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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包

括电压输入端，接收输入电压；电压输出端，输出

电压给后端电路；控制电路，接收电压并输出第

一或第二控制信号；开关电路，接收第一控制信

号导通，接收第二控制信号截止；输出电路，当第

一输入端连电源的正极且第二输入端连电源的

负极时，开关电路导通，电源输出电压给后端电

路；当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的负极且第二输入端

连接电源的正极或者与第一及第二输入端连接

的电源短路时，输出电路拉低控制电路的电压，

开关电路截止，第二输入端的电压及反灌电流不

会提供给后端电路，以满足大功率电源需求的同

时降低成本且能及时关断电路，以防止电源接反

或者电流反灌对电源及后端电路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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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包括：

电压输入端，连接第一输入端，用于接收输入电压；

电压输出端，连接后端电路，用于输出电压给所述后端电路；

控制电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及所述电压输出端，用于从所述电压输入端接收电压

并输出第一控制信号或第二控制信号；

开关电路，连接所述控制电路、所述电压输出端及第二输入端，用于从所述控制电路接

收所述第一控制信号或所述第二控制信号，所述开关电路接收所述第一控制信号时导通，

所述开关电路接收所述第二控制信号时截止；

输出电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所述控制电路、所述开关电路、所述电压输出端及所

述第二输入端，当所述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的正极且所述第二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源的负极

时，所述控制电路输出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给所述开关电路，所述开关电路导通，所述电源通

过所述输出电路、所述开关电路及所述电压输出端输出电压给所述后端电路；当所述第一

输入端连接电源的负极且所述第二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源的正极或者与所述第一及第二输

入端连接的电源短路时，所述输出电路拉低所述电压输入端提供给所述控制电路的电压使

得所述控制电路输出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给所述开关电路，所述开关电路截止，所述第二输

入端的电压及反灌电流不会通过所述开关电路及所述电压输出端提供给所述后端电路；

所述控制电路包括第一及第二电阻、第一及第二可控开关，所述第一电阻的第一端连

接所述电压输入端，所述第一电阻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一可控开关的控制端，所述第一可

控开关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所述第一可控开关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二可控开关

的第二端及所述开关电路，所述第二可控开关的第一端连接所述开关电路及所述电压输出

端，所述第二可控开关的控制端连接所述第一可控开关的控制端及所述第二电阻的第一

端，所述第二电阻的第二端连接所述开关电路及所述电压输出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可控开关为

NPN型三极管，所述第一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

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二可控开关为PNP型三极管，所述第二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

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PNP型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电路包括第三

电阻、第三可控开关及第一二极管，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经所述第三电阻连接所述

第一及第二可控开关的第二端，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二可控开关的第一

端、所述第二电阻的第二端及所述电压输出端，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二

输入端，所述第一二极管的阳极连接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二端，所述第一二极管的阴极

连接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一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可控开关为N

型MOS场效应管，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型MOS场效应

管的栅极、漏极及源极。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电路包括第四

电阻、第四及第五可控开关、第二及第三二极管，所述第四电阻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

端，所述第四电阻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控制端，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第一端

连接所述第一电阻的第二端，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二二极管的阳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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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二二极管的阴极连接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二端，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第二端连接所

述第四电阻的第二端及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控制端，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控制端连接所述

第五可控开关的第一端且连接至所述第三二极管的阳极，所述第三二极管的阴极连接所述

第二输入端及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一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可控开关为

NPN型三极管，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

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五可控开关为PNP型三极管，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

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PNP型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可控开关为

NPN型三极管，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

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五可控开关为PNP型三极管，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

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PNP型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及集电极。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电路包括第四

电阻、第四及第五可控开关、第二及第三二极管，所述第四电阻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

端，所述第四电阻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控制端、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控制端

及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第一端，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一电阻的第二端，

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二二极管的阳极，所述第二二极管的阴极连接所述

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二端，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三二极管的阳极，所述第

三二极管的阴极连接所述第二输入端及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一端。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可控开关为

NPN型三极管，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

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五可控开关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

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可控开关为

NPN型三极管，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

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五可控开关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

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及集电极。

11.根据权利要求5或8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电路还包

括第四二极管，所述第四二极管的阳极连接所述第四电阻的第二端，所述第四二极管的阴

极连接所述第一电阻的第二端。

12.根据权利要求5或8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电路还包

括第一电容，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二端连接所

述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二端。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

灌电路还包括辅助源，所述辅助源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第一输入端，所述辅助源的输出端连

接所述电压输入端。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

灌电路还包括缓启动电路，所述缓启动电路连接在所述第一输入端与所述电压输出端之

间。

权　利　要　求　书 2/3 页

3

CN 106533144 B

3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

灌电路还包括直流电压转换电路，所述直流电压转换电路连接所述缓启动电路。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

