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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

系统及方法，包括电压测量单元、接触器互锁单

元以及多个充电回路，其中：每个充电回路上均

接有一电压测量单元；电压测量单元测量充电回

路上的电压等级数据，并将所述电压等级数据传

至接触器互锁单元；接触器互锁单元用于根据所

述电压等级数据判断接口电压来控制充电回路

的常开触点的闭合。本发明通过采用兼容220v、

380V及直流高压充电接口，解决了市面上新能源

医疗设备储能系统充电接口单一，充电困难的问

题；本发明采用接触器互锁电路，解决了储能系

统根据不同的充电接口可智能选择大功率充电

回路，从而合理的缩短充电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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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电压测量单元、接触器互锁

单元以及多个充电回路，其中：

每个充电回路上均接有一电压测量单元；

电压测量单元测量充电回路上的电压等级数据，并将所述电压等级数据传至接触器互

锁单元；

接触器互锁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电压等级数据判断接口电压来控制充电回路的常开触

点的闭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每个充电

回路均设置有一常开触点，所述常开触点通过接触器互锁单元实现闭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充电

回路至少包括一单相220V充电回路、一三相380V充电回路以及一直流高压充电回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接触器互

锁单元包括电压采集电路、A/D转换模块、数据处理单元及继电器控制单元，其中：

所述电压采集电路用于采集线路电压，其中直流输入电压直接通过倍增电阻降压读

取，交流输入电压则先降压再通过半波整流电路将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读取；

所述A/D转换模块用于将读取直流电的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

所述数据处理单元根据转化后的数字量来判断接通输入的相应充电回路，并下发指令

给继电器控制单元；

所述继电器控制单元根据数据处理单元下发的指令接通相应充电回路的接触器，并对

其余充电回路进行隔离。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压采集

电路包括：

电阻R1、电阻R2、电阻R3、二极管D1、二极管D2以及电容C1,其中：

电阻R1能够作为倍增电阻进行降压；

二极管D1、D2、电容C1组成半波整流器进行转化交流输入为直流电压值。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继电器控

制单元包括多个继电器线圈，每个继电器线圈对应一个充电回路上的常开触点，每个继电

器线圈能够控制所述所述充电回路上的常开触点闭合。

7.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系统的新能源医疗

设备的智能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检测步骤：电压测量单元对接入的电压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发送至接触器互锁单

元；

执行步骤：接触器互锁单元收到检测结果，并根据检测结果控制充电回路的常开触点

的闭合。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执行步骤

还包括输入电压判断步骤：当接触器互锁单元收到多个电压检测结果时，以较高的电压检

测结果为输出值，闭合对应的常开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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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医疗影像设备领域，具体地，涉及适用于多种充电接口的智能

充电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我国经济正逐步告别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技术、低消耗的

集约型发展方向转变，未来一段时间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将持续强化，技术附加值高的

高新产业将引领增长态势，医疗器械作为技术含量较高行业，未来发展前景持续走高。

[0003] 基于中国国情考虑，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对中国医疗需求也产生了长期而积极的作

用。根据卫生部的调查，截止2017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10.9％。

我国的老龄化人口数量庞大，65岁及以上的老人数量已经接近1.6亿，是世界上首个老年人

口超过一亿的国家。

[0004]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慢性病已经成为卫生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心脑血管

疾病、癌症、糖尿病等到慢性病造成的死亡率已经达到85％以上。根据《中国心血管报告

2017》数据显示，中国心脑血管死亡占居民疾病死亡的40％以上，心脑血管现患者人数2.9

亿，其中脑卒中1300万，高居首位。而用于慢性病治疗的费用也达到卫生支出的70％左右，

这也给国内医疗影像和移动医疗的发展带来了动力，作为未来的发展趋势，移动诊疗可以

满足居民自主健康能力的提高及居民对医疗服务便利性、有效性的需求。目前，中国市场上

的移动医疗设备有两种供电方式，一种是直接接市电，一种是配备新能源储能系统，第一种

供电方式在山区等条件恶劣的地方不适用，而第二种供电方式一般只配有一种充电器，而

市面上的充电接口多种多样，所以移动医疗设备寻找合适的充电接口比较困难。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系统及

方法。

[0006]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系统，包括电压测量单元、接触器

互锁单元以及多个充电回路，其中：

[0007] 每个充电回路上均接有一电压测量单元；

[0008] 电压测量单元测量充电回路上的电压等级数据，并将所述电压等级数据传至接触

器互锁单元；

[0009] 接触器互锁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电压等级数据判断接口电压来控制充电回路的常

