程序设计用于，
接收其前者的位置编号并且给其本身分派以值1增加的位置编号并且存储在节点设备
(2)中；
确定随后的节点设备(2)是否连接，
并且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推动随后的节点设备
(2)的计算单元执行所述配置程序。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电子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节点设备(2)中的每个节点设备都具有一个或多个传感器，
以便确定所连接的电
子过滤器的编码，
并且所述配置程序附加地设计用于，
从一个所述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或者
多个所述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中确定所连接的电子过滤器的编码。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控制电子装置，
其特征在于，
一个或多个所述主设备(1)给所连接的节点设备(2)供给用于所述电子过滤器的供给
电压，
并且所述节点设备(2)中的每个节点设备都具有用于将所述供给电压从所述节点设
备(2)传递给所连接的电子过滤器的电流隔离元件。
4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控制电子装置，
其中所述电子过滤器中的每个电子过滤器
都具有预定的结构大小，
并且包括电离级和集电器级，
并且对所述电子过滤器中的每个电
子过滤器的控制通过预设流过所述电离级的电离电流和要施加到所述集电器级上的直流
高压来进行，
其特征在于，
所述至少一个主设备(1)可与建筑物控制设备(4)连接或者是建筑物控制设备(4)的一
部分，
所述至少一个主设备(1)设计用于，
将由所述建筑物控制设备(4)传输的控制信号或者
由其推导出的控制信号传输给所述节点设备(2)，
并且
所述节点设备(2)中的每个节点设备设计用于，
针对所属的电子过滤器，
根据所传输的
控制信号和任选地所连接的电子过滤器的结构大小来确定要设定的电离电流，
和/或根据
所传输的控制信号来确定要施加在所述集电器上的直流高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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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控制电子装置，
其特征在于，
传输到所述节点设备(2)上的控制信号是当前的流过设置有所述电子过滤器的通风通
道的空气体积流的量值。
6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控制电子装置，
其中所述电子过滤器中的每个电子过滤器都
具有预定的结构大小，
并且包括电离级和集电器级，
并且对所述电子过滤器中的每个电子
过滤器的控制通过预设流过所述电离级的电离电流和要施加到所述集电器级上的直流高
压来进行，
其特征在于，
所述至少一个主设备(1)可与建筑物控制设备(4)连接或者是建筑物控制设备(4)的一
部分，
所述至少一个主设备(1)设计用于，
将由所述建筑物控制设备(4)传输的控制信号或者
由其推导出的控制信号传输给所述节点设备(2)，
并且
所述节点设备(2)中的每个节点设备设计用于，
针对所属的电子过滤器，
根据所传输的
控制信号和任选地所连接的电子过滤器的结构大小来确定要设定的电离电流，
和/或根据
所传输的控制信号来确定要施加在所述集电器上的直流高压。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控制电子装置，
其特征在于，
传输到所述节点设备(2)上的控制信号是当前的流过设置有所述电子过滤器的通风通
道的空气体积流的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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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多个电子过滤器的控制电子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较大型建筑物的建筑物通风设施的电子过滤器的控制电子
装置。
这种建筑物通风设施在空调和通风行业中也称为单元机组
背景技术
[0002] 电子过滤器能够滤除包含在气体或空气流中的颗粒。
电子过滤器虽然能够在通风
设备中、在空调设备中和在空调设施中使用，
然而其在通风行业中未普及。在通风行业中，
尤其在建筑物通风设施中，
仍然使用袋式过滤器。在单元机组中根据建筑物的大小并排地
并且上下相叠地设置有不同数量的袋式过滤器。如果袋式过滤器通过相同结构大小的电子
过滤器替代，
那么需要控制电子装置，
所述控制电子装置能够控制多个电子过滤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基于下述目的，
