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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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270665.X

(22)申请日 2016.12.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25865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7.06

(73)专利权人 亚瑞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 518115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

道大康社区凤围街1号厂房1至5层（亚

瑞源）

(72)发明人 苏肖　石开源　杨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汇策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4487

代理人 梁超

(51)Int.Cl.

H02H 7/1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820645 A,2012.12.12,

CN 104953828 A,2015.09.30,

CN 102025275 A,2011.04.20,

US 2011074372 A1,2011.03.31,

审查员 张岩

 

(54)发明名称

适用于具有多输出的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

的保护电路

(57)摘要

一种保护电路，适用于具有多输出的切换式

电源供应装置。此保护电路包括有电压异常侦测

单元与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电压异常侦测单

元用以判断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第一输出电

压与第二输出电压是否分别大于第一默认值与

第二默认值，当上述任一判断结果为是时，便产

生耦合讯号。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用以依据耦

合讯号产生并锁存保护触发讯号，并将保护触发

讯号提供给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第一脉宽调

变控制电路与第二脉宽调变控制电路，进而控制

第一脉宽调变控制电路与第二脉宽调变控制电

路分别停止输出第一脉宽调变讯号与第二脉宽

调变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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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保护电路，适用于具有多输出的一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电压异常侦测单元，接收该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一第一输出电压与一第二输出电

压，用以判断该第一输出电压是否大于一第一默认值，以及判断该第二输出电压是否大于

一第二默认值，当上述任一判断结果为是时，便产生一耦合讯号；以及

一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用以依据该耦合讯号产生并锁存一保护触发讯号，并将该

保护触发讯号提供给该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一第一脉宽调变控制电路与一第二脉宽调

变控制电路，进而控制该第一脉宽调变控制电路与该第二脉宽调变控制电路分别停止输出

一第一脉宽调变讯号与一第二脉宽调变讯号；

一讯号接收单元，具有一第一端与一第二端，该第一端用以接收一操作电压，且当该讯

号接收单元接收到该耦合讯号时，便使该第一端与该第二端形成导通状态；

一阻抗，其一端耦接该第二端，而另一端耦接一参考电位；

一PNP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该PNP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具有一第一射极、一第一基极

与一第一集极，该第一射极用以接收该操作电压；

一NPN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该NPN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具有一第二射极、一第二基极

与一第二集极，该第二基极耦接该第二端与该第一集极，该第二集极耦接该第一基极，而该

第二射极耦接该参考电位；以及

一二极管，其阴极耦接该第二集极，而其阳极耦接该第一脉宽调变控制电路与该第二

脉宽调变控制电路，并用以输出该保护触发讯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护电路，其特征在于该电压异常侦测单元包括：

一第一二极管，其阳极用以接收该第一输出电压；

一第二二极管，其阳极用以接收该第二输出电压；

一讯号传送单元，具有一第一端与一第二端，该第一端耦接该第一二极管的阴极与该

第二二极管的阴极，且当该第一端与该第二端形成导通状态时，该讯号传送单元便产生该

耦合讯号；

一压控开关，具有一第三端、一第四端与一参考端，该第三端耦接该第二端，该第四端

耦接一参考电位，且当该参考端的电压达到一第三默认值时，该压控开关便使该第三端与

该第四端形成导通状态；

一第一稽纳二极管，其阴极耦接该第一二极管的阴极；

一第一阻抗，其一端耦接该第一稽纳二极管的阳极；

一第二阻抗，其一端耦接该第一阻抗的另一端，而该第二阻抗的另一端耦接该参考电

位；以及

一第三阻抗，其一端耦接该第二二极管的阳极，而另一端耦接该参考电位。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保护电路，其特征在于该电压异常侦测单元更接收该切换式电

源供应装置的一第三输出电压，并更用以判断该第三输出电压是否大于一第四默认值，当

判断为是时，便产生该耦合讯号，该电压异常侦测单元更包括：

一第三二极管，其阳极用以接收该第三输出电压；

一第二稽纳二极管，其阴极耦接该第三二极管的阴极；以及

一第四阻抗，其一端耦接该第二稽纳二极管的阳极，而另一端耦接该第一阻抗的另一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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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具有多输出的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保护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有关于一种电源供应装置的相关技术，尤其是有关于一种适用于具有多

输出的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保护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具有多输出的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能同时提供多种不同大小的输出电压给多个

