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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对电动车辆的电能存

储构件充电的具有差动电流监测的充电站，其具

有故障电流保护设备且具有充电控制器。在第一

实施例中，基本思想是基于模块化执行故障电流

保护设备。为此，模块化故障电流保护设备被分

为它的功能单元，根据本实用新型，差动电流监

测单元结合充电控制器以充电电流控制器和监

测设备的形式形成整体结构单元。在可选实施例

中，故障电流保护设备结合充电控制器以充电电

流控制器和保护设备的形式形成整体结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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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充电站(1)，用于使用交流充电电流对电动车辆的电能存储构件进行充电，所述

充电站(1)具有故障电流保护设备且具有充电控制器(12)，

其特征在于：

所述故障电流保护设备由单独布置的测量电流互感器(24)、差动电流监测单元(22)和

单独布置的开关元件(26)组成，所述差动电流监测单元(22)结合所述充电控制器(12)以充

电电流控制器和监测设备(20)的形式形成整体结构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充电站(1)，

其特征在于：

单独的测量电流互感器(24)和所述差动电流监测单元(22)是全电流敏感的。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充电站(1)，

其特征在于：

所述单独布置的开关元件(26)是负载接触器或负载继电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充电站(1)，

其特征在于：

数据通信信道(29)被安装在所述充电电流控制器和监测设备(20)与连接至所述充电

站(1)的电动车辆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充电站(1)，

其特征在于：

数据通信信道(29)被安装在所述充电电流控制器和监测设备(20)与连接至所述充电

站(1)的电动车辆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充电站(1)，

其特征在于：

数据通信信道(29)被安装在所述充电电流控制器和监测设备(20)与连接至所述充电

站(1)的电动车辆之间。

7.一种充电站(1)，用于使用交流充电电流对电动车辆的电能存储构件进行充电，所述

充电站(1)具有故障电流保护设备且具有充电控制器(12)，

其特征在于：

所述故障电流保护设备结合所述充电控制器(12)以充电电流控制器和保护设备(30)

的形式形成整体结构单元，所述充电电流控制器和保护设备(30)除所述充电控制器(12)之

外还包括内部测量电流互感器(32)、差动电流监测单元(34)和内部开关元件(36)。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充电站(1)，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部测量电流互感器(32)和所述差动电流监测单元(34)是全电流敏感的。

9.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充电站(1)，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部开关元件(36)是负载继电器。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充电站(1)，

其特征在于：

数据通信信道(29)被安装在所述充电电流控制器和保护设备(30)与连接至所述充电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208931166 U

2



站(1)的电动车辆之间。

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充电站(1)，

其特征在于：

数据通信信道(29)被安装在所述充电电流控制器和保护设备(30)与连接至所述充电

站(1)的电动车辆之间。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充电站(1)，

其特征在于：

数据通信信道(29)被安装在所述充电电流控制器和保护设备(30)与连接至所述充电

站(1)的电动车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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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动车辆的电能存储构件充电的具有差动电流监测的充

电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使用交流充电电流对电动车辆的电能存储构件进行充

电的充电站，该充电站具有故障电流保护设备且具有充电控制器。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为了操作电动车辆或混合动力车辆，电动车辆的电能存储构件需要在

充电站定期充电。为此，被调节以适于电动车辆的能量存储构件的操作数据的具有时效性

的充电电流调节是必不可少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当前假定使用交流充电电流的充电过程，其中在充电站中布置相应的

充电控制器。因此，不需要电动车辆中的充电电流调节，这反过来节省了成本并减轻了电动

车辆的重量。

[0004] 在电气安全方面，在充电过程中必须采取与安全相关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对操作

