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80025546.5

(22)申请日 2015.03.0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46399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2.22

(30)优先权数据

MO2014A000070 2014.03.17 IT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6.11.17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IT2015/000055 2015.03.03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5/140825 EN 2015.09.24

(73)专利权人 梅塔系统股份公司

地址 意大利雷焦艾米利亚

(72)发明人 切萨雷·拉萨吉尼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志霖恒远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435

代理人 陈姗姗　郭栋梁

(51)Int.Cl.

H02J 7/02(2016.01)

H02M 1/42(2007.01)

H02H 7/12(2006.01)

B60L 53/62(2019.01)

(56)对比文件

CN 201422183 Y,2010.03.10,

CN 101263439 A,2008.09.10,

CN 201904614 U,2011.07.20,

CN 202759383 U,2013.02.27,

CN 201345619 Y,2009.11.11,

CN 101883465 A,2010.11.10,

CN 202035203 U,2011.11.09,

DE 102010009990 A1,2011.09.08,

US 2012218670 A1,2012.08.30,

CN 201813599 U,2011.04.27,

审查员 赵梅杰

 

(54)发明名称

电器的电源，特别是用于电动车辆电池充电

的电池充电器

(57)摘要

一种电器的电源(A)，特别是用于电动车辆

等的电池充电的电池充电器，包括功率因数校正

电路(PFC)以及过电压保护装置，该保护装置包

括：开关( SW1 )，其与所述功率校正因数电路

(PFC)的至少一个滤波电容(C)串联；控制电路

(VD1)，用于控制所述电源(A)的输入电压，其可

操作地与所述开关(SW1)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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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器的电源(A)，特别是用于电动车辆等的电池充电的电池充电器，以及能够与

外部电源线连接且连接在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的上游的至少一个输入滤波器(F)，包括

至少一个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过电压保护装置，其具有：

电子开关类型的至少一个开关(SW1)，其与所述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的至少一个滤

波电容(C)串联；

机电开关类型的至少一个附加开关(SW2)，其串联设置且设置于所述输入滤波器(F)的

上游并且连接到合适的过电压检测器(VD)；

至少一个控制电路(CNT1)，用于控制所述电源(A)的输入电压，其可操作地与所述开关

(SW1)连接并且配置成在输入处检测到过电压的情况下能够操作并因此断开所述电子开关

(SW1)；

其中，在检测到过电压的情况下，所述控制电路(CNT1)和所述过电压检测器(VD)触发

所述电子开关(SW1)和所述机电开关(SW2)，

其中，所述电子开关(SW1)和所述控制电路(CNT1)被实现在所述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PFC)内部；

所述过电压保护装置包括至少一个点燃电流限制器(ICL)，其连接在所述功率因数校

正电路(PFC)的上游，

所述点燃电流限制器(ICL)包括至少一个机电开关(SW3)，其与至少一个正温度系数电

阻器(PTC)并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源(A)，其特征在于，所述点燃电流限制器(ICL)连接在所述

输入滤波器(F)的上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源(A)，其特征在于，所述点燃电流限制器(ICL)连接在所述

输入滤波器(F)的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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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的电源，特别是用于电动车辆电池充电的电池充电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器的电源，特别是用于电动车辆电池充电的电池充电器。

背景技术

[0002] 电池充电器的使用已普遍为人所知，该电池充电器通常集成在电动车辆内，其输

入端连接交流电源线且输出端连接所述电动车辆的电池。

[0003] 作为示例，一种可能的现有类型的电池充电器的电源级A如图1所示，其包括可以

连接外部电源线的输入滤波器F、点燃电流限制器ICL(或“浪涌电流限制器”)、整流桥R以及

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

[0004] 特别地，为了遵从电气干扰的规则，所述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的目的在于确保从