灌电路还包括第二电容，所述第二电容连接在所述缓启动电路与所述直流电压转换电路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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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源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小功率直流电源一般都是用二极管作为防反接或电流反灌电路，来防止电源接反

或电流反灌对电源及后端电路的损坏，但随着功率的增加，二极管的损耗会加大，严重影响

电源的效率。大功率电源基本使用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MOSFET)或者集成芯片作为防反接

电路，损耗较小，但集成芯片成本较高，MOSFET成本较低但这种电路在出现电流反灌时不能

及时关断MOSFET，可能会导致电源工作异常，甚至有损坏的风险，这种电路的电流反灌主要

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电源突然短路，输入电容会通过输入端进行快速放电，从而形成电流

反灌，在桥式电流同步整流中，可能会造成同步整流MOSFET漏源极电压急剧增大，损坏

MOSFET，也有可能损坏电源；另一个是负向浪涌(-48V对电压输入回路浪涌)时可能会出现

电流反灌的情形，导致电源掉电。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以满足大功率电

源需求的同时降低成本且能及时关断电路，以防止对电源及后端电路造成损坏。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防反接及电流反

灌电路，包括：

[0005] 电压输入端，连接第一输入端，用于接收输入电压；

[0006] 电压输出端，连接后端电路，用于输出电压给所述后端电路；

[0007] 控制电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及所述电压输出端，用于从所述电压输入端接收

电压并输出第一控制信号或第二控制信号；

[0008] 开关电路，连接所述控制电路、所述电压输出端及第二输入端，用于从所述控制电

路接收所述第一控制信号或所述第二控制信号，所述开关电路接收所述第一控制信号时导

通，所述开关电路接收所述第二控制信号时截止；

[0009] 输出电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所述控制电路、所述开关电路、所述电压输出端

及所述第二输入端，当所述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的正极且所述第二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源的

负极时，所述控制电路输出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给所述开关电路，所述开关电路导通，所述电

源通过所述输出电路、所述开关电路及所述电压输出端输出电压给所述后端电路；当所述

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的负极且所述第二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源的正极或者与所述第一及第

二输入端连接的电源短路时，所述输出电路拉低所述电压输入端提供给所述控制电路的电

压使得所述控制电路输出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给所述开关电路，所述开关电路截止，所述第

二输入端的电压及反灌电流不会通过所述开关电路及所述电压输出端提供给所述后端电

路。

[0010] 其中，所述控制电路包括第一及第二电阻、第一及第二可控开关，所述第一电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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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所述第一电阻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一可控开关的控制端，所

述第一可控开关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所述第一可控开关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二

可控开关的第二端及所述开关电路，所述第二可控开关的第一端连接所述开关电路及所述

电压输出端，所述第二可控开关的控制端连接所述第一可控开关的控制端及所述第二电阻

的第一端，所述第二电阻的第二端连接所述开关电路及所述电压输出端。

[0011] 其中，所述第一可控开关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第一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

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二可控开关为PNP型三

极管，所述第二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PNP型三极管的基极、集

电极及发射极。

[0012] 其中，所述开关电路包括第三电阻、第三可控开关及第一二极管，所述第三可控开

关的控制端经所述第三电阻连接所述第一及第二可控开关的第二端，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

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二可控开关的第一端、所述第二电阻的第二端及所述电压输出端，所述

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二输入端，所述第一二极管的阳极连接所述第三可控开

关的第二端，所述第一二极管的阴极连接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一端。

[0013] 其中，所述第三可控开关为N型MOS场效应管，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

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型MOS场效应管的栅极、漏极及源极。

[0014] 其中，所述输出电路包括第四电阻、第四及第五可控开关、第二及第三二极管，所

述第四电阻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所述第四电阻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四可控开关

的控制端，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一电阻的第二端，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

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二二极管的阳极，所述第二二极管的阴极连接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二

端，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四电阻的第二端及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控制

端，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控制端连接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第一端且连接至所述第三二极管

的阳极，所述第三二极管的阴极连接所述第二输入端及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一端。

[0015] 其中，所述第四可控开关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

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五可控开关为PNP型三

极管，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PNP型三极管的基极、集

电极及发射极。

[0016] 其中，所述第四可控开关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

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五可控开关为PNP型三

极管，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PNP型三极管的基极、发

射极及集电极。

[0017] 其中，所述输出电路包括第四电阻、第四及第五可控开关、第二及第三二极管，所

述第四电阻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所述第四电阻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四可控开关

的控制端、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控制端及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第一端，所述第四可控开关

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一电阻的第二端，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二二极管的

阳极，所述第二二极管的阴极连接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二端，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第二

端连接所述第三二极管的阳极，所述第三二极管的阴极连接所述第二输入端及所述第三可

控开关的第一端。

[0018] 其中，所述第四可控开关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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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五可控开关为NPN型三

