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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

自动分配系统，通过对继电器与充电模块的逻辑

控制，实现功率的分配与多枪之间功率切换。同

时，多个充电枪控制器之间的通讯交互实现功率

自动分配。功率自动分配方式为：每把枪连接两

个高压直流继电器，分别控制DC+、DC-的通断，将

所有电源模块按一定比例分为最少4个电源分

组，电源分组输出端连接双触点继电器，分别控

制输出端正极和负极的通断。本发明提供的功率

自动分配方案，相比于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功率均

分方案以及自动分配方案，通过使用最少的继电

器，满足各车辆不同充电需求的同时多枪同时充

电，从而提高模块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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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计费单元A、计费单元B、

与计费单元A和计费单元B通过CAN总线对应连接的控制器A、控制器B，控制器A、控制器B之

间CAN总线连接，还包括功率分配单元以及按比例分为最少4个电源分组的电源模块；每个

电源分组中的所有电源模块的正极电连接，作为该电源分组的正输出端，所有电源模块的

负极电连接，作为该电源分组的负输出端；每个电源分组的正输出端均通过一双触点继电

器分别连接A充电枪和B充电枪的正极，每个电源分组的负输出端均通过一双触点继电器分

别连接A充电枪和B充电枪的负极；所述的功率分配单元通过CAN总线与控制器A、控制器B通

讯连接，所述的双触点继电器的通断受控于功率分配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系统，其特征在于，A充电

枪和B充电枪的正、负极均连接一高压直流继电器，所述的高压直流继电器连接电源分组的

正、负输出端的双触点继电器；所述的高压直流继电器的通断受控于功率分配单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计费单元A、计费单元B均连接有显示屏、读卡器、智能电表、车联网通信模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控制器A、控制器B均连接有直流输出电压采集电路、绝缘监测模块、车载BMS通信模块、充电

枪CC电压采集电路、遥信隔离采集电路。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系统，其特征在于，显示屏

及读卡器通过RS232总线与计费单元A、计费单元B连接；智能电表通过RS485总线与计费单

元A、计费单元B连接；车联网通信模块通过以太网/GPRS与计费单元A、计费单元B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计

费单元A、计费单元B、与计费单元A和计费单元通过CAN总线对应连接的控制器A、控制器B，

还包括功率分配单元以及按1：2：2：3的比例分为4个电源分组的8个电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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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充电桩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控制

策略的直流充电桩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面上一机多枪直流充电桩多用于公交车站，而对于现如今发展迅猛的小型

电动汽车，更多的还是充电速度较慢、时间较长的小功率直流桩以及交流充电桩，这一现状

显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0003] 为了解决目前公交车、出租车、物流车和共享汽车对快速充电的急切需求，缩短充

电时间，提高充电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0004] 同时，为了解决目前市面上大多数功率均分方案无法满足不同充电需求，另外功

率自动分配方案使用数量众多的继电器无法有效降低成本、增加了走线和控制难度的问

题。

[0005] 另外，基于目前我国电动汽车停车位较少，公共慢充桩效果并不理想，社会对于快

充有相当大的需求，且在高速路等地方对于快速充电的需求则更加迫切。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120kW及以上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

配的系统，既能实现单枪大功率输出，又能满足各类型车辆不同充电需求。

[0007] 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系统，包括计费单元A、计费单元B、与计费单元

