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576413.4

(22)申请日 2018.09.26

(73)专利权人 湖南科大天河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10003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高新

区）文轩路27号麓谷钰园F3栋1502、

1504、1505房

(72)发明人 龙志坚　范良虎　张毅　冯友奎　

谭燕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德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018

代理人 衣淑凤　宋志强

(51)Int.Cl.

H02J 9/06(2006.01)

H02J 7/35(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移动基站的供电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移动基站的供电系统。该供

电系统包括：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微控制单

元MCU、充电切换电路和供电切换电路，其中：开

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市电供

电的开关电源，另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

接MCU；MCU，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开关

电源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

连接到充电切换电路，另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

接口连接到供电切换电路；充电切换电路，一端

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一端通过导线连

接光伏控制电源，另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

供电切换电路，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开关电源，一

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一端通过导线

连接蓄电池，另一端通过导线连接移动基站。本

实用新型实现了对移动基站的不间断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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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基站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微控制单元

MCU、充电切换电路和供电切换电路，其中：

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市电供电的开关电源，另一端通过串口或

RS485接口连接MCU；

MCU，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

口连接到充电切换电路，另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到供电切换电路；

充电切换电路，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开关电源，一端

通过导线连接光伏控制电源，另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

供电切换电路，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开关电源，一端

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另一端通过导线连接移动基站；

第一电源状态监测模块将开关电源的状态实时上报给MCU，MCU根据开关电源的状态，

确定开关电源的电流大于第一阈值时，向供电切换电路发送第一取电信号，供电切换电路

接收到第一取电信号，将来自开关电源的电流传输给移动基站，同时MCU向充电切换电路发

送第一充电信号，充电切换电路接收到第一充电信号，将来自开关电源的电流传输给蓄电

池；当MCU确定开关电源的电流不大于第一阈值时，向供电切换电路发送第二取电信号，供

电切换电路接收到第二取电信号，将来自蓄电池的电流传输给移动基站，同时MCU向充电切

换电路发送第二充电信号，充电切换电路接收到第二充电信号，将来自光伏控制电源的电

流传输给蓄电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系统进一步包括：蓄电池状

态监测模块，且，充电切换电路包括限流限压电路，其中：

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另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

MCU；

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将监测到的蓄电池的电压发送给MCU，

当开关电源的电流不大于第一阈值时，MCU检测到蓄电池的电压大于限压阈值，则向充

电切换电路的限流限压电路发送限压阈值和限流阈值，限流限压电路对来自光伏控制电源

的电流进行限流限压处理后传输给蓄电池。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电源通过防雷抗涌模块连接

到市电供电线路；

所述光伏控制电源通过防雷抗涌模块连接到太阳能发电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电源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到柴

油发电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切换电路进一步通过导线连

接风能控制电源，

且，当MCU确定开关电源的电流不大于第一阈值时，向充电切换电路发送第三充电信

号，充电切换电路接收到第三充电信号，将来自光伏控制电源和风能控制电源的电流传输

给蓄电池。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系统进一步包括：蓄电池状

态监测模块，且，充电切换电路包括限流限压电路，其中：

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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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将监测到的蓄电池的电压发送给MCU，

当开关电源的电流不大于第一阈值时，MCU检测到蓄电池的电压大于限压阈值，则向充

电切换电路的限流限压电路发送限压阈值和限流阈值，限流限压电路对来自光伏控制电源

的电流进行限流限压处理后传输给蓄电池。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电源通过防雷抗涌模块连接

到市电供电线路；

所述光伏控制电源通过防雷抗涌模块连接到太阳能发电装置；

所述风能控制电源通过防雷抗涌模块连接到风力发电机。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供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系统进一步包括光伏控制电

源状态监测模块、风能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和监控中心模块，其中：

光伏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光伏控制电源，另一端通过串口或

RS485接口连接到MCU；

风能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风能控制电源，另一端通过串口或

RS485接口连接到MCU；

监控中心模块，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另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

后台控制中心；

光伏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将监测到的光伏控制电源的状态实时上报MCU，风能控制

