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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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058841.6

(22)申请日 2016.02.0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23347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6.29

(62)分案原申请数据

201610083799.4 2016.02.04

(73)专利权人 海门茂发美术图案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 226112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三星镇

叠石桥大岛路137号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峰诚志合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4525

代理人 李明香

(51)Int.Cl.

H02J 7/00(2006.01)

H02J 7/10(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2012/0280654 A1,2012.11.08

CN 102868187 A,2013.01.09

CN 103123743 A,2013.05.29

KR 10-2015-0056678 A,2013.11.15

CN 103295074 A,2013.09.11

审查员 王克

 

(54)发明名称

一种直流充电站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直流充电站领域，尤其涉及一种

直流充电站，包括尾气浓度检测设备、射频识别

设备、凌阳SPCE061A芯片和多个直流充电桩主

体，尾气浓度检测设备和射频识别设备用于采集

附近道路上的汽车类型，凌阳SPCE061A芯片与尾

气浓度检测设备、射频识别设备和多个直流充电

桩主体分别连接。通过本发明，能够自动控制直

流充电站内的直流充电桩主体的开启数量，避免

出现资源浪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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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直流充电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站包括尾气浓度检测设备、射频识别设备、

凌阳SPCE061A芯片、定时器和多个直流充电桩主体，凌阳SPCE061A芯片与尾气浓度检测设

备、射频识别设备、定时器和多个直流充电桩主体分别连接，射频识别设备设置在直流充电

站附近道路的正上方，尾气浓度检测设备设置在射频识别设备的正下方；

所述尾气浓度检测设备用于检测所述射频识别设备附近的尾气浓度，并当尾气浓度大

于等于预设浓度阈值时，发出尾气浓度超标信号；

所述射频识别设备用于检测过往目标中具有射频识别卡的汽车，在检测到具有射频识

别卡的汽车时发出汽车通过信号；

所述定时器，用于实时发送计时信号；

当所述凌阳SPCE061A芯片接收到汽车通过信号时，汽车数量自加1，当所述凌阳

SPCE061A芯片接收到汽车通过信号且接收到尾气浓度超标信号时，油类汽车数量自加1，电

动车数量为汽车数量减去油类汽车数量，所述凌阳SPCE061A芯片基于检测到的直流充电站

附近道路的油类汽车数量和电动车数量，控制直流充电站内直流充电桩开启的数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充电站，其特征在于，每一个所述直流充电桩主体包括充

电控制设备、输入端电压检测设备、输出端电压电流检测设备、第一整流滤波电路、绝缘栅

双极型晶体管IGBT桥、高频变压器、第二整流滤波电路、驱动电路、采样检测电路、均流控制

电路、过温保护电路、输入过压欠压保护电路、输出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第一整流滤波电路与380伏三相交流输入线路连接，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桥与第

一整流滤波电路和驱动电路分别连接，高频变压器与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桥连接，第

二整流滤波电路与高频变压器连接，驱动电路与凌阳SPCE061A芯片连接，采样检测电路与

第二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端和凌阳SPCE061A芯片分别连接，均流控制电路与凌阳SPCE061A

芯片连接，输入端电压检测设备设置在380伏三相交流输入线路上并与凌阳SPCE061A芯片

连接，输出端电压电流检测设备与第二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充电控制设备与第一

整流滤波电路连接，凌阳SPCE061A芯片，与每一个直流充电桩主体的充电控制设备分别连

接；

其中，凌阳SPCE061A芯片基于直流采样数据确定均流控制信号，凌阳SPCE061A芯片还

与过温保护电路、输入过压欠压保护电路、输出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分别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充电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尾气浓度检测设备的预设浓度

阈值为能够识别出油类汽车的预设浓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充电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射频识别卡为汽车所携带的、

集成ETC通行功能的卡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充电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凌阳SPCE061A芯片可内置定时

单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充电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流充电站还包括显示设备，