A和计费单元B通过CAN总线对应连接的控制器A、控制器B，控制器A、控制器B之间CAN总线连

接，还包括功率分配单元以及按比例分为最少4个电源分组的电源模块；每个电源分组中的

所有电源模块的正极电连接，作为该电源分组的正输出端，所有电源模块的负极电连接，作

为该电源分组的负输出端；每个电源分组的正输出端均通过一双触点继电器分别连接A充

电枪和B充电枪的正极，每个电源分组的负输出端均通过一双触点继电器分别连接A充电枪

和B充电枪的负极；所述的功率分配单元通过CAN总线与控制器A、控制器B通讯连接，所述的

双触点继电器的通断受控于功率分配单元。

[0008] 优选的，A充电枪和B充电枪的正、负极均连接一高压直流继电器，所述的高压直流

继电器连接电源分组的正、负输出端的双触点继电器；所述的高压直流继电器的通断受控

于功率分配单元。高压直流继电器为直流供电回路提供安全保护。

[0009] A充电枪和B充电枪均连接两个高压直流继电器，分别控制DC+、DC-的通断，将电源

模块按一定比例分为最少4个电源分组，电源分组输出端连接双触点继电器，分别控制电源

分组输出端正极和负极的通断，多个充电枪控制器之间的通讯交互实现功率自动分配。

[0010] 优选的，所述的计费单元A、计费单元B均连接有显示屏、读卡器、智能电表、车联网

通信模块。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控制器A、控制器B均连接有直流输出电压采集电路、绝缘监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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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车载BMS通信模块、充电枪CC电压采集电路、遥信隔离采集电路。绝缘监测模块通过

RS485总线与控制器通信连接，用于对充电桩系统直流母线及充电支路进行绝缘状态的实

时监测。

[0012] 充电枪CC电压采集电路，用于对插枪信号进行采集以判断充电枪状态；直流输出

电压采集电路，用于采集输出电压；遥信隔离采集电路，用于采集直流充电桩内枪座、温度、

风扇、电子锁等开关量。

[0013] 优选的，显示屏及读卡器通过RS232总线与计费单元A、计费单元B连接；智能电表

通过RS485总线与计费单元A、计费单元B连接；车联网通信模块通过以太网/GPRS与计费单

元A、计费单元B连接。

[0014] 优选的，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系统，包括计费单元A、计费单元B、与

计费单元A和计费单元通过CAN总线对应连接的控制器A、控制器B，还包括功率分配单元以

及按1：2：2：3的比例分为4个电源分组的8个电源模块。

[0015]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6] (1)市面上的功率均分方案只能满足功率需求相同的车型，本发明可满足不同的

充电功率需求；

[0017] (2)市面上的功率自动分配方案需要数量较多的继电器才能完成自动分配，以8个

15kW电源模块的双枪直流桩为例，需要32个继电器，本发明将8个电源模块按1:2:2:3比例

分为4个功率分配单元，使得所使用的继电器变为12个，大大降低了成本和走线难度。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原理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功率调配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晰明白，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

一步详细说明如图所示，

[0021]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系统原理图。直流充电桩

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系统，包括计费单元A、计费单元B、与计费单元A和计费单元B通过

CAN总线对应连接的控制器A、控制器B，控制器A、控制器B之间CAN总线连接，还包括通过CAN

总线与控制器A、控制器B通讯连接的功率分配单元以及按比例分为最少4个电源分组的电

源模块；每个电源分组中的所有电源模块的正极电连接，作为该电源分组的正输出端，所有

电源模块的负极电连接，作为该电源分组的负输出端。

[0022] 显示屏及读卡器通过RS232总线与计费单元A、计费单元B连接；智能电表通过

RS485总线与计费单元A、计费单元B连接；车联网通信模块通过以太网/GPRS与计费单元A、

计费单元B连接。

[0023] 所述的控制器A、控制器B均连接有直流输出电压采集电路、绝缘监测模块、车载

BMS通信模块、充电枪CC电压采集电路、遥信隔离采集电路。

[0024] 充电枪CC电压采集电路，用于对插枪信号进行采集以判断充电枪状态；通常采用

AMC1200作为隔离放大处理，前级电压跟随器处理，增大输入阻抗，消除电阻分压带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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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AMC1200的输出经过TLV2313运放处理，采用同相与反相两端差分输入，消AMC1200的共