电源状态监测模块将监测到的风能控制电源的状态实时上报MCU，MCU将开关电源的状态、

蓄电池的状态、光伏控制电源的状态和风能控制电源的状态经由监控中心模块发送给后台

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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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基站的供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人防技术领域，尤其涉及移动基站的供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人防领域移动通信基站设备采用直流供电系统提供能源。目前采用组合式机架电

源供电系统。

[0003] 移动基站的一般特点如下：

[0004] 1)交流供电复杂。有的为三相供电，有的为单相供电，有的是国电专线送达，有的

则可能直接并接在农网或者居民生活用电线路，这样可能导致供电质量差，如电压波动范

围很宽、电压突变情况经常发生、经常频繁停电等。

[0005] 2)基站数量多、分布广、站点环境差异大。为了网络覆盖而不得不将大量基站建在

野外高山上、民房制高点、高温高湿区等，由于安装条件差，造成取电困难且可靠性不高，从

而不仅导致交流供电难度大，还导致雷击的机率升高、高温高湿致使设备运行稳定性及寿

命降低、故障率升高等。

[0006] 3)设备种类多、数量多、安装条件差，其故障率远远高于机房内设备。由于无人值

守，一旦出现问题不仅人工干预维修及恢复的直接成本高，而且如未能及时发现而“倒站”

带来的客户影响及间接损失也很大。

[0007] 基站的上述一般特点导致供电保证和维护工作不仅工作量加大，而且难度也加

大，一些供电故障和事件处理对维护人员技术水平的要求也大大提高。

[0008] 4)基站无备用电源系统，完全依赖市电，市电停电后基站无法正常工作。

实用新型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提供移动基站的供电系统，以实现对移动基站的不间断供电。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11] 一种移动基站的供电系统，包括：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微控制单元MCU、充电切

换电路和供电切换电路，其中：

[0012] 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市电供电的开关电源，另一端通过串

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

[0013] MCU，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串口或

RS485接口连接到充电切换电路，另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到供电切换电路；

[0014] 充电切换电路，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开关电源，

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光伏控制电源，另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

[0015] 供电切换电路，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开关电源，

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另一端通过导线连接移动基站；

[0016] 第一电源状态监测模块将开关电源的状态实时上报给MCU，MCU根据开关电源的状

态，确定开关电源的电流大于第一阈值时，向供电切换电路发送第一取电信号，供电切换电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209150788 U

4



路接收到第一取电信号，将来自开关电源的电流传输给移动基站，同时MCU向充电切换电路

发送第一充电信号，充电切换电路接收到第一充电信号，将来自开关电源的电流传输给蓄

电池；当MCU确定开关电源的电流不大于第一阈值时，向供电切换电路发送第二取电信号，

供电切换电路接收到第二取电信号，将来自蓄电池的电流传输给移动基站，同时MCU向充电

切换电路发送第二充电信号，充电切换电路接收到第二充电信号，将来自光伏控制电源的

电流传输给蓄电池。

[0017] 所述供电系统进一步包括：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且，充电切换电路包括限流限压

电路，其中：

[0018] 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另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

接MCU；

[0019] 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将监测到的蓄电池的电压发送给MCU，

[0020] 当开关电源的电流不大于第一阈值时，MCU检测到蓄电池的电压大于限压阈值，则

向充电切换电路的限流限压电路发送限压阈值和限流阈值，限流限压电路对来自光伏控制

电源的电流进行限流限压处理后传输给蓄电池。

[0021] 所述开关电源通过防雷抗涌模块连接到市电供电线路；

[0022] 所述光伏控制电源通过防雷抗涌模块连接到太阳能发电装置。

[0023] 所述开关电源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到柴油发电机。

[0024] 所述充电切换电路进一步通过导线连接风能控制电源，

[0025] 且，当MCU确定开关电源的电流不大于第一阈值时，向充电切换电路发送第三充电

信号，充电切换电路接收到第三充电信号，将来自光伏控制电源和风能控制电源的电流传

输给蓄电池。

[0026] 所述供电系统进一步包括：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且，充电切换电路包括限流限压