设备的人员带来任何风险并防止任何材料损坏。由于电动车辆和充电站之间的电连接，具

有交流和直流电压/直流分量的综合接地系统由关于静止的接地电源系统的电动车辆的迄

今的不接地车辆电源发展而来。除了绝缘监测之外，可靠地运行的故障电流保护设备因此

是重要的。在下文中，故障电流保护设备被理解为具有检测故障电流作为差动电流以及通

过监测差动电流对故障电流进行评估的功能(功能元件)且具有开关功能的通用故障电流

保护设备。故障电流保护设备的具体结构实施例(结构设计)根据IEC  61008-1//DIN  EN 

61008-1(VDE  0664-10)标准被称为A型RCD(剩余电流设备)故障电流保护设备或根据IEC 

62423//DIN  EN  62423(VDE  0664-40)标准被称为B型RCD故障电流保护设备。

[0005] 根据现有技术，已知通过布置在充电站中的A型RCD故障电流保护设备对由充电站

和车辆组成的系统进行监测的可能性，例如，如DE  10  2010  028  626A1中所述。这种A型RCD

故障电流保护设备能够检测交流故障电流和脉冲故障直流电流。

[0006] 如果根据IEC  62196//DIN  EN  62196(VDE  0623)系列标准对电动车辆的充电站配

备电源插座或车辆耦合器，则根据IEC  61851-1以及IEC  60364-7-722(VDE  0100-722)标准

在故障直流电流>6mA时必须结合用于关闭电源的合适的设备使用B型(RCD)故障电流保护

设备或A型(RCD)故障电流保护设备，以进一步检测纯故障直流电流(DC故障电流)。

[0007] 所提出的充电站是现有技术中已知的并且由具有部分冗余功能并且需要大量布

线和相应大的安装空间的多个电气部件组构成，这已被证明是不利的，因为它们增加了充

电站的生产和安装成本。

[0008] 因此，当前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设计一种用于对电动车辆的电能存储构件进行充

电的充电站，其通过具有紧凑性、成本和时间效益性的设计而优异。

[0009] 该充电站用于交流充电电流对电动车辆的电能存储构件进行充电，具有故障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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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设备且具有充电控制器，通过由单独布置的测量电流互感器、差动电流监测单元和单

独布置的开关元件组成的故障电流保护设备实现该目的，所述差动电流监测单元结合充电

控制器以充电电流控制器和监测设备的形式形成整体结构单元。

[0010] 该实施例的基本思想是基于模块化执行故障电流保护设备。为此，模块化故障电

流保护设备首先被分为测量电流互感器、差动电流监测单元和开关元件的单独的功能单元

(功能元件，参见上文)，因此对应于根据IEC  60947-2Annex  M//DIN  EN  60947-2Annex  M

(VDE  0660-101)的模块化故障电流设备MRCD(模块化剩余电流设备)。

[0011] 单独的测量电流互感器(和式电流互感器)检测故障电流作为差动电流，该故障电

流在至电动车辆的连接线的有源导体中发生。由单独的测量电流互感器发出的测量信号被

提供至差动电流监测单元并被评估。如果经测量的差动电流超过触发阈值，故障电流因此

被识别，差动电流监测单元借助于触发阈值控制外部布置(相对于充电电流控制器和监测

设备)的开关元件，其将至电动车辆的连接线被隔开。

[0012] 通过故障电流保护设备的模块化设计，现在可以将差动电流监测单元和充电控制

器集成在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单元中。由此，实现了由充电控制器和差动电流监测单元

组成的充电电流控制器和监测设备。结合单独布置的开关元件，在该实施例中可以相对于

现有技术省略A型或B型RCD故障电流保护设备，因此可以降低成本和所需的安装空间。

[0013] 在另一实施例中，单独的测量电流互感器和差动电流监测单元是全电流敏感的。

[0014] 结合合适的测量电流互感器，差动电流监测单元的全电流敏感(B型)实施例除了

检测和识别交流故障电流和脉冲故障直流电流之外，还能够检测和识别纯故障直流电流。

[0015] 有利地，单独布置的开关元件是负载接触器或负载继电器。

[0016] 在由差动电流监测单元识别出故障电流的情况下或者当通过充电控制器终止充

电过程时，在充电电流控制器和监测设备中生成触发信号并控制负载接触器或负载继电

器，因此使得至电动车辆的连接线被被隔开，从而中断充电过程。

[0017] 此外，数据通信信道可被安装在充电电流控制器和监测设备与连接至充电站的电

动车辆之间。

[0018] 通过数据通信信道，数据被传输用以控制被调节以适于电动车辆的能量存储构件

的充电电流，该数据诸如能量存储构件的电气数据，以及用于电气安全的数据，诸如用于设

置合适的差动电流触发阈值的电动车辆的当前绝缘电阻。

[0019] 可选地，充电站用于使用交流充电电流对电动车辆的电能存储构件进行充电，具

有故障电流保护设备且具有充电控制器，通过故障电流保护设备结合充电控制器以充电电

流控制器和保护设备的形式形成整体结构单元实现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所述充电电流控制