不同的电子设备，因而广受消费者的欢迎。而由于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可能会因其内部回

授电路失效而导致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输出端发生过电压的情况，因而造成切换式电源

供应装置的内部组件损坏。此外，由于消费者亦可能在操作过程中不小心将这种切换式电

源供应装置的任二输出端短路，因而也造成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内部组件损坏。

[0003] 然而，截至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一种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保护电路可针对上

述这种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输出端发生过电压以及短路这二种情况皆予以保护。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提供一种适用于具有多输出的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保护电路，

其可针对上述这种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输出端发生过电压以及短路这二种情况皆予以

保护。

[0005] 本发明提出一种保护电路，其适用于具有多输出的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此保护

电路包括有电压异常侦测单元与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电压异常侦测单元接收上述切换

式电源供应装置的第一输出电压与第二输出电压，用以判断第一输出电压是否大于第一默

认值，以及判断第二输出电压是否大于第二默认值，当上述任一判断结果为是时，便产生耦

合讯号。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用以依据耦合讯号产生并锁存保护触发讯号，并将保护触

发讯号提供给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第一脉宽调变控制电路与第二脉宽调变控制电路，进

而控制第一脉宽调变控制电路与第二脉宽调变控制电路分别停止输出第一脉宽调变讯号

与第二脉宽调变讯号。

[0006] 为让本发明的上述和其它目的、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较佳实施例

并配合所附图式做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电路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请参照图1，标示100表示具有多输出的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而标示200与300所

示的二个部分的组合则表示依照本发明一实施例的保护电路。为简化说明，切换式电源供

应装置100以具有二种不同输出为例，并透过输出端100-1与100-2分别提供输出电压VOUT1

与VOUT2。如图1所示，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包含有噪声滤波器102、交流-直流转换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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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变压器106、功率级108、阻抗110、整流电路112、储能单元114、整流电路116、储能单元

