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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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428446.8

(22)申请日 2017.06.0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09388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8.25

(73)专利权人 电子科技大学

地址 611731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

西源大道2006号

(72)发明人 李泽宏　李沂蒙　吴玉舟　谢驰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点睛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51232

代理人 葛启函

(51)Int.Cl.

H02H 7/08(2006.01)

(56)对比文件

US 5666066 A,1997.09.09,

CN 101282036 A,2008.10.08,

CN 203251078 U,2013.10.23,

CN 203983941 U,2014.12.03,

US 6479958 B1,2002.11.12,

张洪伟 等.电机驱动控制电路的过流保护.

《科技传播》.2016,

审查员 孙蕊

 

(54)发明名称

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

(57)摘要

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属于电子

电路技术领域。包括电压采样模块、过流保护模

块、驱动模块和电子继电器模块；其中电压采样

模块采样电机的工作电流，过流保护模块中第一

比较器CMP1比较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出电压V1和

第一参考电位Vref1，V1>Vref1时第一比较器

CMP1输出高电平，振荡器工作并产生时钟信号

CLK；V1≤Vref1时第一比较器CMP1输出低电平，

振荡器不工作；计时器在振荡器产生时钟信号

CLK时计时，当计时大于设定的时间阈值ts时计

时器输出翻转，通过驱动模块关断电子继电器模

块，从而关断电机。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07093889 B

2019.01.01

CN
 1
07
09
38
89
 B



1.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包括电子继电器模块、电压采样模块、过流保护模

块和驱动模块，所述电子继电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电机，其接地端连接所述电压采样模块

的输入端；所述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出端，其输出端通过驱

动模块后连接电子继电器模块的控制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流保护模块包括第一比较器(CMP1)、振荡器和计时器，所述第一比

较器(CMP1)的正向输入端作为所述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入端，其负向输入端连接第一参考电

位(Vref1)，其输出端通过振荡器后连接计时器的时钟信号输入端，所述计时器的输出端作

为所述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出端；

所述驱动模块包括第一反相器、第二反相器、第三反相器、第四反相器、第一PMOS管

(PM1)、第二PMOS管(PM2)、第二NMOS管(NM2)、第三NMOS管(NM3)和电阻(R1)，

第一反相器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出端，第四反相器的输出端连接所述

电子继电器模块的控制端；

第二反相器的输入端连接第一反相器的输出端和第二NMOS管(NM2)的栅极，其输出端

连接第三NMOS管(NM3)的栅极；

第一PMOS管(PM1)的漏极连接第二NMOS管(NM2)的漏极和第二PMOS管(PM2)的栅极，其

栅极连接第二PMOS管(PM2)的漏极、第三NMOS管(NM3)的漏极和第三反相器的输入端，第二

NMOS管(NM2)和第三NMOS管(NM3)的源极接地，第一PMOS管(PM1)和第二PMOS管(PM2)的源极

接电机的供电电压(VIN)；

第四反相器的输入端连接第三反相器的输出端，电阻(R1)接在第四反相器的输出端和

地之间；

当流过所述电机的电流大于电流阈值时，所述振荡器开始工作，所述计时器的计时阈

值大于上电过程中流过所述电机的电流降到所述电流阈值所需的时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振荡器包

括第二比较器(CMP2)、电容(C1)、第四NMOS管(NM4)、缓冲器、延迟电路、第五反相器和第六

反相器，

第二比较器(CMP2)的使能端连接所述第一比较器(CMP1)的输出端，其正向输入端连接

第二参考电位(Vref2)，负向输入端连接第四NMOS管(NM4)的漏极并通过电容(C1)后接地，

其输出端依次通过缓冲器和延迟电路后连接第五反相器的输入端；第六反相器的输入端连

接第五反相器的输出端和第四NMOS管(NM4)的栅极，其输出端连接所述计时器的时钟信号

输入端，第四NMOS管(NM4)的源极接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继电

器模块包括第一NMOS管(NM1)，第一NMOS管(NM1)的栅极作为所述电子继电器模块的控制

端，其漏极作为所述电子继电器模块的输出端，其源极作为所述电子继电器模块的接地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继电

器模块为IGBT功率模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继电

器模块为GTO功率模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压采样

模块包括采样电阻(Rs)和运算放大器(OPA)，运算放大器(OPA)的负向输入端作为所述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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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模块的输入端，其正向输入端接地，其输出端作为所述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出端，采样电

阻(Rs)接在所述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入端和地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在交流应用