模输出电压的影响。直流输出电压采集电路原理与CC信号电压采集原理类似，这里不再赘

述。遥信隔离采集电路用于采集直流充电桩内枪座、温度、风扇、电子锁等开关量，采用了隔

离设计，隔离光耦采用tlp291-4。遥信量主要有急停、塑壳、交流输入接触器、直流输出继电

器、浪涌、门禁、电子锁反馈等多达16路遥信采集信号。绝缘监测模块采用上海钛昕电气的

TH-IM-DC-M。

[0025] 功率分配单元的继电器输出采用了多达12路继电器输出控制，其中继电器驱动电

路采用了TI公司的ULN2803，隔离光耦采用了tlp291-4。

[0026] 如图2所示，该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系统包括包括功率分配单元以

及按1：2：2：3的比例分为4个电源分组的8个电源模块。每个电源分组的正输出端均通过一

双触点继电器K1、K3、K5、K7分别连接A充电枪和B充电枪的正极，每个电源分组的负输出端

均通过一双触点继电器K2、K4、K6、K8分别连接A充电枪和B充电枪的负极；A充电枪和B充电

枪的正、负极均连接一高压直流继电器K9、K10、K11、K12，所述的高压直流继电器连接电源

分组的正、负输出端的双触点继电器；所述的双触点继电器、高压直流继电器的通断受控于

功率分配单元。

[0027] 可以看到，在该实例中，选择了8个15kW电源模块，将8个电源模块按1:2:2:3分为4

个电源分组，通过使用最少的继电器进行分配，分配到A充电枪和B充电枪，使得A充电枪和B

充电枪满足单枪输出时可输出15kW、30kW、45kW、60kW、75kW、90kW、105kW、120kW，实现全功

率覆盖。

[0028] 该功率分配方式有如下优点：

[0029] (1)多枪可同时充，且在满足各车辆不同充电需求的同时多枪同时充电，提升启动

速度；

[0030] (2)既能满足大车大功率充电，也能满足小车小功率充电，提高利用率；

[0031] (3)能满足大车小车同时充电，并且独立计费结算。

[0032] 控制器A、控制器B获取A充电枪和B充电枪实时充电需求，根据需求进行内部运算

做出策略调整，然后将控制命令下发至功率分配单元，由控制器A、控制器B对分配完成的电

源分组进行功率调整；

[0033] 其中，功率分配单元通过CAN总线与控制器A、控制器B通讯连接，功率分配单元、控

制器A、控制器B、电源模块共处一个CAN总线，采用单点通讯方式，即为控制器A、控制器B、电

源模块分别配置固定单一通讯地址。功率分配单元接收控制器A、控制器B充电命令，下发控

制继电器动作命令，通过控制继电器的分合，将电源分组的输出切换到相应的枪。整个充电

过程，由控制器分析计算需求，下发功率分配命令至功率分配单元，由功率分配单元接收命

令后控制继电器的分合，将电源分组切换到相应的枪，过程中由控制器对电源模块分组进

行功率调节，充电结束后控制器下发充电结束命令至功率分配单元，功率分配单元控制继

电器切除分配的电源分组，并向电源分组下发关机命令。

[0034] 本发明控制策略:

[0035] (1)单枪全功率覆盖，即单枪可满足所有调配功率；

[0036] (2)时间优先原则，即以先刷卡充电的枪为优先分配功率；

[0037] (3)功率需求优先原则，即以功率较大的需求为优先分配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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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4)低利用率优先原则，即优先使用利用率较低的电源模块进行功率输出。

[0039] 直流充电桩一机多枪功率自动分配系统的特点决定了，多个充电枪输出控制器之

间必然需要通讯，通讯的目的在于多个枪之间通讯数据的交互，例如充电需求电压，充电需

求电流等。多个控制器之间根据各自充电需求的参数比例来实现功率的分配，同时控制功

率分配单元所对应的充电模块；

[0040] 同时，应当理解地，功率分配的功率转换的过程中，多把枪之间的控制策略逻辑关

系需要考虑进去。不仅如此，充电策略方面还存在着多种形式。例如，轮充、均充、功率自动

分配等。因此，在软件协议的制定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多种充电模式的存在，后期维护及使用

过程中只需要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实现多种充电策略的实现。

[0041] 通过本发明设计，可实现功率共享，按需分配，根据不同车型需求，智能化分配充

电功率，提高充电效率与充电设备利用率，做到节能高效。

[0042] 以上实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与技术特点，应当理解地，对于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前提下，对于120kW及以上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电

源模块功率的选取及分组个数和分组比例，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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