所述显示设备与凌阳SPCE061A芯片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充电站，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流充电站还包括控制箱，所

述控制箱包括不锈钢材料的外壳。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直流充电站，其特征在于，所述凌阳SPCE061A芯片设置在所述

控制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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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直流充电站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201610083799.4、申请日为2016年02月04日、发明创造名称为

“智能型直流充电站”的专利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直流充电站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型直流充电站。

背景技术

[0003] 一般地，一个直流充电站内需要设置一个或多个直流充电桩以应对直流电动汽车

扎推充电的情况。

[0004] 但是，直流充电站的管理者将面临一个难题：如何控制每一个直流充电桩的开启

状态。如果全部直流充电桩全部开启但附近需要充电的直流电动汽车不多，将导致很多直

流充电桩长期处于无直流电动汽车可充电的空闲状态，浪费一定的电力资源。

[0005] 相反，如果少量直流充电桩开启但附近需要充电的直流电动汽车很多，将导致很

多直流电动汽车排队充电的情况发生，降低了充电效率，给用户带来不好的使用体验。

[0006] 另外，现有技术中的直流充电桩的结构不够合理，功能较为单一，工作效率低下且

浪费了过多不必要的电力能源。

[0007] 因此，需要一种新型直流充电站，能够改造现有技术中的直流充电桩的结构，提高

其工作效率，满足充电用户的各种需求；而且能够在直流充电站内部集成多个汽车类型检

测设备和统计设备，以基于电动汽车占据汽车总量的百分比对直流充电站内部开启的直流

充电桩的数量进行自适应控制，最大程度地利用了电力资源。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型直流充电站，通过尾气浓度检测设

备和射频识别设备分别用于检测直流充电站附近道路的油类汽车数量和汽车数量，并基于

检测结果进行直流充电站内直流充电桩开启数量的判断和控制，避免对电力资源的过度浪

费；同时，通过对直流充电站内的每一个直流充电桩的结构优化，提高其工作效率。

[0009]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智能型直流充电站，所述充电站包括尾气浓度

检测设备、射频识别设备、凌阳SPCE061A芯片和多个直流充电桩主体，尾气浓度检测设备和

射频识别设备用于采集附近道路上的汽车类型，凌阳SPCE061A芯片与尾气浓度检测设备、

射频识别设备和多个直流充电桩主体分别连接。

[0010] 更具体地，在所述智能型直流充电站中，包括：尾气浓度检测设备，设置在射频识

别设备的正下方，用于检测射频识别设备附近的尾气浓度，并当尾气浓度大于等于预设浓

度阈值时，发出尾气浓度超标信号，预设浓度阈值为能够识别出油类汽车的预设浓度；射频

识别设备，设置在直流充电站附近道路的正上方，用于检测过往目标中具有射频识别卡的

汽车，在检测到具有射频识别卡的汽车时发出汽车通过信号，射频识别卡为汽车所携带的、

集成ETC通行功能的卡片；定时器，用于实时发送计时信号；多个直流充电桩主体，每一个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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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充电桩主体包括充电控制设备、输入端电压检测设备、输出端电压电流检测设备、第一整

流滤波电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桥、高频变压器、第二整流滤波电路、驱动电路、采样

检测电路、均流控制电路、过温保护电路、输入过压欠压保护电路、输出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和CAN总线通讯接口；第一整流滤波电路与380伏三相交流输入线路连接，用于将380伏三相

交流电转换为直流输入电压；IGBT桥与第一整流滤波电路和驱动电路分别连接，用于在驱

动电路的驱动控制信号下，将直流输入电压转换为脉宽调制的交流输入电压；高频变压器

与IGBT桥连接，用于对交流输入电压进行变压隔离；第二整流滤波电路与高频变压器连接，

用于将变压隔离后的电压信号再次进行整流滤波以获得直流脉冲信号，直流脉冲信号用于

对电动车的电池组进行充电；驱动电路与凌阳SPCE061A芯片连接，用于接收凌阳SPCE061A

芯片发出的IGBT桥控制信号，并基于IGBT桥控制信号确定驱动控制信号；采样检测电路与

第二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端和凌阳SPCE061A芯片分别连接，用于对直流脉冲信号进行信号