下，所述电压采样模块由阻容分压模块构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在交流应用

下，所述电压采样模块由电容串联分压模块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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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电路技术，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

器。

背景技术

[0002] 电子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

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

路等作用。目前，电机的过流保护主要包括机械保护和电子继电器保护。其中，机械保护存

在精度差、可靠性无法保证的缺点，而电磁继电器虽然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但是体积大、耗

材多，并且受铜的价格限制、成本较高。与以上两种保护方式相比，采用电子继电器保护不

仅具有可靠性高、精度好等优势，而且解决了电磁继电器受铜价影响的成本问题，具有更加

广阔的应用前景。而现有技术中缺少对电子继电器的过流保护电路，有可能对电机造成伤

害，因此，针对电子继电器的过流保护电路的设计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就是针对上述不足之处提出了一种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

控制器。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5] 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包括电子继电器模块、电压采样模块、过流保护

模块和驱动模块，所述电子继电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电机，其接地端连接所述电压采样模

块的输入端；所述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出端，其输出端通过

驱动模块后连接电子继电器模块的控制端；

[0006] 所述过流保护模块包括第一比较器CMP1、振荡器和计时器，所述第一比较器CMP1

的正向输入端作为所述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入端，其负向输入端连接第一参考电位Vref1，其

输出端通过振荡器后连接计时器的时钟信号输入端，所述计时器的输出端作为所述过流保

护模块的输出端；

[0007] 当流过所述电机的电流大于电流阈值时，所述振荡器开始工作，所述计时器的计

时阈值大于上电过程中流过所述电机的电流降到所述电流阈值所需的时间。

[0008] 具体的，所述振荡器包括第二比较器CMP2、电容C1、第四NMOS管NM4、缓冲器、延迟

电路、第五反相器和第六反相器，

[0009] 第二比较器CMP2的使能端连接所述第一比较器CMP1的输出端，其正向输入端连接

第二参考电位Vref2，负向输入端连接第四NMOS管NM4的漏极并通过电容C1后接地，其输出

端依次通过缓冲器和延迟电路后连接第五反相器的输入端；第六反相器的输入端连接第五

反相器的输出端和第四NMOS管NM4的栅极，其输出端连接所述计时器的时钟信号输入端，第

四NMOS管NM4的源极接地。

[0010] 具体的，所述驱动模块包括第一反相器、第二反相器、第三反相器、第四反相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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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MOS管PM1、第二PMOS管PM2、第二NMOS管NM2、第三NMOS管NM3和电阻R1，

[0011] 第一反相器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出端，第四反相器的输出端连接

所述电子继电器模块的控制端；

[0012] 第二反相器的输入端连接第一反相器的输出端和第二NMOS管NM2的栅极，其输出

端连接第三NMOS管NM3的栅极；

[0013] 第一PMOS管PM1的漏极连接第二NMOS管NM2的漏极和第二PMOS管PM2的栅极，其栅

极连接第二PMOS管PM2的漏极、第三NMOS管NM3的漏极和第三反相器的输入端，第二NMOS管

NM2和第三NMOS管NM3的源极接地，第一PMOS管PM1和第二PMOS管PM2的源极接电机的供电电

压VIN；

[0014] 第四反相器的输入端连接第三反相器的输出端，电阻R1接在第四反相器的输出端

和地之间。

[0015] 具体的，所述电子继电器模块包括第一NMOS管NM1，第一NMOS管NM1的栅极作为所

述电子继电器模块的控制端，其漏极作为所述电子继电器模块的输出端，其源极作为所述

电子继电器模块的接地端。

[0016] 具体的，所述电子继电器模块为IGBT功率模块。

[0017] 具体的，所述电子继电器模块为GTO功率模块。

[0018] 具体的，所述电压采样模块包括采样电阻Rs和运算放大器OPA，运算放大器OPA的

负向输入端作为所述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入端，其正向输入端接地，其输出端作为所述电压

采样模块的输出端，采样电阻Rs接在所述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入端和地之间。

[0019] 具体的，在交流应用下，所述电压采样模块由阻容分压模块构成。

[0020] 具体的，在交流应用下，所述电压采样模块由电容串联分压模块构成。

[002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电压采样模块采样电机的工作电流，过流保护模块识别电

机是否发生堵转并通过驱动模块控制电子继电器模块的开启和关断；过流保护模块中第一

比较器CMP1比较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出电压V1和第一参考电位Vref1，V1>Vref1时第一比较