118、回授电路120、讯号隔离单元122、变压器124、功率级126、阻抗128、整流电路130与储能

单元132。

[0009] 在此例中，变压器106具有二个一次侧线圈(分别以106-1与106-2来标示)与一个

二次侧线圈(以106-3来标示)，且变压器106的其中一个一次侧线圈106-1的其中一端依序

透过交流-直流转换电路104与噪声滤波器102来耦接输入电压VIN。噪声滤波器102可为电

磁干扰滤波器，且设计者可依实际设计需求来决定是否采用噪声滤波器102。此外，交流-直

流转换电路104可为桥式整流器。

[0010] 功率级108的内部具有脉宽调变(Pulse  width  modulation，以下简称PWM)控制电

路108-1与当作开关的功率晶体管108-2。功率晶体管108-2透过一次侧线圈106-1耦接交

流-直流转换电路104，并透过阻抗110耦接参考电位VSS1。藉由控制功率晶体管108-2的启

闭状态便可决定是否允许电流通过一次侧线圈106-1。而PWM控制电路108-1则可接收操作

电压VCC，并产生PWM讯号至功率晶体管108-2的控制端，藉以控制功率晶体管108-2在启闭

状态之间的切换频率。当然，功率晶体管108-2也可改成耦接于一次侧线圈106-1与交流-直

流转换电路104之间，此乃本领域技术的简单置换。

[0011] 变压器106的另一个一次侧线圈106-2的其中一端透过整流电路116耦接储能单元

118的其中一端，而一次侧线圈106-2的另一端则耦接储能单元118的另一端与参考电位

VSS1。整流电路116与储能单元118相耦接处即为整个系统所需的操作电压VCC。变压器106

的二次侧线圈106-3的其中一端透过整流电路112耦接储能单元114的其中一端，而二次侧

线圈106-3的另一端则耦接储能单元114的另一端与参考电位VSS2，此参考电位VSS2可为接

地电位。整流电路112与储能单元114相耦接处可产生输出电压VOUT1。

[0012] 在此例中，整流电路112与116可各采用一二极管来实现，且整流电路112可改成耦

接于二次侧线圈106-3的另一端与参考电位VSS2之间，而整流电路116亦可改成耦接于一次

侧线圈106-2的另一端与参考电位VSS1之间，此亦为本领域技术的简单置换，惟作为整流电

路112与116的二个二极管的阳极需分别耦接参考电位VSS2与VSS1。另外，阻抗110可采用一

电阻来实现，而储能单元114与118可各采用一电容来实现，且设计者可视实际设计需求而

决定是否采用阻抗110、储能单元114与储能单元118。

[0013] 讯号隔离单元122可为光耦合器，其用以将回授电路120所产生的回授讯号传送给

PWM控制电路108-1，以便让PWM控制电路108-1可据以调整PWM讯号的责任周期，进而让输出

电压VOUT1的值可以稳定在预设范围内。

[0014] 变压器124具有一个一次侧线圈与一个二次侧线圈(分别以124-1与124-2来标

示)，且变压器124的一次侧线圈124-1的其中一端亦依序透过交流-直流转换电路104与噪

声滤波器102来耦接输入电压VIN。功率级126的内部具有PWM控制电路126-1与当作开关的

功率晶体管126-2。功率晶体管126-2透过一次侧线圈124-1耦接交流-直流转换电路104，并

透过阻抗128耦接参考电位VSS1。藉由控制功率晶体管126-2的启闭状态便可决定是否允许

电流通过一次侧线圈124-1。而PWM控制电路126-1则可接收操作电压VCC，并产生PWM讯号至

功率晶体管126-2的控制端，藉以控制功率晶体管126-2在启闭状态之间的切换频率。当然，

功率晶体管126-2也可改成耦接于一次侧线圈124-1与交流-直流转换电路104之间，为本领

域技术的简单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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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变压器124的二次侧线圈124-2的其中一端透过整流电路130耦接储能单元132的

其中一端，而二次侧线圈124-2的另一端则耦接储能单元132的另一端与参考电位VSS2。整

流电路130与储能单元132相耦接处即可产生输出电压VOUT2。

[0016] 在此例中，整流电路130可采用一二极管来实现，且整流电路130可改成耦接于二

次侧线圈124-2的另一端与参考电位VSS2之间，此亦为本领域技术的简单置换，惟作为整流

电路130的二极管的阳极需耦接参考电位VSS2。另外，阻抗128与储能单元132可分别采用一

电阻与一电容来实现，且设计者可视实际设计需求而决定是否采用阻抗128与储能单元

132。

[0017] 讯号隔离单元136亦可为光耦合器，其可将回授电路134所产生的回授讯号传送给

PWM控制电路126-1，以便让PWM控制电路126-1可据以调整PWM讯号的责任周期，进而让输出

电压VOUT2的值可以稳定在预设范围内。

[0018] 请再继续参照图1，保护电路包括有电压异常侦测单元200与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

元300。电压异常侦测单元200接收输出电压VOUT1与VOUT2，用以判断输出电压VOUT1是否大

于第一默认值，以及判断输出电压VOUT2是否大于第二默认值，当上述任一判断结果为是

时，便产生一耦合讯号。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300用以依据上述耦合讯号产生并锁存保护

触发讯号TRI，并将保护触发讯号TRI提供给PWM控制电路108-1与126-1，进而控制这二个

PWM控制电路分别停止输出PWM讯号。

[0019] 在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只有二种不同输出的情况下，电压异常侦测单元200包

括有二极管202、阻抗204、讯号传送单元206、阻抗208、压控开关210、稽纳二极管212、阻抗

214、阻抗216、二极管218、阻抗220与阻抗222。讯号传送单元206具有第一端206-1与第二端

206-2，且当其第一端206-1与第二端206-2形成导通状态时，讯号传送单元206便产生上述

耦合讯号。此讯号传送单元206可为光耦合器的光发射部。压控开关210具有第一端210-1、

第二端210-2与参考端210-3，且压控开关210的第一端210-1耦接讯号传送单元206的第二

端206-2，而压控开关210的第二端210-2耦接参考电位VSS2。当压控开关210的参考端210-3

的电压达到第三默认值时，压控开关210-3便使其第一端210-1与第二端210-2形成导通状

态。压控开关210-3可为TL431的开关组件。

[0020] 二极管202的阳极可接收输出电压VOUT1，阻抗204耦接于二极管202的阴极与讯号

传送单元206的第一端206-1之间，阻抗208与讯号传送单元206并联。稽纳二极管212的阴极

耦接二极管202的阴极，而阳极透过阻抗214耦接压控开关210的参考端210-3，且又依序透

过阻抗214与216耦接参考电位VSS2。二极管218的阴极耦接讯号传送单元206的第一端206-

1，而阳极透过阻抗220接收输出电压VOUT2。至于阻抗222，其耦接于输出电压VOUT2与压控

开关210的参考端210-3之间。

[0021] 另外，在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有三种不同输出的情况下，电压异常侦测单元