采样以获得直流采样数据；均流控制电路与凌阳SPCE061A芯片连接，用于基于凌阳

SPCE061A芯片发送的均流控制信号对电动车的电池组的充电电流进行均流控制；输入端电

压检测设备设置在380伏三相交流输入线路上，与凌阳SPCE061A芯片连接，用于检测380伏

三相交流输入线路的380伏三相交流电的输入电压，并将输入电压发送给凌阳SPCE061A芯

片；输出端电压电流检测设备与第二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用于检测第二整流滤波

电路的输出端处的直流脉冲信号的电压和电流，以作为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发送给凌阳

SPCE061A芯片；充电控制设备与第一整流滤波电路连接，用于切断或恢复第一整流滤波电

路对380伏三相交流电的接收，以实现对相应直流充电桩主体的开启关闭操作；凌阳

SPCE061A芯片，与射频识别设备、尾气浓度检测设备、定时器以及每一个直流充电桩主体的

充电控制设备分别连接，当接收到汽车通过信号时，汽车数量自加1，当接收到汽车通过信

号且接收到尾气浓度超标信号时，油类汽车数量自加1，电动车数量为汽车数量减去油类汽

车数量，汽车数量、油类汽车数量和电动车数量每天自动清零，基于电动车数量占据汽车数

量的百分比关闭充电站内直流充电桩主体，电动车数量占据汽车数量的百分比越大，关闭

的充电站内直流充电桩主体的数量越少；其中，凌阳SPCE061A芯片基于直流采样数据确定

均流控制信号，凌阳SPCE061A芯片还与过温保护电路连接，用于为电动车的电池组提供过

温保护操作，凌阳SPCE061A芯片还与输入过压欠压保护电路连接，用于为380伏三相交流输

入线路提供过压欠压保护操作，凌阳SPCE061A芯片还与输出过压过流保护电路连接，用于

为第二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端提供过压过流保护操作。

[0011] 更具体地，在所述智能型直流充电站中：替换地，采用凌阳SPCE061A芯片的内置定

时单元替换定时器。

[0012] 更具体地，在所述智能型直流充电站中，还包括：显示设备，与凌阳SPCE061A芯片

连接，用于显示关闭的充电站内直流充电桩主体的数量。

[0013] 更具体地，在所述智能型直流充电站中，还包括：控制箱，包括不锈钢材料的外壳。

[0014] 更具体地，在所述智能型直流充电站中：凌阳SPCE061A芯片设置在控制箱内。

附图说明

[0015]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描述，其中：

[0016] 图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方案示出的智能型直流充电站的结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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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附图标记：1尾气浓度检测设备；2射频识别设备；3凌阳SPCE061A芯片；4直流充电

桩主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智能型直流充电站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19] 电动汽车充电站与手机充电站和汽车加油站相类似，是一种给电动汽车蓄电池