输电干线上提取到尽可能正弦的电流。

[0005] 为了始终遵从电气干扰的适用规则，通常在所述PFC的上游设置滤波器EMC。所述

PFC输出端电压始终高于输电干线电压，且相对于输电干线电压稳定，所述PFC常用于进一

步的转换阶段。

[0006] 进一步众所周知的是，在由中性三相电压供电的系统中最为危险的情况之一是，

在三个电压被用作单相电压的情况下中性连接丧失。

[0007] 事实上在此情况下，如果负载吸收不平衡，则由不同于零的电位形成虚拟的星型

中心。

[0008] 因此，星型电压也可能会呈现出非常高的电压值从而对用户设备的完整性带来危

险。

[0009] 特别地，在与三相电源相连的单相电子系统中，中性点的丧失可导致在电源输入

单元中的元件承受超过板电压值的电压。避免设备损坏的最简单的方法为在过电压的情况

下监控输入电压并中断线路。

[0010] 这样一种监控及中断线路的操作通常由设置于所述滤波器F上游的过电压保护电

路OP实施。

[0011] 更为具体地，广泛采用两种已知的解决方案。

[0012] 第一种已知的方案示意性的如图2所示，其设想为通过由电压检测器VD控制的并

联的开关SW以及串联布置的过电流断路器BRK实现(过电压)保护电路OP。

[0013] 从而通过所述电压检测器VD检测过电压，所述开关SW被操作并闭合，继而通过所

述断路器BRK中断所述线路。

[0014] 然而，这一方案仍存在缺陷。

[0015] 事实上，首先，反应速度必须很高或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与所述元件承受过电压的

“耐受”程度相一致。这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一个电子开关类型的开关。

[0016] 此外，该方案必然需要人工干预以复位线路及过电流保护，且其对于终端用户并

不是始终能实现也并不总是“可接受”，特别是对于由熔断器而不是可复位的热磁开关所组

成的保护。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6463995 B

3



[0017] 第二种已知的方案示意性的如图3所示，设想为通过由电压检测器VD控制的串联

的开关SW实现保护电路OP。

[0018] 从而通过所述电压检测器VD检测过电压，所述开关SW被操作而断开，继而所述线

路中断。

[0019] 然而，这一方案同样仍存在缺陷。

[0020] 事实上，在此情况下，同样需要高反应速度，因此需要使用一个电子开关类型的开

关。

[0021] 此外，关于该第二方案，开关元件SW具有很高的功耗，出于响应速度的原因，其并

非一个简单的继电器而通常由半导体电子开关组成。

发明内容

[0022] 本发明的主旨在于提供一种电器的电源，特别是用于电动车辆电池充电的电池充

电器，其能够以有效的方式及低廉的成本确保有效的过电压保护。

[0023]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器的电源，特别是用于电动车辆电池充电的

电池充电器，其可以在使用起来简单、合理、容易、高效的范围内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

陷。

[0024] 以上所述的目的可以由根据权利要求1所描述的特征的本发明的电器的电源，特

别是用于电动车辆电池充电的电池充电器实现。

附图说明

[0025] 本发明的其他技术特征及优点可以通过两个优选的，而并非限定的电器的电源，

特别是用于电动车辆电池充电的电池充电器的实施例清楚地加以描述，与所举例的实施例

描述相对应的附图也仅仅是对实施例的指示性说明，而非对本发明所做的限制，其中：

[0026] 图1为现有类型的电池充电器的可能电源的示意图；

[0027] 图2和图3为现有类型的电池充电器的电源中实现过电压保护电路的示意图；

[0028] 图4为根据本发明的电源的可能的第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9] 图5为根据本发明的电源的可能的第二实施例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具体参考这些附图，附图标记A总体上指代一种电器的电源，特别是用于电动车辆

电池充电的电池充电器。

[0031] 然而，并不排除对用于不同种类的电子装置及设备的电源A的使用。

[0032] 特别地，参考如图4所示的第一实施例，所述电源A包括与外部电源线相连接的输

入滤波器F、连接在所述输入滤波器F下游的点燃电流限制器ICL、连接所述输入滤波器F以

及所述点燃电流限制器ICL的整流桥R以及连接在所述整流桥R下游的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PFC。

[0033] 更为具体地，所述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包括输入电感L、至少一个整流二极管D以

及连接在所述整流二极管D下游的至少一个滤波电容C。

[0034] 有利地，所述电源A包括过电压保护装置，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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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开关SW1，其类型为电子开关，与所述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的滤波电容C串联连接

在所述整流二极管D的下游；

[0036] 输入电压的控制电路CNT1，其可操作地与电子开关SW1连接，且在输入端检测到过

电压的情况下能够操作并因此断开所述电子开关SW1。

[0037] 从而，电子开关SW1和控制电路CNT1被实现在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内部。