200更可进一步包括有二极管224、阻抗226、稽纳二极管228与阻抗230。二极管224的阳极用

以接收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的输出电压VOUT3，而阴极则透过阻抗226耦接稽纳二极管

228的阴极。稽纳二极管228的阳极透过阻抗230耦接压控开关210的参考端210-3。如此一

来，电压异常侦测单元200就可以进一步判断输出电压VOUT3是否大于第四默认值，当判断

为是时，便产生上述耦合讯号。此外，假设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有超过三种以上的不同

输出，那么每增加一种输出，设计者便可在电压异常侦测单元200中多采用一组标示23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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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电路。若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有N种不同输出，那么设计者便可在电压异常侦测单元

200中采用N-2组标示232所示电路。另外，在电压异常侦测单元200中，阻抗204、208、214、

216、220、222、226与230可各采用一电阻来实现，且设计者可依实际设计需求而决定是否采

用阻抗204、208、220与226。

[0022] 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300包括有阻抗302、讯号接收单元304、阻抗306、阻抗308、

PNP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0、阻抗312、阻抗314、NPN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6与二极管318。

讯号接收单元304具有第一端304-1与第二端304-2，且当讯号接收单元304接收到上述耦合

讯号时，便使其第一端304-1与第二端304-2形成导通状态。此讯号接收单元304可采用与讯

号传送单元206相同光耦合器中的光接收部来实现。讯号接收单元304的第一端304-1透过

阻抗302接收操作电压VCC，而讯号接收单元304的第二端304-2则透过阻抗306耦接参考电

位VSS1。PNP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0的射极E透过阻抗308接收操作电压VCC，而PNP型双载

子接面晶体管310的集极C透过阻抗312耦接讯号接收单元304的第二端304-2。NPN型双载子

接面晶体管316的基极B耦接讯号接收单元304的第二端304-2，并透过阻抗306耦接参考电

位VSS1。NPN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6的集极C透过阻抗314耦接PNP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0

的基极B，而NPN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6的射极E耦接参考电位VSS1。至于二极管318，其阴

极耦接NPN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6的集极C，而其阳极耦接PWM控制电路108-1与PWM控制电

路126-1，并用以输出保护触发讯号TRI。另外，在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300中，阻抗302、

306、308、312与314可各采用一电阻来实现，且设计者可依实际设计需求而决定是否采用阻

抗302、308、312与314。当然，二极管318亦可改成用另外二个二极管来取代，惟需将这二个

二极管的阴极皆耦接至NPN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6的集极C，并将这二个二极管的阳极分

别耦接至PWM控制电路108-1与PWM控制电路126-1。

[0023] 接下来将依消费者于操作时所面临到的各种问题，来说明上述保护电路在不同状

况下的操作方式。需先说明的是，在以下说明中，输出电压VOUT1的值最大，输出电压VOUT2

的值最小，而其余输出电压的值则皆介于输出电压VOUT1与VOUT2之间。

[0024] 假设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于开机后，其输出端100-1发生过电压的情况，那么

当输出电压VOUT1不断上升而达到第一默认值，使得稽纳二极管212因崩溃而导通，进而使

得阻抗214与216所产生的分压达到第三默认值时，例如达到2.5伏特(V)时，压控开关210-3

便使其第一端210-1与第二端210-2形成导通状态。如此一来，讯号传送单元206的第一端

206-1与第二端206-2也会形成导通状态，使得讯号传送单元206产生耦合讯号。当讯号接收

单元304接收到上述耦合讯号时，便使其第一端304-1与第二端304-2形成导通状态，进而使

得NPN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6因其基极B的位准被上拉至高位准而呈现导通状态。而在NPN

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6导通后，PNP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0会因其基极B的位准被下拉至

低位准而亦呈现导通状态，进而又使得NPN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6的基极B的位准持续维

持在高位准。如此一来，NPN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6与PNP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0这二者

就会因为皆呈导通状态而产生互锁效果，进而将二极管318的阴极的位准持续下拉在低位

准，等同于将过电压的讯息保留起来。因此，一旦二极管318导通，那么二极管318便会自其

阳极产生保护触发讯号TRI，据以触发PWM控制电路108-1与PWM控制电路126-1而使这二者

开始执行过电压保护功能，也就是使这二者分别停止输出脉宽调变讯号，进而让切换式电

源供应装置100停止提供输出电压VOUT1与VOU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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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类似地，若是输出端100-2发生过电压的情况，那么当输出电压VOUT2不断上升而