“加电”的系统，可以快速的给电动汽车充电，为电动汽车提供续航能力。电动汽车充电站可

以像汽车加油站一样，在沿街商店、街道社区、报刊亭旁、存车棚、投注点等处设置。

[0020] 每一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充电桩组成，充电桩作为电动汽车的充

电终端，除了为电动汽车提供电力之外，还可以具有定时、充满报警、电脑快充、密码控制、

自识别电压、多重保护等功能，这样，一个充电站能够同时为多个电动汽车充电，提高充电

的效率。

[0021] 然而，由于充电桩发展历史较短，积累的经验较少，现有技术中的电动汽车充电站

内的充电桩其结构比较粗犷，冗余度高，导致充电效率较为低下，而且提供的辅助功能偏

少，给电动汽车的驾驶员带来的用户体验比较差。

[0022] 同时，现有技术中的电动汽车充电站不具有智能化开关功能，无法根据附近道路

的电动汽车具体数量设置自己内部充电桩的开启数量，只能凭借管理者的历史经验手工控

制每一个充电桩是否进入省电或关闭状态，这样容易导致在附近道路上行驶的电动汽车很

少时，充电站内所有充电桩全部运行，造成电力能源的浪费，或者，在附近道路上行驶的电

动汽车很多时，只有少数甚至一个充电桩运行，无法为所有急需充电的电动汽车提供充电

服务。

[0023] 上述问题同样存在于直流电动汽车充电站和交流电动汽车充电站，相应地对应的

充电终端分别为直流充电桩和交流充电桩。

[0024] 为了克服上述不足，本发明搭建了一种智能型直流充电站，能够改善充电站内部

每一个充电桩的结构，增加充电站的充电效果，为直流电动汽车驾驶员提供更好的服务，更

重要的是，为直流充电站提供直流充电桩开启数量自动控制功能，从而自动地实现对直流

充电站的用电管理，提高了直流充电站的智能化水准。

[0025] 图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方案示出的智能型直流充电站的结构方框图，所述充电站

包括尾气浓度检测设备、射频识别设备、凌阳SPCE061A芯片和多个直流充电桩主体，尾气浓

度检测设备和射频识别设备用于采集附近道路上的汽车类型，凌阳SPCE061A芯片与尾气浓

度检测设备、射频识别设备和多个直流充电桩主体分别连接。

[0026] 接着，继续对本发明的智能型直流充电站的具体结构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0027] 所述充电站包括：尾气浓度检测设备，设置在射频识别设备的正下方，用于检测射

频识别设备附近的尾气浓度，并当尾气浓度大于等于预设浓度阈值时，发出尾气浓度超标

信号，预设浓度阈值为能够识别出油类汽车的预设浓度。

[0028] 所述充电站包括：射频识别设备，设置在直流充电站附近道路的正上方，用于检测

过往目标中具有射频识别卡的汽车，在检测到具有射频识别卡的汽车时发出汽车通过信

号，射频识别卡为汽车所携带的、集成ETC通行功能的卡片。

[0029] 所述充电站包括：定时器，用于实时发送计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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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所述充电站包括：多个直流充电桩主体，每一个直流充电桩主体包括充电控制设

备、输入端电压检测设备、输出端电压电流检测设备、第一整流滤波电路、绝缘栅双极型晶

体管IGBT桥、高频变压器、第二整流滤波电路、驱动电路、采样检测电路、均流控制电路、过

温保护电路、输入过压欠压保护电路、输出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和CAN总线通讯接口。

[0031] 第一整流滤波电路与380伏三相交流输入线路连接，用于将380伏三相交流电转换

为直流输入电压；IGBT桥与第一整流滤波电路和驱动电路分别连接，用于在驱动电路的驱

动控制信号下，将直流输入电压转换为脉宽调制的交流输入电压；高频变压器与IGBT桥连

接，用于对交流输入电压进行变压隔离。

[0032] 第二整流滤波电路与高频变压器连接，用于将变压隔离后的电压信号再次进行整

流滤波以获得直流脉冲信号，直流脉冲信号用于对电动车的电池组进行充电；驱动电路与

凌阳SPCE061A芯片连接，用于接收凌阳SPCE061A芯片发出的IGBT桥控制信号，并基于IGBT

桥控制信号确定驱动控制信号。

[0033] 采样检测电路与第二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端和凌阳SPCE061A芯片分别连接，用于

对直流脉冲信号进行信号采样以获得直流采样数据；均流控制电路与凌阳SPCE061A芯片连

接，用于基于凌阳SPCE061A芯片发送的均流控制信号对电动车的电池组的充电电流进行均

流控制。

[0034] 输入端电压检测设备设置在380伏三相交流输入线路上，与凌阳SPCE061A芯片连

接，用于检测380伏三相交流输入线路的380伏三相交流电的输入电压，并将输入电压发送

给凌阳SPCE061A芯片；输出端电压电流检测设备与第二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用于