电路，其中：

[0027] 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

MCU；

[0028] 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将监测到的蓄电池的电压发送给MCU，

[0029] 当开关电源的电流不大于第一阈值时，MCU检测到蓄电池的电压大于限压阈值，则

向充电切换电路的限流限压电路发送限压阈值和限流阈值，限流限压电路对来自光伏控制

电源的电流进行限流限压处理后传输给蓄电池。

[0030] 所述开关电源通过防雷抗涌模块连接到市电供电线路；

[0031] 所述光伏控制电源通过防雷抗涌模块连接到太阳能发电装置；

[0032] 所述风能控制电源通过防雷抗涌模块连接到风力发电机。

[0033] 所述供电系统进一步包括光伏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风能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

块和监控中心模块，其中：

[0034] 光伏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光伏控制电源，另一端通过串口或

RS485接口连接到MCU；

[0035] 风能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风能控制电源，另一端通过串口或

RS485接口连接到MCU；

[0036] 监控中心模块，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另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209150788 U

5



连接后台控制中心；

[0037] 光伏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将监测到的光伏控制电源的状态实时上报MCU，风能

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将监测到的风能控制电源的状态实时上报MCU，MCU将开关电源的状

态、蓄电池的状态、光伏控制电源的状态和风能控制电源的状态经由监控中心模块发送给

后台控制中心。

[0038] 本实用新型实现了对移动基站的不间断供电。

附图说明

[0039]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提供的移动基站的供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2为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例提供的移动基站的供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再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4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提供的移动基站的供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该系统主

要包括：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11、MCU  12、充电切换电路13和供电切换电路14，其中：

[0043] 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11，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市电供电的开关电源201，另一端通

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  12。

[0044] MCU  12，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11，一端通过串口

或RS485接口连接到充电切换电路13，另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到供电切换电路

14。

[0045] 充电切换电路13，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  12，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开关

电源201，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光伏控制电源202，另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301。

[0046] 供电切换电路14，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  12，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开关

电源201，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301，另一端通过导线连接移动基站401。

[0047] 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11实时监测开关电源201的状态(电流或/和电压或/和功

率)并上报给MCU  12；

[0048] MCU  12根据开关电源201的状态，确定开关电源201的电流大于第一阈值时，向供

电切换电路14发送第一取电信号，供电切换电路14接收到第一取电信号，将来自开关电源

201的电流传输给移动基站401，同时MCU  12向充电切换电路13发送第一充电信号，充电切

换电路13接收到第一充电信号，将来自开关电源201的电流传输给蓄电池301；

[0049] 当MCU  12确定开关电源201的电流不大于第一阈值时，向供电切换电路14发送第

二取电信号，供电切换电路14接收到第二取电信号，将来自蓄电池301的电流传输给移动基

站401，同时MCU  12向充电切换电路13发送第二充电信号，充电切换电路13接收到第二充电

信号，将来自光伏控制电源202的电流传输给蓄电池301。

[0050] 在实际应用中，供电系统可进一步包括：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且，充电切换电路

13包括限流限压电路，其中：

[0051] 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301，另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

连接MCU  12；

[0052] 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将实时监测到的蓄电池301的电压发送给MCU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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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当开关电源201的电流不大于第一阈值时，若MCU  12检测到蓄电池301的电压大于

限压阈值，则向充电切换电路13的限流限压电路发送限压阈值和限流阈值，限流限压电路

对来自光伏控制电源301的电流进行限流限压处理后传输给蓄电池301。

[005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另一实施例提供的移动基站的供电系统的结构示意图，该系统

主要包括：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11、MCU  12、包含限流限压电路131的充电切换电路13、供

电切换电路14和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15，其中：

[0055] 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11，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市电供电的开关电源201，另一端通

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  12。

[0056] MCU  12，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11，一端通过串口

或RS485接口连接到充电切换电路13，另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到供电切换电路

14。

[0057] 充电切换电路13，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  12，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开关

电源201，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光伏控制电源202，一端通过导线连接风能控制电源203，一端

通过导线连接另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301。

[0058] 供电切换电路14，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  12，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开关

电源201，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301，另一端通过导线连接移动基站401。

[0059] 蓄电池状态监测模块15，一端通过导线连接蓄电池301，另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