发展一种用于多个电子过滤器的控制电子装置，
所述控制
电子装置除了满足其主要任务、
即控制电子过滤器外，
还能够实现简单的安装和维护连同
简单地更换和替代有缺陷的部分。
[0004] 所提到的目的根据本发明通过一种用于建筑物通风设施的多个电子过滤器的控
制电子装置来实现。有利的实施方案在下面的说明书中说明。
[0005]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多个电子过滤器的控制电子装置，
所述电子过滤器设置在建
筑物通风设施的通风通道中。控制电子装置包括至少一个主设备和节点设备，
其中在电子
过滤器中的每个电子过滤器上可连接有节点设备。一个或多个主设备是用于电子过滤器的
上级的控制中心并且此外给所连接的节点设备供给用于电子过滤器的供给电压。
[0006] 主设备和节点设备的最佳的设计方案包含下述特征，
所述特征能够单独地或者组
合地实现，
即：
[0007] 1 .所述主设备或每个主设备以及每个节点设备具有计算单元，
并且设备如下构
其
成：
在所述主设备上或者在主设备中的每个主设备上可连接节点设备的一个或多个链，
中在每个链中，
第一节点设备可连接到所属的主设备上，
并且该链的其它节点设备可分别
连接到前一个节点设备上，
使得该链的节点设备串联地彼此连接。在此，
主设备是所连接的
一个链的第一节点设备的前者或者是所连接的多个链的第一节点设备的前者。一个链的节
点设备中的每个节点设备都与一对一的位置编号相关联。一个或多个主设备的计算单元设
计用于，
在配置模式中推动每个所连接的链的第一节点设备的计算单元执行配置程序，
所
述配置程序设计用于：
[0008] 接收其前者的位置编号并且给其本身分派以值1增加的位置编号并且存储在节点
设备中；
[0009]
确定随后的节点设备是否连接，
并且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推动随后的节点设备
的计算单元执行配置程序。
[0010] 2 .电子过滤器能够包含编码，
所述编码例如通过永久磁体形成。为了确定编码，
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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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设备有利地具有一个或多个传感器，
并且配置程序附加地设计用于，
从一个传感器的输
出信号中或者从多个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中确定所连接的电子过滤器的编码。
[0011] 3 .节点设备中的每个节点设备具有电流隔离元件，
用于将节点设备的供给电压传
递给所连接的电子过滤器。这能够实现：
根据在申请号为PCT/EP2018/050093的PCT申请中
所描述的原理来控制电子过滤器的电离级和集电器级。
[0012] 控制电子装置此外优选设计用于控制不同结构大小的电子过滤器，
其中电子过滤
器中的每个电子过滤器具有预定的结构大小并且包括电离级和集电器级。对电子过滤器中
的每个电子过滤器的控制尤其通过预设流过电离级的电离电流和要施加到集电器级上的
直流高压来实现，
其中电离电流尤其匹配于流过通风通道的空气体积流和电子过滤器的结
构大小。施加到集电器级上的直流高压也有利地匹配于空气体积流。
[0013] 所述主设备或者每个主设备能够是可连接到建筑物控制设备上的，
其中建筑物控
制设备将控制信号传输给所述主设备或者每个主设备，
所述控制信号是流过通风设施的空
气体积流的量值。一个或多个主设备也能够是建筑物控制设备的一部分。一个或多个主设
备设计用于，
将从建筑物控制设备传输的控制信号或者由所述控制信号推导出的控制信号
传输给节点设备。节点设备有利地设计用于，
根据至少一个控制信号和任选的其它参数、例
如电子过滤器的结构大小来确定电离电流和/或直流高压，
并且将其传输给所连接的电子
过滤器。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根据实施例和根据附图详细阐述本发明。
[0015] 图1至3示出用于建筑物通风设施的电子过滤器的根据本发明的控制电子装置的
各一个简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图1示出根据第一实施例的用于建筑物通风设施的电子过滤器的根据本发明的控
制电子装置的简图。
电子过滤器包括电离级和集电器级以及一个或两个用于给电离级和集
电器级供给直流高压的高压馈电设备。控制电子装置包括中央的主设备1和为每电子过滤
器包括一个节点设备2。节点设备2优选可借助于可无工具地固定并且可再次松开的机械机
构固定和电连接在所属的电子过滤器上。所述节点设备给所属的电子过滤器供给电能并且
控制用于所属的电子过滤器的电离级和集电器级的一个或多个高压馈电设备。主设备1和
每个节点设备2具有计算单元。
计算单元例如是微控制器、
微型计算机等。
[0017] 节点设备2经由一个或多个链3连接到主设备1上。
在每个链3中，
第一节点设备2可
连接到主设备1上并且其它节点设备2可分别连接到前一个节点设备2上，