检测第二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端处的直流脉冲信号的电压和电流，以作为输出电压和输出

电流发送给凌阳SPCE061A芯片。

[0035] 充电控制设备与第一整流滤波电路连接，用于切断或恢复第一整流滤波电路对

380伏三相交流电的接收，以实现对相应直流充电桩主体的开启关闭操作。

[0036] 所述充电站包括：凌阳SPCE061A芯片，与射频识别设备、尾气浓度检测设备、定时

器以及每一个直流充电桩主体的充电控制设备分别连接，当接收到汽车通过信号时，汽车

数量自加1，当接收到汽车通过信号且接收到尾气浓度超标信号时，油类汽车数量自加1，电

动车数量为汽车数量减去油类汽车数量，汽车数量、油类汽车数量和电动车数量每天自动

清零，基于电动车数量占据汽车数量的百分比关闭充电站内直流充电桩主体，电动车数量

占据汽车数量的百分比越大，关闭的充电站内直流充电桩主体的数量越少。

[0037] 其中，凌阳SPCE061A芯片基于直流采样数据确定均流控制信号，凌阳SPCE061A芯

片还与过温保护电路连接，用于为电动车的电池组提供过温保护操作，凌阳SPCE061A芯片

还与输入过压欠压保护电路连接，用于为380伏三相交流输入线路提供过压欠压保护操作，

凌阳SPCE061A芯片还与输出过压过流保护电路连接，用于为第二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端提

供过压过流保护操作。

[0038] 可选地，在所述智能型直流充电站中：替换地，采用凌阳SPCE061A芯片的内置定时

单元替换定时器；还包括：显示设备，与凌阳SPCE061A芯片连接，用于显示关闭的充电站内

直流充电桩主体的数量；还包括：控制箱，包括不锈钢材料的外壳；以及可以将凌阳

SPCE061A芯片设置在控制箱内。

[0039] 另外，滤波器，顾名思义，是对波进行过滤的器件。“波”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物理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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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电子技术领域，“波”被狭义地局限于特指描述各种物理量的取值随时间起伏变化的

过程。该过程通过各类传感器的作用，被转换为电压或电流的时间函数，称之为各种物理量

的时间波形，或者称之为信号。因为自变量时间是连续取值的，所以称之为连续时间信号，

又习惯地称之为模拟信号。

[0040] 随着数字式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飞速发展，为了便于计算机对信号进行处

理，产生了在抽样定理指导下将连续时间信号变换成离散时间信号的完整的理论和方法。

也就是说，可以只用原模拟信号在一系列离散时间坐标点上的样本值表达原始信号而不丢

失任何信息，波、波形、信号这些概念既然表达的是客观世界中各种物理量的变化，自然就

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各种信息的载体。信息需要传播，靠的就是波形信号的传递。信号在

它的产生、转换、传输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由于环境和干扰的存在而畸变，甚至是在相当多

的情况下，这种畸变还很严重，导致信号及其所携带的信息被深深地埋在噪声当中了。为了

滤除这些噪声，恢复原本的信号，需要使用各种滤波器进行滤波处理。

[0041] 采用本发明的智能型直流充电站，针对现有技术无法提高直流充电站整体的电能

利用率的技术问题，首先，通过改良充电站内每一个直流充电桩的内部结构，提高单个直流

充电桩的工作性能和节能效率，其次，通过引入高精度的汽车类型检测设备，并基于检测结

果进行分析，确定附近道路上电动汽车占据汽车总量的百分比，基于上述百分比进行充电

站自动控制开启充电桩数量的自动化控制，从而解决了上述技术问题。

[0042] 可以理解的是，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披露如上，然而上述实施例并非用以

限定本发明。对于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情况下，

都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改为等

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因此，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及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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