极管，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集

电极及发射极。

[0019] 其中，所述第四可控开关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第四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

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五可控开关为NPN型三

极管，所述第五可控开关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发

射极及集电极。

[0020] 其中，所述输出电路还包括第四二极管，所述第四二极管的阳极连接所述第四电

阻的第二端，所述第四二极管的阴极连接所述第一电阻的第二端。

[0021] 其中，所述输出电路还包括第一电容，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

端，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三可控开关的第二端。

[0022] 其中，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还包括辅助源，所述辅助源的输入端连接所述

第一输入端，所述辅助源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

[0023] 其中，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还包括缓启动电路，所述缓启动电路连接在所

述第一输入端与所述电压输出端之间。

[0024] 其中，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还包括直流电压转换电路，所述直流电压转换

电路连接所述缓启动电路。

[0025] 其中，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还包括第二电容，所述第二电容连接在所述缓

启动电路与所述直流电压转换电路之间。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区别于现有技术的情况，本发明的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

电路通过所述控制电路提供第一及第二控制信号来控制所述开关电路导通或者截止，进而

控制所述输出电路是否提供电压给后端电路，以满足大功率电源需求的同时降低成本且能

及时关断电路，以防止电源接反或者电流反灌对电源及后端电路造成损坏。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一实施例的电路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二实施例的电路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三实施例的电路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四实施例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请参阅图1，是本发明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一实施例的电路图。如图1所

示，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包括电压输入端VCC，连接第一输入端，用于接收输入电压；

电压输出端VOUT，连接后端电路，用于输出电压给所述后端电路；控制电路10，连接所述电

压输入端VCC及所述电压输出端VOUT，用于从所述电压输入端VCC接收电压并输出第一控制

信号或第二控制信号；开关电路20，连接所述控制电路10、所述电压输出端VOUT及第二输入

端，用于从所述控制电路10接收所述第一控制信号或所述第二控制信号，所述开关电路20

接收所述第一控制信号时导通，所述开关电路20接收所述第二控制信号时截止；输出电路

30，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VCC、所述控制电路10、所述开关电路20、所述电压输出端VOUT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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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二输入端，当所述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的正极且所述第二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源的负极

时，所述控制电路10输出所述第一控制信号给所述开关电路20，所述开关电路20导通，所述

电源通过所述输出电路30、所述开关电路20及所述电压输出端VOUT输出电压给所述后端电

路；当所述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的负极且所述第二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源的正极或者与所述

第一及第二输入端连接的电源短路时，所述输出电路30拉低所述电压输入端VCC提供给所

述控制电路10的电压使得所述控制电路10输出所述第二控制信号给所述开关电路20，所述

开关电路20截止，所述电源不会通过所述开关电路20及所述电压输出端VOUT输出电压给所

述后端电路。

[0032] 具体地，所述控制电路10包括第一及第二电阻R1、R2、第一及第二可控开关T1、T2，

所述第一电阻R1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VCC，所述第一电阻R1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

一可控开关T1的控制端，所述第一可控开关T1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VCC，所述第一

可控开关T1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二可控开关T2的第二端及所述开关电路20，所述第二可控

开关T2的第一端连接所述开关电路20及所述电压输出端VOUT，所述第二可控开关T2的控制

端连接所述第一可控开关T1的控制端及所述第二电阻R2的第一端，所述第二电阻R2的第二

端连接所述开关电路20及所述电压输出端VOUT。

[003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可控开关T1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第一可控开关T1的控制

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二可控开

关T2为PNP型三极管，所述第二可控开关T2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PNP型

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

[0034] 所述开关电路20包括第三电阻R3、第三可控开关T3及第一二极管D1，所述第三可

控开关T3的控制端经所述第三电阻R3连接所述第一及第二可控开关T1及T2的第二端，所述

第三可控开关T3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二可控开关T2的第一端、所述第二电阻R2的第二端及

所述电压输出端VOUT，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二输入端，所述第一二极

管D1的阳极连接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的第二端，所述第一二极管D1的阴极连接所述第三可

控开关T3的第一端。

[003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为N型MOS场效应管，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的

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型MOS场效应管的栅极、漏极及源极。其中，所述第

三可控开关T3接收到的所述第一控制信号为高电平信号，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接收到的所

述第二控制信号为低电平信号。其中，所述第一二极管D1是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的体二极

管，所述第一二极管D1与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封装在一起。

[0036] 所述输出电路30包括第四电阻R4、第四可控开关T4及第五可控开关T5、第二二极

管D2及第三二极管D3，所述第四电阻R4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VCC，所述第四电阻R4

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的控制端，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一

电阻R1的第二端，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二二极管D2的阳极，所述第二

二极管D2的阴极连接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的第二端，所述第五可控开关T5的第二端连接所

述第四电阻R4的第二端及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的控制端，所述第五可控开关T5的控制端连