使得同一链3的节
点设备2串联地彼此连接。主设备1是一个链3的第一节点设备2的前者。主设备1和节点设备
2经由装配有插接器的连接线缆连接。连接线缆例如包括：
用于给节点设备2供给例如12V的
第一供给电压的两条导线；用于给电子过滤器供给例如24V的第二供给电压或者例如230V
的电网交流电压的另外两条导线；
和一条或多条用于传输数据和指令的数据线路。
12V导线
和24V导线优选彼此电流隔离。第一供给电压用于给主设备1和节点设备2的电子装置供给
电能。第二供给电压用于给电子过滤器供给电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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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一个链3的节点设备2中的每个节点设备与一对一的位置编号相关联。节点设备2
在其出厂时是未配置的，
也就是说，
其位置编号要么仍未确定要么规定为高的值，
所述高的
值在实践中不出现，
并且所述节点设备也绝不包含关于建筑物设施的数据。位置编号的关
联在节点设备2连接到建筑物通风设施的电子过滤器中的一个电子过滤器上并且与主设备
1连接之后根据在图1中示出的简图自动地进行，
也就是说，
操作人员不必分派位置编号。
[0019] 建筑物通风设施的电子过滤器的控制电子装置的配置通过主配置程序和节点配
置程序进行，
所述主配置程序安装在主设备1的计算单元上，
所述节点配置程序安装在节点
设备2的计算单元上。
[0020] 主设备1的计算单元设计用于，
在配置模式中执行主配置程序，
所述主配置程序推
动每个链3的第一节点设备2的计算单元，
执行节点配置程序，
其中节点配置程序设计用于：
[0021] 接收其前者的位置编号并且给节点设备2分派以值1增加的位置编号并且存储在
节点设备2中；
[0022]
确定是否随后的节点设备2已连接，
并且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推动随后的节点设
备2的计算单元，
执行节点配置程序。
[0023] 如果不存在随后的节点设备2，
那么一个链3的最后连接的节点设备2的节点配置
程序将其位置编号传输给其前一个节点设备2，
并且将该位置编号再次传输给其前一个节
从
点设备2等等。
以这种方式，
主设备1获得链3中的每个链的最后的节点设备2的位置编号，
而得知每个链3的节点设备2的数量。
[0024] 主设备1在该配置方法中作为一个链3的第一节点设备2的前者来对待。
主设备1的
配置程序因此设计用于，
将位置编号传送给一个链3的第一节点设备2，
所述位置编号随后
由该链3的第一节点设备2的配置程序以值1增加。
由主设备1传送的位置编号例如对于所有
链3具有值0。一个链3的每个节点设备2的位置编号于是具有如下值，
所述值对应于在该链3
中的节点设备2的位置。也就是说，
一个链3的第一节点设备2具有位置编号1，
一个链3的第
二节点设备2具有位置编号2等等。位置编号与电子过滤器的节点设备2的这种关联在图1中
通过数字示出，
所述数字设置在节点设备2的右下角中。
[0025] 但是，
主设备1的位置编号也能够对于链3中的每个链是另外的位置编号，
例如对
以这
于第一链3是数字0，
并且对于随后的链3是前一个链3的最后的节点设备2的位置编号。
种方式能够将所有链3的节点设备2连续编号。
[0026] 主设备1和节点设备2包含一个或多个另外的程序，
借助所述另外的程序，
主设备1
经由节点设备2的位置编号或者其链编号(或者其唯一的位置编号)激活(ansprechen)每个
节点设备2并且能够与所述节点设备交换指令和数据。
[0027] 电子过滤器以多种、
尤其三种结构大小设置，
所述结构大小称为1/1、
1/2和3/4结
构大小。
电子过滤器有利地包含用于结构大小的编码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其它参数，
并且节点设备2包含一个或多个传感器，
以便确定所连接的电子过滤器的编码并且从中确
定结构大小并且可能确定其它参数。编码例如借助于两个在电子过滤器处彼此间隔开地设
置的磁体和两个与此相应地安置在节点设备2上的磁场传感器进行。第一磁场传感器的输
出信号说明：
第一磁体是否存在。第二磁场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说明：
第二磁体是否存在。下
表示出可行的编码：
[0028]

磁体1

磁体2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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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
不存在
没有电子过滤器
存在
不存在
1/1电子过滤器
不存在
存在
1/2电子过滤器
存在
存在
3/4电子过滤器
[0029] 对电子过滤器的电离级的控制优选通过预设电离电流来进行，
所述电离电流应当
流过电离级，
而对电子过滤器的集电器级的控制通过预设集电器高压来进行，