器CMP1输出高电平，振荡器工作并产生时钟信号CLK；V1≤Vref1时第一比较器CMP1输出低

电平，振荡器不工作；计时器在振荡器产生时钟信号CLK时计时，当计时大于设定的时间阈

值ts时计时器输出翻转，通过驱动模块关断电子继电器模块，从而关断电机。

[0022] 当电机上电正常起动时，流过电机的电流I产生一个很大的峰值，进而缓慢降低为

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值。在电机电流大于设定阈值Iset时，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出电压V1>

Vref1，此时比较器CMP1的输出V2为高电平并控制振荡器工作产生时钟信号CLK，计时器开

始计时；在电机电流下降到小于设定阈值Iset时，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出电压V1≤Vref1，此

时比较器CMP1的输出V2为低电平，其控制振荡器停止工作不再产生时钟信号CLK，计时器停

止计时。在计时器计时达到设定时间阈值ts前过流保护模块输出V3不翻转始终为低电平。

根据实际检测，使该时间阈值ts大于上电过程中电机电流降到设定阈值Iset所用的时间，

其中时间阈值ts通常在1s以内，在上电的整个过程中过流保护模块输出V3不翻转且始终为

低电平；V3经过驱动模块后输出的V4为高电平，开启电子继电器，电机正常起动。

[0023] 当电机正常运转时，流过电机的电流I经过电压采样模块后得到电压采样模块的

输出电压V1，此时V1≤Vref1，则比较器CMP1的输出为低电平，其控制振荡器不工作因此没

有时钟信号输出，此时计时器输出V3为低电平；V2为低电平，经过驱动模块后到达输出端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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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电平，开启电子继电器模块，电机正常运转。

[0024] 当电机发生堵转过流时，流过电机的电流I始终处于一个较大峰值，峰值电流随时

间起初会有轻微下降然后保持不变，但是该电流始终明显大于设定电流阈值Iset，此时电

压采样模块输出V1>Vref1，比较器CMP1的输出V2为高电平，其控制振荡器工作产生时钟信

号CLK，计时器开始计时，计时器达到设定时间阈值ts时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出V3从低电平翻

转为高电平并且始终保持高电平直到重新上电；V3经过驱动模块后到达输出端V4为低电

平，关断电子继电器，从而关断电机。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提供一种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能够准确有效

地区分电机上电时和堵转过流时造成的大电流，在电压采样模块采样到大电压时，过流保

护模块识别电机是否发生堵转，一旦确认电机发生堵转，及时关断电子继电器，进而关断电

机，保护芯片和电机。

附图说明

[0026] 图1所示是本发明提供的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实施例中上电过程中电机工作电流与采样模块输出电压V1以及过流保护模

块中各个信号的关系图；

[0028] 图3是实施例中堵转过程中电机堵转电流与采样模块输出电压V1以及过流保护模

块中各个信号的关系图；

[0029] 图4是过流保护模块中振荡器的一种电路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是实施例中驱动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详细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32]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机控制器，包括电压采样

模块、过流保护模块、驱动模块、电子继电器模块；电子继电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电机，其接

地端连接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入端；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入端连接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出端，其

输出端通过驱动模块后连接电子继电器模块的控制端；其中，电压采样模块采样电机的工

作电流，过流保护模块在电机发生过流时关断电机，驱动模块控制电子继电器的开启与关

断。

[0033] 过流保护模块包括第一比较器CMP1、振荡器和计时器，第一比较器CMP1的正向输

入端作为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入端，其负向输入端连接第一参考电位Vref1，其输出端通过振

荡器后连接计时器的时钟信号输入端，计时器的输出端作为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出端。

[0034] 实施例：

[003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6] 如图1中的电压采样模块所示，本实施例中的电压采样模块包括采样电阻Rs和运

算放大器OPA，运算放大器OPA的负向输入端作为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入端，其正向输入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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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其输出端作为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出端，采样电阻Rs接在所述电压采样模块的输入端和

地之间。

[0037] 在交流应用下，电压采样模块还可以由阻容分压模块或电容串联分压模块构成。

[0038] 如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的振荡器包括第二比较器CMP2、电容C1、第四NMOS管NM4、