接所述第五可控开关T5的第一端且连接至所述第三二极管D3的阳极，所述第三二极管D3的

阴极连接所述第二输入端及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的第一端。

[003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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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五可控开

关T5为PNP型三极管，所述第五可控开关T5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PNP型

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其中，所述第四及第五可控开关T4及T5为集成对三极管，

其封装在一起，所述第二及第三二极管D2及D3为集成对二极管，其封装在一起。

[0038] 所述输出电路30还包括第四二极管D4，所述第四二极管D4的阳极连接所述第四电

阻R4的第二端，所述第四二极管D4的阴极连接所述第一电阻R1的第二端；所述输出电路30

还包括第一电容C1，所述第一电容C1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VCC，所述第一电容C1的

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的第二端。

[0039] 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还包括辅助源40，所述辅助源40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第

一输入端，所述辅助源40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VCC；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还

包括缓启动电路50，所述缓启动电路50连接在所述第一输入端与所述电压输出端VOUT之

间；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还包括直流电压转换电路60，所述直流电压转换电路60连

接所述缓启动电路50；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还包括第二电容C2，所述第二电容C2连

接在所述缓启动电路50与所述直流电压转换电路60之间。所述辅助源40用于提供12V电压

给所述电压输入端VCC，所述直流电压转换电路60用于对直流电压进行适应性转换以满足

电路需求，所述缓启动电路50及所述直流电压转换电路60均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所

述第一电容C1为去耦电容，所述第二电容C2为储能电容。

[0040] 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工作原理描述如下：

[0041] 当所述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正极且所述第二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源负极时，即所述

电源正常接入时，所述第一可控开关T1的控制端接收高电平信号而导通，所述第二可控开

关T2截止，所述电压输入端VCC将所述电源的输出电压(如高电平信号)通过所述第一可控

开关T1及所述第三电阻R3提供给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的控制端，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导

通，电流从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的第二端流向第一端，因为此时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为正

向压降，则所述电压输入端VCC将所述电源的输出电压通过所述第四电阻R4、所述第五可控

开关T5、所述第三二极管D3、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及所述电压输出端VOUT提供给后端电路，

此时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处以截止或非饱和导通状态，因此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维持电路

稳定工作。

[0042] 当所述第一输入端连接电源负极且所述第二输入端连接所述电源正极时，即所述

电源反接时或者有电流反灌(如电源短路)时，则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的第一端电压大于其

第二端电压，即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为负向压降，则此时所述电压输入端VCC将所述电源的

输出电压通过所述第四电阻R4、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所述第二二极管D2及所述电压输出

端VOUT提供给后端电路，此时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正向偏置导通拉低所述第一及第二可控

开关T1及T2的控制端的电压，所述第二可控开关T2导通从而使得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的控

制端接收低电平信号，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截止，从而防止所述第二输入端的反接电压或

者反灌电流通过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及所述电压输出端VOUT提供给后端电路，进而达到保

护电路的目的。

[0043] 请参阅图2，是本发明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二实施例的电路图。如图2所

示，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二实施例与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一实施例

的区别之处在于：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的控制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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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五可控开关T5为

PNP型三极管，所述第五可控开关T5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PNP型三极管

的基极、发射极及集电极。

[0044] 请参阅图3，是本发明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三实施例的电路图。如图3所

示，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三实施例与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一实施例

的区别之处在于：所述输出电路30包括第四电阻R4、第四可控开关T4及第五可控开关T5、第

二二极管D2及第三二极管D3，所述第四电阻R4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入端VCC，所述第四

电阻R4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的控制端、所述第五可控开关T5的控制端及所述

第五可控开关T5的第一端，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的第一端连接所述第一电阻R1的第二端，

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二二极管D2的阳极，所述第二二极管D2的阴极连

接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的第二端，所述第五可控开关T5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三二极管D3的

阳极，所述第三二极管D3的阴极连接所述第二输入端及所述第三可控开关T3的第一端。

[004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的控制

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五可控开

关T5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第五可控开关T5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

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

[0046] 请参阅图4，是本发明的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四实施例的电路图。如图4所

示，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四实施例与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三实施例

的区别之处在于：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第四可控开关T4的控制端、第

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及发射极；所述第五可控开关T5为

NPN型三极管，所述第五可控开关T5的控制端、第一端及第二端分别对应所述NPN型三极管

的基极、发射极及集电极。

[0047] 其中，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的第二至第四实施例的工作原理与上述第一实

施例的工作原理相同，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0048] 所述防反接及电流反灌电路通过所述控制电路提供第一及第二控制信号来控制

所述开关电路导通或者截止，进而控制所述输出电路是否提供电压给后端电路，以满足大

功率电源需求的同时降低成本且能及时关断电路，以防止电源接反或者电流反灌对电源及

后端电路造成损坏。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

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

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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