接口连接MCU  12。

[0060] 开关电源状态监测模块11实时监测开关电源201的状态(电流或/和电压或/和功

率)并上报给MCU  12；

[0061] MCU  12根据开关电源201的状态，确定开关电源201的电流大于第一阈值时，向供

电切换电路14发送第一取电信号，供电切换电路14接收到第一取电信号，将来自开关电源

201的电流传输给移动基站401，同时MCU  12向充电切换电路13发送第一充电信号，充电切

换电路13接收到第一充电信号，将来自开关电源201的电流传输给蓄电池301；

[0062] 当MCU  12确定开关电源201的电流不大于第一阈值时，向供电切换电路14发送第

二取电信号，供电切换电路14接收到第二取电信号，将来自蓄电池301的电流传输给移动基

站401，同时MCU  12向充电切换电路13发送第二充电信号，充电切换电路13接收到第二充电

信号，将来自光伏控制电源202和风能控制电源203的电流传输给蓄电池301，且，

[0063] 在通过光伏控制电源202和风能控制电源203给蓄电池301充电的过程中，若MCU 

12检测到蓄电池301的电压大于限压阈值，则向充电切换电路13的限流限压电路131发送限

压阈值和限流阈值，限流限压电路131对来自光伏控制电源202和风能控制电源203的电流

进行限流限压处理后传输给蓄电池301。其中，限流限压电路131可采用PWM(脉冲宽度调制)

方式进行限流限压处理。

[0064]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提高开关电源201、光伏控制电源202和风能控制电源203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开关电源201可通过防雷抗涌模块连接到市电供电线路；光伏控制电源202

可通过防雷抗涌模块连接到太阳能发电装置；风能控制电源203可通过防雷抗涌模块连接

到风力发电机。

[0065] 在无市电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在风光资源欠缺时对移动基站的正常电力供应，还

可采用风光柴互补的方式，即，开关电源201还可与柴油发电机连接，以从柴油发电机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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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另外，供电系统可进一步包括：光伏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风能控制电源状态监

测模块和监控中心模块，其中：

[0067] 光伏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光伏控制电源202，另一端通过串

口或RS485接口连接到MCU  12；

[0068] 风能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一端通过导线连接风能控制电源203，另一端通过串

口或RS485接口连接到MCU  12；

[0069] 监控中心模块，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接口连接MCU  12，另一端通过串口或RS485

接口连接后台控制中心；

[0070] 光伏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将监测到的光伏控制电源202的状态(电流或/和电压

或/和功率)实时上报MCU  12，风能控制电源状态监测模块将监测到的风能控制电源203的

状态(电流或/和电压或/和功率)实时上报MCU  12，MCU  12将开关电源201的状态(电流或/

和电压或/和功率)、蓄电池301的状态(电流或/和电压或/和功率)、光伏控制电源202的状

态(电流或/和电压或/和功率)和风能控制电源203的状态(电流或/和电压或/和功率)经由

监控中心模块发送给后台控制中心。

[0071] 另外，MCU  12在充电过程中，根据开关电源201的状态、蓄电池301的状态、光伏控

制电源202的状态或风能控制电源203的状态，实时判断充电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则通过监

控中心模块上报后台控制中心。

[007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如下：

[0073] 一、本实用新型可在市电有电时，采用市电给移动基站供电，在市电没电时，采用

蓄电池给移动基站供电，且，在市电有电时，采用市电给蓄电池充电，在市电没电时，采用光

伏控制电源给蓄电池充电，充分保证了移动基站的不间断供电，满足战时、灾时要求；

[0074] 二、同时采用光伏控制电源和风能控制电源给蓄电池充电，进一步保证了移动基

站的不间断供电；

[0075] 三、充分考虑了体积小、重量轻、方便安装、更换与维护的需求；

[0076] 四、通过为开关电源、光伏控制电源和风能控制电源连接防雷抗涌模块，增加了供

电系统稳定性；

[0077] 五、通过将供电系统各个模块的状态实时上报给后台控制中心，使得在无人值守

时仍能实时掌握供电系统运行状况。

[007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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