开触点的闭合。

[0010] 优选地，所述每个充电回路均设置有一常开触点，所述常开触点通过接触器互锁

单元实现闭合。

[0011] 优选地，所述多个充电回路至少包括一单相220V充电回路、一三相380V充电回路

以及一直流高压充电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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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地，所述接触器互锁单元包括电压采集电路、A/D转换模块、数据处理单元及

继电器控制单元，其中：

[0013] 所述电压采集电路用于采集线路电压，其中直流输入电压直接通过倍增电阻降压

读取，交流输入电压则先降压再通过半波整流电路将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读取；

[0014] 所述A/D转换模块用于将读取直流电的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

[0015] 所述数据处理单元根据转化后的数字量来判断接通输入的相应充电回路，并下发

指令给继电器控制单元；

[0016] 所述继电器控制单元根据数据处理单元下发的指令接通相应充电回路的接触器，

并对其余充电回路进行隔离。

[0017] 优选地，所述电压采集电路包括：

[0018] 电阻R1、电阻R2、电阻R3、二极管D1、二极管D2以及电容C1,其中：

[0019] 电阻R1能够作为倍增电阻进行降压；

[0020] 二极管D1、D2、电容C1组成半波整流器进行转化交流输入为直流电压值。

[0021] 优选地，所述继电器控制单元包括多个继电器线圈，每个继电器线圈对应一个充

电回路上的常开触点，每个继电器线圈能够控制所述所述充电回路上的常开触点闭合。

[0022] 本发明还提供了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3] 检测步骤：电压测量单元对接入的电压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发送至接触器互

锁单元；

[0024] 执行步骤：接触器互锁单元收到检测结果，并根据检测结果控制充电回路的常开

触点的闭合。

[0025] 优选地，所述执行步骤还包括输入电压判断步骤：当接触器互锁单元收到多个电

压检测结果时，以较高的电压检测结果为输出值，闭合对应的常开触点。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0027] 1、本发明通过采用兼容220v、380V及直流高压充电接口，解决了市面上新能源医

疗设备储能系统充电接口单一，充电困难的问题；

[0028] 2、本发明采用接触器互锁电路，解决了储能系统根据不同的充电接口可智能选择

大功率充电回路，从而合理的缩短充电时间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9]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30] 图1为智能充电系统的原理图；

[0031] 图2为接触器互锁电路板控制逻辑图；

[0032] 图3为接触器互锁电路板的电路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化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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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范围。

[0034] 新能源医疗设备可兼容市面上的三种充电接口：单相220VAC、三相380VAC以及直

流充电接口。市面上主流的充电桩(插排)的输出功率一般是直流最大，380V其次，220V最

小，储能系统根据以上规律，可以使系统在接入不同的充电接口时，能够通过比较充电接口

的电压规格，从而合理选择大功率的充电接口，并隔离其余充电回路，从而缩短充电时间。

[0035] 如图1至图3所示，根据本发明提供的新能源医疗设备的智能充电系统及方法，所

述适用于多种充电接口的智能充电系统包括电源输入单元、电压测量单元以及互锁单元，

其中，本发明提供的电源输入单元用于兼容多个充电接口，本实施例中，本发明提供的电源

输入单元至少可以兼容市面上单相220V、三相380V和直流高压三种充电接口。在220V、380V

及直流高压输入回路设置电压检测单元，用以检测充电电压。具体的，单相220V充电回路串

联带有常开触点KM1的接触器K1，三相380V充电回路串联带有常开触点KM2的接触器K2，直

流高压充电回路串联带有常开触点KM3的接触器K3。所述电压测量单元可检测线路电压的

电压值，并将电压值上传到接触器互锁单元。所述接触器互锁单元包括电压采集电路、A/D

转换模块、数据处理单元及继电器控制单元。所述的电压采集电路用于采集线路电压，直流

输入直接通过倍增电阻降压读取，交流输入则先降压再通过半波整流电路将交流电整流为

直流电读取。所述的A/D转换模块用于将读取直流电的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所述的数据处