器和保护设备除充电控制器之外还包括内部测量电流互感器、差动电流监测单元和内部开

关元件。

[0020] 在该可选实施例中，故障电流保护设备的功能元件结合充电控制器被集成在结构

单元中。由此，创建了由充电控制器和故障电流保护设备组成的充电电流控制器和保护设

备，除充电电流控制器之外，故障电流保护设备的整个功能，即借助于内部测量电流互感

器、差动电流监测单元以及(内部)开关元件的差动电流检测也被集成在充电电流控制器和

保护设备中。

[0021] 在该可选实施例中也关于现有技术省略了A型或B型RCD故障电流保护设备，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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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成本。

[0022] 此外，内部测量电流互感器和差动电流监测单元是全电流敏感的。

[0023] 因此，充电电流控制器和保护设备包括B型RCD故障电流保护设备的所有功能，从

而除了检测和识别交流故障电流和脉冲故障直流电流之外，还能够检测和识别纯故障直流

电流。

[0024] 有利地，内部开关元件是负载继电器，在由差动电流监测单元识别到故障电流的

情况下或者当确定充电过程被充电控制器终止时，通过触发信号控制该负载继电器，以使

至电动车辆的连接线被隔开。

[0025] 此外，数据通信信道可以被安装在充电电流控制器和保护设备与连接至充电站的

电动车辆之间。

[0026] 类似于第一所述实施例，通过数据通信信道传输用于控制被调节以适于电动车辆

的能量存储构件的充电电流的数据和关于电气安全的数据。

附图说明

[0027] 其他有益的实施例可从以下描述和附图中获得，附图借助于示例的方式示出本实

用新型优选的实施例，其中：

[0028] 图1A和1B示出根据现有技术的充电站的实施例的功能框图。

[0029] 图2示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充电站的功能框图。

[0030] 图3示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充电站的可选实施例的功能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图1A和1B各自示出根据现有技术的用于电动车辆的充电站2的设计。

[0032] 从静止的电源系统开始，充电站2包括由预熔丝4保护的电源3。充电站2具有能级

计6和A型RCD故障电流保护设备8a(图1A)或B型RCD故障电流保护设备8b(图1B)。

[0033] 在根据图1A的充电站2的示例中，除了布置在A型RCD故障电流保护设备8a中的第

一测量电流互感器之外，充电站2还包括用于检测故障直流电流的第二测量电流互感器10。

[0034] 充电控制器12对开关元件14起作用，该开关元件14在故障直流电流发生时或者当

充电过程终止时将至车辆连接16的连接线断开。

[0035] 在根据图1B的充电站2的示例中，充电站2包括B型RCD故障电流保护设备8b，其能

够检测故障直流电流、脉冲故障直流电流和(纯)故障直流电流，如果发生故障，则进行断开

连接。

[0036] 当充电过程终止时，充电控制器12通过触发信号14对开关元件14起作用，以便将

至车辆连接16的连接线断开。

[0037] 在图2中，示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充电站1的功能框图。

[0038] 充电站1包括从现有技术中已知的以下功能元件：能源3、备用保险丝4和能级计6。

[0039] 此外，根据本实用新型，充电站1包括充电电流控制器和监测设备20，其中充电控

制器12和差动电流监测单元22被集成以形成结构单元。

[0040] 在充电电流控制器和监测设备20的外部布置有单独的测量电流互感器24和实现

为负载接触器或负载继电器的单独的开关元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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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单独的测量电流互感器24、布置在充电电流控制器和监测设备20中的差动电流监

测单元22和单独的开关元件26可以被视为标准化MRCD故障保护设备28的功能元件。

[0042] 优选地，单独的测量电流互感器24和差动电流监测单元22是全电流敏感的。

[0043] 充电电流控制器和监测设备20通过触发信号13控制单独的开关元件26，以便在出

现故障(不可允许的高差动电流)时或当充电过程已被终止时，将至车辆连接16的连接线断

开。

[0044] 车辆连接16可包括用于与电动车辆进行从数据交换数据的数据通信信道29，该数

据特定于能量存储设备或与安全相关。

[0045] 图3示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充电站1的可选实施例的功能框图。

[0046] 该可选实施例与图2中的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包括充电电流控制器和保护

设备30，其中充电控制器12、内部测量电流互感器32、差动电流监测设备34和内部开关元件

36被集成在充电电流控制器和保护设备30，从而将至结构单元的车辆连接线断开。

[0047] 通过在根据图2和图3的实施例中省略单独的A型或B型RCD故障电流保护设备，无

需第二开关元件。这种省略导致所需部件数量的减少，减少大量布线的需要，从而在生产充

电站时降低成本。同时，还减少了所需的安装空间，从而可以以紧凑的方式设计充电站。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208931166 U

7



图1A(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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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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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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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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