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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

电路。该电路包括：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

（1）、恒流源电路（2）、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

路（3）、CAN通讯模块（4）。其中，所述正、负极绝缘

测量切换电路（1）与恒流源电路（2）连接，所述恒

流源电路（2）与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

连接，所述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与CAN

通讯模块（4）连接，所述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

路（1）由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控制。本

发明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自身高压及恒流源电路，

能够更精确地测量电动汽车电池漏电电流值，简

化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漏电电流测量电路的设计。

本发明成本低，应用范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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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

恒流源电路(2)、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CAN通讯模块(4)，其中，所述正、负极绝缘

测量切换电路(1)与恒流源电路(2)连接，所述恒流源电路(2)与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

路(3)连接，所述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与CAN通讯模块(4)连接，所述正、负极绝缘

测量切换电路(1)由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控制；

所述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由继电器J1、继电器J2组成，所述继电器J1的常闭

触点与电动汽车电池的正极连接；所述继电器J1的常开触点与所述继电器J2的常闭触点及

电动汽车车辆底盘连接；所述继电器J2的常开触点与电动汽车电池的负极连接；所述继电

器J1的动触点与恒流源电路(2)中的二极管(D20)阳极连接；所述继电器J2的动触点与电动

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的负极连接；所述继电器J1、继电器J2的线圈一端与电源+15V连接，

另一端分别与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内三极管BG20和三极管BG21的集电极连接，

继电器J1、继电器J2的触点切换由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控制；

所述恒流源电路(2)由二极管(D20)、场效应管(Q20)、运算放大器(IC20)、第一至第四

电阻(R20、R21、R22、R23)组成，所述二极管(D20)阳极与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的继

电器J1的动触点连接，阴极与场效应管(Q20)的漏极连接；所述场效应管(Q20)的源极与第

一电阻(R20)、运算放大器(IC20)负输入端及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连接，漏极与

二极管(D20)阴极连接，栅极与第四电阻(R23)及运算放大器(IC20)的输出端连接；所述运

算放大器(IC20)正输入端与第二电阻(R21)一端及第三电阻(R22)一端连接，运算放大器

(IC20)负输入端与第一电阻(R20)一端、场效应管(Q20)的源极及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

路(3)连接，运算放大器(IC20)输出端与场效应管(Q20)的栅极及第四电阻(R23)一端连接；

所述第一电阻(R20)一端与场效应管(Q20)的源极、运算放大器(IC20)负输入端及单片机电

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连接，另一端与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的负极连接；所述第二电

阻(R21)一端与运算放大器(IC20)正输入端及第三电阻(R22)的一端连接，另一端与电动汽

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的负极连接；第三电阻(R22)一端与运算放大器(IC20)正输入端及第

二电阻(R21)的一端连接，另一端与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的正极15伏连接；第四电阻

(R23)一端与运算放大器(IC20)输出端及场效应管(Q20)的漏极连接，另一端与电动汽车电

池绝缘测量电路的正极15伏连接；

所述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由单片机N79E8132A、三极管BG20、三极管BG21、第

五电阻(R24)及第六电路(R25)组成；三极管BG20、三极管BG21的集电极分别于正、负极绝缘

测量切换电路(1)的继电器J1、继电器J2线圈一端连接，三极管BG20、三极管BG21的发射极

与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的负极连接，三极管BG20、三极管BG21的基极与单片机

N79E8132A的输出连接，由单片机N79E8132A通过三极管BG20、三极管BG21控制正、负极绝缘

测量切换电路(1)的继电器J1、继电器J2，周期性地测量电动汽车电池正极或负极和车辆底

盘之间的漏电情况；

当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的二只继电器J1、J2都处于释放状态时，电动汽车电

池正极的电流经过继电器J1、二极管(D20)、场效应管(Q20)、第一电阻(R20)、继电器J2流入

电动汽车底盘，如果电动汽车底盘和电动汽车电池负极漏电，则这条电流回路就产生，电流

由场效应管(Q20)限流，使其不超过国标10毫安，电流值由第一电阻(R20)转换成电压值，由

单片机N79E8132A读取，通过CAN通讯模块(4)与CAN总线系统相融合，将电动汽车电池负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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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车辆底盘之间的漏电电流值发送到仪表控制台；当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的二只

继电器J1、J2都处于吸合状态时，可将电动汽车电池正极和车辆底盘之间的漏电极电流值

发送到仪表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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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动汽车、混合动力车、铁路电力机车、电力电子设备等内部直流中、

高压系统和外壳之间的绝缘漏电电流测量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电动汽车、混合动力车、铁路电力机车、电力电子设备等系统中通常存在中、高压

供电系统，中、高压供电系统为车辆的大功率部件提供电能。而中、高压供电系统主要由动

力电池、电源变换器、电机等电气设备组成。动力电池的电压通常在48V以上，有的甚至高达

450V以上。较高的工作电压对车辆底盘和中、高压供电系统之间的绝缘性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空气的潮湿、绝缘介质的老化等因素都会导致中、高压供电系统和车辆底盘间的绝缘

性能下降。绝缘性能的下降使得电源正、负极引线通过绝缘层和底盘之间构成漏电电流回

路，这不仅会影响车辆电气系统的正常工作，而且会危及乘客的安全，严重的可能造成车辆

电气火灾等后果。因此实时、定量地检测中、高压电气系统和车辆底盘的绝缘漏电电流，发

现绝缘故障，对保证车辆电气系统正常工作、车辆安全及保证乘客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通过兆欧表测量直流高压系统的绝