所述集电器
高压应施加到集电器级上。主设备1优选是可连接到上级的建筑物控制设备4上的或者是建
筑物控制设备的一部分，
并且控制电子装置设计用于，
根据整个建筑物通风设施的运行状
态来控制电离电流和集电器高压。对此的实例为：
空气体积流能够借助于风扇在零和最大
空气体积流之间设定。建筑物控制设备4为此与主设备1通信并且将控制信号传输给所述主
或者
设备，
所述控制信号涉及当前的空气体积流，
优选以最大空气体积流的百分比的形式，
涉及对应于其的大小。主设备1设计用于，
将控制信号或者由其推导出的控制信号转发给节
点设备2，
所述节点设备根据控制信号来确定并且设定或调节所连接的电子过滤器的运行
参数。主设备1尤其能够设计用于，
将从建筑物控制设备4获得的、
代表当前的流过设置有电
子过滤器的通风通道的空气体积流的控制信号换算为由其推导出的控制信号，
所述推导出
的控制信号代表流过结构大小1/1的电子过滤器的当前的空气体积流。运行参数尤其是电
而且也与电
离电流和集电器高压。要设定的电离电流优选不仅与当前的空气体积流相关，
子过滤器的结构大小相关。节点设备2因此根据所传输的控制信号和所连接的电子过滤器
的从检测到的编码中确定的结构大小来确定要设定的电离电流，
并且单独地根据所传输的
控制信号来确定要设定的集电器高压。建筑物控制设备4和主设备1也能够设计用于传输另
外的或者附加的控制指令。
[0030] 节点设备2能够设计用于，
将电子过滤器的结构大小和可能其它确定的参数传输
给所属的主设备1。
这种传输例如能够在配置模式中通过配置程序来进行。
[0031] 节点设备2能够如在上文中所描述的那样设计用于，
借助于软件确定，
随后的节点
设备2是否连接。但是，
节点设备2也能够装配有如下硬件构件，
所述硬件构件支持该任务。
因此，
节点设备2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例如能够包含逻辑构件，
所述逻辑构件用于：
当没有随
后的节点设备2连接时，
连接线缆的在两个节点设备2之间存在的导线引导二进制值“0”，
而
当随后的节点设备2连接时，
引导二进制值“1”。
[0032] 图2示出根据第二实施例的用于建筑物通风设施的电子过滤器的根据本发明的控
制电子装置的简图。在该实施例中，
对于每个链3存在单独的主设备1。主设备1中的每个主
设备优选由单独的电源供给例如24V的第二供给电压。相反地，
例如12V的第一供给电压能
够由唯一的、
共同的电源提供。主设备1经由总线彼此连接。第一主设备1构成为可连接到建
筑物控制设备4上。
[0033] 主设备1在执行配置方法时作为相关联的链3的第一节点设备2的前者来对待。
位
置编号与链3的每个链的节点设备2的关联根据在上文中根据第一实施例所描述的方式来
进行。
[0034] 主设备1各自单独地、
然而经由共同的总线与建筑物控制设备4通信，
或者所述主
设备与首要主设备通信，
所述首要主设备与建筑物控制设备4通信。首要主设备能够是第一
链3的主设备1或者是不具有24V的电源(或230V的电源)的附加的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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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V电源(或230V电源)在所有实例中能够集成到主设备1中或者是单独的构件。
[0036] 图3示出根据第三实施例的用于建筑物通风设施的电子过滤器的根据本发明的控
制电子装置的简图。在该实施例中，
存在多个主设备1并且在每个主设备1上可连接有节点
设备2的一个或多个链3。
[0037] 在所有实施例中，
每个链3的节点设备2能够从1至n连续编号，
其中数字n表示相应
的链的节点设备2的数量，
或者所有链3的节点设备2能够从1至m连续编号，
其中数字m表示
控制电子装置的节点设备2的总数，
或者所有链3的连接到相同的主设备1上的节点设备2能
够从1至k连续编号，
其中数字k表示连接到相同的主设备1上的节点设备2的总数。
[0038] 本发明能够实现：
对每个节点设备2从而一个大的电子过滤器阵列的每个电子过
滤器单独地激活和参数化。在任意的节点设备2或电子过滤器2中出现的故障由此能够被定
位并且尽可能自动地通过相应的控制指令来消除。
[0039] 节点设备2给所属的电子过滤器2供给第二供给电压(例如24V的DC或者230V的
AC)。该供给电压优选经由电流隔离元件传递，
也就是说，
节点设备2和所属的电子过滤器有
利地电流隔离，
如这在申请号为PCT/EP2018/050093的PCT申请中描述。
[0040]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已经示出和描述，
而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见的是，
与在上文
而不脱离发明构思。
中所提及的相比更多的改型是可行的，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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