[0038] 因而，在实践中，所述电子开关SW1的特定的定位可以在过电压的情况下快速保护

所述电容C。

[0039] 事实上，一般来说，在过电压的情况下位于所述PFC的所述整流二极管下游的电解

滤波电容第一个发生击穿。

[0040] 目前，用于单相系统的工作电压事实上被限制在400-450V的直流电。更高的工作

电压能够抵挡由于中性点缺乏而导致的过电压，但也使得所述电容尺寸及成本难以接受，

并因而影响所述电源A自身。

[0041] 因而，通过合适的控制电路CNT1能够监控所述输入电压并能够非常迅速地确定任

何过电压。

[0042] 进一步地，所述电子型开关的使用允许具有足以防止所述电容C故障的最小响应

时间。事实上，其并不可能是一个继电器电路，因为在此情况下，机电设备的响应时间将会

很高并且允许输出电解电容C顶部的电压上升超过可接受的范围内。

[0043] 特别地，所述电子开关SW1优选地由MOSFET或其类似类型的场效应晶体管组成。

[0044] 始终参考如图4所示的所述电源A的第一实施例，过电压保护装置还包括附加开关

SW2，其类型为机电开关，其串联设置在所述输入滤波器F的上游且与合适的过电压检测器

VD相连接。

[0045] 因而，所述机电开关SW2能够被操作以保护所述电源A的所有元件部分。

[0046] 因此，在检测出过电压的情况下，所述电源A的操作可以设想为由所述控制电路

CNT1和所述过电压检测器VD触发所述电子开关SW1和所述机电开关SW2。

[0047] 特别地，所述电子开关SW1迅速的响应时间允许快速地保护所述电源A中非常敏感

的元件，更为具体地该元件为电解电容C。

[0048] 同时，所述电子开关SW1仅与所述电解电容C串联且仅用于消除所述电容自身的脉

动电流。

[0049] 因而，所述电子开关SW1消除一个非常有限的电流并且确保了整体电路的高效能。

[0050] 同样地，尽管具有较慢的响应时间，所述机电开关SW2确保了对所述电源A的位于

所述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上游的其他元件的保护。

[0051] 事实上，所述输入滤波器F需要由能够耐受过电压的元件组成，因为根据标准，这

样的元件必定相对于所施加的电压而尺寸过大。

[0052] 实践中，使用额定电压高达300V交流电的元件(其通常应用于特定标准的应用

中)，这些元件也能够在短期内承受更高的电压，在最坏的情况下，该电压能够达到500V交

流电左右(在相到相三相电压的+20％的最大容差处)。

[0053] 同样地，所述输入整流桥R通常同样能够耐受高达600V的交流电，而所述PFC电路

的半导体可以使用具有足够电压范围的元件制成，这样并不影响尺寸且增加成本为零或是

在某些情况下增加很小。例如，目前所使用的半导体普遍为击穿电压更高或等于65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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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参考所述电源A的第二可能的实施例，如图5所示，另外参考所述第一实施例中的

机电开关SW2，过电压保护装置采用相同的点燃电流限制器ICL，其连接在所述功率因数校

正电路PFC的上游。

[0055] 特别地，这样一种点燃电流限制器ICL包括机电开关SW2，其可操作地连接过电压

检测器VD并且与至少一个正温度系数电阻器PTC并联。

[0056] 所述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包括与各自的控制电路CNT2相连接的控制开关SW3。

[0057] 实践中，一旦当检测到过电压，SW1立即被激活用于电解质的保护，SW2断开以防止

大量电流通过所述PTC，且所述PFC电路的所述控制开关SW3变为短路。这样可以提高电阻器

PTC温度以隔离电路，或在某些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通过电路的电流。

[0058] 有用地，如图5所示，所述点燃电路限制器ICL可以连接在所述输入滤波器F的上

游。

[0059] 然而，其中也并不排除其他可替代的实施例，例如，所述点燃电流限制器ICL连接

在所述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的上游，且在所述输入滤波器F的下游。

[0060] 本发明是如何实现所要达到的技术目的的已在实践中被证实。

[0061] 特别需要强调的事实是根据本发明的所述电源，特别是用于电动车辆电池充电的

电池充电器确保了以有效的方式及低廉的成本对过电压进行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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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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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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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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