缘漏电电流精度不高、人工操作存安全隐患以及其它发明电路复杂等缺点。提供一种由恒

流源电路产生0毫安到10毫安漏电电流，通过单片机测量及控制，实现定量地检测中、高压

电气系统和车辆底盘的绝缘漏电电流，实时发现绝缘故障。而且能够与CAN总线系统相融合

的测量装置。

[0004]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发明一种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包括：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恒

流源电路（2），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CAN通讯模块（4）。其中，所述正、负极绝缘测

量切换电路（1）与恒流源电路（2）连接，所述恒流源电路（2）与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

（3）连接，所述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与CAN通讯模块（4）连接，所述正、负极绝缘测

量切换电路（1）由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控制。

[0006] 本发明由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周期性地切换检测：电动汽车电池正极或

负极和车辆底盘之间的漏电情况；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自身高压由恒流源电路（2）产生0毫安

到10毫安的电动汽车电池漏电电流，通过恒流源电路（2）中的第一电阻（R20）变成电压信

号，由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精确地测量电动汽车电池漏电电流值；通过CAN通讯

模块（4）与CAN总线系统相融合，将电动汽车电池和车辆底盘之间的漏电电流值发送到仪表

控制台，从而简化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的设计。

[0007] 优选地，所述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采用N79E8132A单片机检测控制。

[0008] 优选地，所述CAN通讯模块（4）的收发器采用TJA1050芯片。

[0009]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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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克服人工利用兆欧表测量直流高压系统绝缘漏电电流的精度不高、存安全隐患的

缺点；简化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的设计；自适应各种直流高压系统绝缘漏电电流的

测量。

附图说明

[0011] 图1 为本发明电路结构图。

[0012] 图2 为本发明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的电路原理图。

[0013] 图3 为本发明恒流源电路（2）的电路原理图。

[0014] 图4 为本发明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的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本发明一种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图1所示包括：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

路（1），恒流源电路（2），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CAN通讯模块（4）。其中，所述正、负

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与恒流源电路（2）连接，所述恒流源电路（2）与单片机电压测量及

控制电路（3）连接，所述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与CAN通讯模块（4）连接，所述正、负

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由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控制。

[0016] 图2所述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由二只继电器（J1、J2）组成。所述继电器

（J1）的常闭触点与电动汽车电池的正极连接；所述继电器（J1）的常开触点与所述继电器

（J2）的常闭触点及电动汽车车辆底盘连接；所述继电器（J2）的常开触点与电动汽车电池的

负极连接；所述继电器（J1）的动触点与恒流源电路（2）中的二极管D20阳极连接；所述继电

器（J2）的动触点与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的负极连接；所述二只继电器（J1、J2）的线

圈一端与电源+15V连接，另一端分别与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内BG20和BG21的集

电极连接，二只继电器（J1、J2）的触点切换由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控制。

[0017] 图3所述恒流源电路（2）由二极管D20、场效应管Q20、运算放大器IC20、第一至第四

电阻（R20、R21、R22、R23）组成。所述二极管D20阳极与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的继电

器（J1）的动触点连接，阴极与场效应管Q20的漏极连接；所述场效应管Q20的源极与第一电

阻（R20）、运算放大器IC20负输入端及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连接，漏极与二极管

D20阴极连接，栅极与第四电阻（R23）及运算放大器IC20的输出端连接；所述运算放大器

IC20正输入端与第二电阻（R21）一端及第三电阻（R22）一端连接，运算放大器IC20负输入端

与第一电阻（R20）一端、场效应管Q20的源极及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连接，运算放

大器IC20输出端与场效应管Q20的栅极及第四电阻（R23）一端连接；所述第一电阻（R20）一

端与场效应管Q20的源极、运算放大器IC20负输入端及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连

接，另一端与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的负极连接；所述第二电阻（R21）一端与运算放大

器IC20正输入端及第三电阻（R22）的一端连接，另一端与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的负

极连接；第三电阻（R22）一端与运算放大器IC20正输入端及第二电阻（R21）的一端连接，另

一端与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的正极15伏连接；第四电阻（R23）一端与运算放大器

IC20输出端及场效应管Q20的漏极连接，另一端与电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的正极15伏

连接。

[0018] 图4所述单片机电压测量及控制电路（3）由单片机N79E8132A、三极管BG20、三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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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21、第五电阻（R24）及第六电阻（R25）组成。三极管BG20、BG21的集电极分别与正、负极绝

缘测量切换电路（1）的二只继电器（J1、J2）线圈一端连接，三极管BG20、BG21的发射极与电

动汽车电池绝缘测量电路的负极连接，三极管BG20、BG21的基极与单片机N79E8132A的输出

连接，由单片机N79E8132A通过三极管BG20、BG21控制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的二只

继电器（J1、J2），周期性地测量电动汽车电池正极或负极和车辆底盘之间的漏电情况。

[0019] 结合图2—图4  所示：当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的二只继电器（J1、J2）都处

于释放状态时，电动汽车电池正极的电流经过继电器（J1）、二极管D20、Q20、R20、继电器

（J2）流入电动汽车底盘，如果电动汽车底盘和电动汽车电池负极漏电，则这条电流回路就

产生，电流由场效应管Q20限流，使其不超过国标10毫安，电流值由R20转换成电压值，由单

片机N79E8132A读取，通过CAN通讯模块（4）与CAN总线系统相融合，将电动汽车电池负极和

车辆底盘之间的漏电电流值发送到仪表控制台。当正、负极绝缘测量切换电路（1）的二只继

电器（J1、J2）都处于吸合状态时，可将电动汽车电池正极和车辆底盘之间的漏电电流值发

送到仪表控制台。工作人员在驾驶室里可实时看到电动汽车电池和车辆底盘之间的漏电情

况，及时发现车辆电气系统安全隐患，保证乘客坐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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