理单元根据转化后的数字量来判断接通输入的相应充电回路，并下发指令给继电器控制单

元。所述的继电器控制单元根据数据处理单元下发的指令接通相应充电回路的接触器，并

对其余充电回路进行隔离。

[0036] 更进一步的，电压采集电路包括串联电阻R1、R2、R3,其中电阻R1作为倍增电阻进

行降压，可以用来扩展电压量程。改变倍增电阻的阻值，就能改变电压的测量范围。二极管

D1、D2、电容C1组成半波整流器进行转化交流输入为直流电压值。

[0037] 所述继电器控制单元KM1接触器、KM2接触器、KM3接触器、K4继电器、K5继电器、K6

继电器、K7继电器、K8继电器、K9继电器。

[0038] 其中，KM1接触器包括KM1接触器线圈和K1常开触点开关，所述KM1接触器用于控制

K1常开触点的开合。

[0039] KM2接触器包括KM2接触器线圈和K2常开触点开关，所述KM2接触器用于控制K2常

开触点的开合。

[0040] KM3接触器包括KM3接触器线圈和K3常开触点开关，所述KM3接触器用于控制K3常

开触点的开合。

[0041] K4继电器包括K4继电器线圈、K401常开触点开关和K401常开触点开关，所述的K4

继电器线圈用于控制K401常开触点开关和K401常开触点开关的开合，所述K4继电器线圈和

K401常开触点开关串联连接并与K402常开触点开关并联连接。

[0042] K5继电器包括K5继电器线圈、K501常开触点开关和K501常开触点开关，所述的K5

继电器线圈用于控制K501常开触点开关和K501常开触点开关的开合，所述K5继电器线圈和

K501常开触点开关串联连接并与K502常开触点开关并联连接。

[0043] K6继电器包括K6继电器线圈、K601常开触点开关和K601常开触点开关，所述的K6

继电器线圈用于控制K601常开触点开关和K601常开触点开关的开合，所述K6继电器线圈和

K601常开触点开关串联连接并与K602常开触点开关并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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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K7继电器包括K7继电器线圈和K7常闭触点开关，所述K7继电器线圈用于控制K7常

闭触点的开合。

[0045] K8继电器包括K8继电器线圈和K8常闭触点开关，所述K8继电器线圈用于控制K8常

闭触点的开合。

[0046] K9继电器包括K9继电器线圈和K9常闭触点开关，所述K9继电器线圈用于控制K9常

闭触点的开合。

[0047] 更进一步的，所述的接触器互锁单元可控制充电回路接通，如有多个充电接口接

入时，该接触器互锁单元可比较权利3电压测量单元上传的电压值，从而接通大功率的充电

回路的接触器，并隔离器其余充电回路。

[0048] 如图2和图3所示，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

[0049] 当系统只接入220V电压时，MCU控制K6继电器线圈上电，K601常开触点和K602常开

触点闭合，K6实现自锁，从而K602回路导通，KM1接触器线圈得电吸合，K1常开触点开关闭

合，则220V充电回路接通，充满电后，MCU控制K9继电器线圈得电，K9常闭触点断开，则相应

回路上的K6继电器线圈失电，实现K6自锁解开，K601常开触点和K602常开触点断开，则K602

回路断开，KM1接触器线圈断电，K1常开触点断开，从而220V充电回路断开。

[0050] 当系统只接入380V电压时，MCU控制K5继电器线圈上电，K501常开触点和K502常开

触点闭合，K5实现自锁，从而K502回路导通，KM2接触器线圈得电吸合，K2常开触点开关闭

合，则380V充电回路接通，充满电后，MCU控制K8继电器线圈得电，K8常闭触点断开，则相应

回路上的K5继电器线圈失电，实现K5自锁解开，K501常开触点和K502常开触点断开，则K502

回路断开，KM2接触器线圈断电，K2常开触点断开，从而380V充电回路断开。

[0051] 当系统只接入直流高压电时，MCU控制K4继电器线圈上电，K401常开触点和K402常

开触点闭合，K4实现自锁，从而K402回路导通，KM4接触器线圈得电吸合，K3常开触点开关闭

合，则直流高压充电回路接通，充满电后，MCU控制K7继电器线圈得电，K7常闭触点断开，则

相应回路上的K4继电器线圈失电，实现K4自锁解开，K401常开触点和K402常开触点断开，则

K402回路断开，KM3接触器线圈断电，K3常开触点断开，从而直流高压充电回路断开。

[0052] 如果系统同时接入不同的电源输入接口，电路板根据电压测量单元上传的电压作

出判断，选择输入电压高者的相应充电输入接通。比如三路输入电源同时接通时，判断结果

为直流高压充电会更快，则MCU控制K4继电器线圈上电，K401常开触点和K402常开触点闭

合，从而与KM3接触器线圈串联形成电源回路，K3常开触点闭合，达到选择直流高压充电回

路的接通。

[0053] 如果在单路回路充电的过程中，再次接入其他充电输入，则电路板依旧根据新接

入的输入电压来作出判断，比当前输入电压高则切换新接入的输入充电，比当前输入电压

低则保持当前充电。比如当前充电输入电压为380V充电，当再次接入直流高压充电输入后，

则会通过控制K8继电器线圈得电，使得K5继电器线圈瞬间失电实现K5解开自锁，从而切断

380V充电回路，然后再通过K4继电器线圈得电实现K4自锁，从而接通到直流高压充电回路。

如果再次接入的是220V充电输入的话，则保持当前380V充电回路。

[0054]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化或修改，这并不影

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的实施例和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任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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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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