缓冲器、延迟电路、第五反相器和第六反相器，第二比较器CMP2的使能端连接第一比较器

CMP1的输出端，其正向输入端连接第二参考电位Vref2，负向输入端连接第四NMOS管NM4的

漏极并通过电容C1后接地，其输出端依次通过缓冲器和延迟电路后连接第五反相器的输入

端；第六反相器的输入端连接第五反相器的输出端和第四NMOS管NM4的栅极，其输出端连接

计时器的时钟信号输入端，第四NMOS管NM4的源极接地。

[0039] 如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的驱动模块包括第一反相器、第二反相器、第三反相器、第

四反相器、第一PMOS管PM1、第二PMOS管PM2、第二NMOS管NM2、第三NMOS管NM3和电阻R1，第一

反相器的输入端连接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出端，第四反相器的输出端连接电子继电器模块的

控制端；第二反相器的输入端连接第一反相器的输出端和第二NMOS管NM2的栅极，其输出端

连接第三NMOS管NM3的栅极；第一PMOS管PM1的漏极连接第二NMOS管NM2的漏极和第二PMOS

管PM2的栅极，其栅极连接第二PMOS管PM2的漏极、第三NMOS管NM3的漏极和第三反相器的输

入端，第二NMOS管NM2和第三NMOS管NM3的源极接地，第一PMOS管PM1和第二PMOS管PM2的源

极接电机的供电电压VIN；第四反相器的输入端连接第三反相器的输出端，电阻R1接在第四

反相器的输出端和地之间。其中电机的供电电压VIN为直流电压，大约为12V。

[0040] 本实施例中电子继电器模块包括第一NMOS管NM1，第一NMOS管NM1的栅极作为电子

继电器模块的控制端，其漏极作为电子继电器模块的输出端，其源极作为电子继电器模块

的接地端。

[0041] 电子继电器模块还可以为IGBT功率模块或GTO功率模块。其中IGBT功率模块包括

一个IGBT管，即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GTO功率模块包括一个GTO管，即门极关断晶闸管，其

连接方式与第一NMOS管NM1相同。

[0042]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为：

[0043] 当电机上电正常起动时，流过电机的电流I产生一个很大的峰值，进而缓慢降低为

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值。在电机电流大于设定阈值Iset时，电压采样模块输出V1>Vref1，此时

比较器CMP1的输出V2为高电平，其控制振荡器工作产生时钟信号CLK，计时器开始计时；在

电机电流下降到小于设定阈值Iset时，电压采样模块输出V1≤Vref1，此时比较器CMP1的输

出V2为低电平，其控制振荡器停止工作不再产生时钟信号CLK，计时器停止计时。在计时器

计时达到设定时间阈值ts前过流保护模块输出V3不翻转始终为低电平。根据实际检测，使

该时间阈值ts大于上电过程中电机电流降到设定阈值Iset所用的时间，在上电的整个过程

中过流保护模块输出V3不翻转且始终为低电平，如图2所示；V3为驱动模块的输入，经过驱

动模块中的反相器1、反相器2控制NM2、PM2导通、PM1、NM3关断，经过反相器3、反相器4到达

输出端V4为高电平，开启电子继电器，电机正常起动。

[0044] 当电机正常运转时，流过电机的电流为I，I经过电压采样模块中的电阻Rs采样通

过运算放大器OPA得到一个电压V1，此时V1≤Vref1，其中，Vref1为过流保护模块中比较器

CMP1的反向输入端的参考电压；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入电压为V1，即过流保护模块中比较器

CMP1的同向输入端输入信号为V1，过流保护模块中比较器CMP1的反向输入端的参考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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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ef1，其中V1≤Vref1，则比较器CMP1的输出为低电平，其控制振荡器不工作因此没有时钟

信号输出，此时计时器输出V3为低电平；V2为低电平，经过驱动模块中的反相器1、反相器2

控制NM2、PM2导通、PM1、NM3关断，经过反相器3、反相器4到达输出端V4为高电平，开启电子

继电器，电机正常运转。

[0045] 当电机发生堵转过流时，流过电机的电流I始终处于一个较大峰值，峰值电流随时

间起初会有轻微下降然后保持不变，但是该电流始终明显大于设定电流阈值Iset，此时电

压采样模块输出V1>Vref1，比较器CMP1的输出V2为高电平，其控制振荡器工作产生时钟信

号CLK，计时器开始计时，计时器达到设定时间阈值ts过流保护模块输出V3从低电平翻转为

高电平并且始终保持高电平直到重新上电，如图3所示；V3为驱动模块的输入，经过驱动模

块中的反相器1、反相器2控制NM2、PM2关断、PM1、NM3导通，经过反相器3、反相器4到达输出

端V4为低电平，关断电子继电器，从而关断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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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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