达到第二默认值，进而使得阻抗222与216所产生的分压达到第三默认值时，讯号传送单元

206也会产生耦合讯号，进而使得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300产生保护触发讯号TRI。再举一

例，当输出电压VOUT3不断上升而达到第四默认值，使得稽纳二极管228因崩溃而导通，进而

使得阻抗230与216所产生的分压达到第三默认值时，讯号传送单元206也会产生耦合讯号，

进而使得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300产生保护触发讯号TRI。

[0026] 另外，假设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中的回授电路120或讯号隔离单元122损坏，而

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开机，此时若是PWM控制电路108-1开

机的速度比PWM控制电路126-1开机的速度快(因这二者的开机时间很难保持一致)，那么输

出电压VOUT1会先产生，并且会不断上升而达到第一默认值，使得稽纳二极管212因崩溃而

导通，进而使得阻抗214与216所产生的分压达到第三默认值。如此一来，讯号传送单元206

也会产生耦合讯号，使得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300产生保护触发讯号TRI，进而使得PWM控

制电路108-1停止输出脉宽调变讯号。而由于NPN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6与PNP型双载子接

面晶体管310这二者的互锁效果而使得二极管318的阴极的位准持续下拉在低位准，因此一

旦PWM控制电路126-1开机，那么PWM控制电路126-1也会接收到保护触发讯号TRI而停止输

出脉宽调变讯号。

[0027] 类似地，假设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中的回授电路134或讯号隔离单元136损坏，

而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开机，此时若是PWM控制电路126-1

开机的速度比PWM控制电路108-1开机的速度快，那么输出电压VOUT2会先产生，并且会不断

上升而达到第二默认值，使得阻抗222与216所产生的分压达到第三默认值。如此一来，讯号

传送单元206也会产生耦合讯号，使得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300产生保护触发讯号TRI，进

而使得PWM控制电路126-1停止输出脉宽调变讯号。而由于NPN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6与

PNP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0这二者的互锁效果而使得二极管318的阴极的位准持续下拉在

低位准，因此一旦PWM控制电路108-1开机，那么PWM控制电路108-1也会接收到保护触发讯

号TRI而停止输出脉宽调变讯号。

[0028] 此外，假设消费者使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开机，但却于开机后不小心使切换式

电源供应装置100的输出端100-1与100-2短路，则此时由于输出电压VOUT2会不断上升而达

到第二默认值，使得阻抗222与216所产生的分压达到第三默认值。如此一来，讯号传送单元

206也会产生耦合讯号，使得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300产生保护触发讯号TRI，进而使得

PWM控制电路108-1与126-1皆停止输出脉宽调变讯号。

[0029] 另外，假设消费者不小心使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的输出端100-1与100-2短路，

并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100开机，此时若是PWM控制电路108-1开机

的速度比PWM控制电路126-1开机的速度快，那么输出电压VOUT1会先产生。而由于输出端

100-1与100-2短路的关系，使得阻抗222与216所产生的分压很快就会达到第三默认值。如

此一来，讯号传送单元206也会产生耦合讯号，使得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300产生保护触

发讯号TRI，进而使得PWM控制电路108-1停止输出脉宽调变讯号。而由于NPN型双载子接面

晶体管316与PNP型双载子接面晶体管310这二者的互锁效果而使得二极管318的阴极的位

准持续下拉在低位准，因此一旦PWM控制电路126-1开机，那么PWM控制电路126-1也会接收

到保护触发讯号TRI而停止输出脉宽调变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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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综上所述，由于本发明利用电压异常侦测单元来判断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各输

出电压是否有任一超过其对应的默认值，因此不论切换式电源供应装置的输出端因为回授

电路或讯号隔离单元失效而呈现过电压，或是因为短路而呈现过电压，当有任一判断结果

为是时，电压异常侦测单元便会产生耦合讯号来控制保护触发讯号产生单元产生并锁存保

护触发讯号，使得控制P  WM控制电路停止输出脉宽调变讯号，达到对输出端发生过电压以

及短路这二种情况皆予以保护的目的。

[0031] 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习此技

艺者，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些许的更动与润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当是权利要求所界定的范围为准。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108258655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9

CN 108258655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