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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

环流检测装置，包括隔离环流负载单元，检测控

制中心单元、电阻负载单元，非车载充电机的输

出端与检测控制单元连接，检测控制单元再与隔

离环流负载单元连接，在隔离环流负载单元量程

不足以满足现场检测需求时，电阻负载单元并联

至隔离环流负载单元。本发明使原本耗散于模拟

负载电阻及电子负载的电能能够通过隔离环流

负载单元能够再度返回相关设备。一方面大幅度

减少检测校验带来的能量损耗，另一方面保证校

验装置的重量与体积不会过大，以及电气隔离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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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包括隔离环流负载单元，检测控制中心

单元，其特征是：非车载充电机的输出端与检测控制单元连接，检测控制单元再与隔离环流

负载单元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其特征是：还包括电阻

负载单元，在隔离环流负载单元量程不足以满足现场检测需求时，电阻负载单元并联至隔

离环流负载单元。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检测控

制中心单元包含BMS模拟器，大电流通道前端板，采样板，工控机、电源管理模块，BMS模拟器

信号连接工控机，工控机信号连接采样板，采样板信号连接大电流通道前端板，电源管理模

块为检测控制中心单元的电路供电；检测控制中心中电源管理模块为检测控制中心数字电

路与模拟电路供应工作电源；电源管理模块分为模拟电路电源和数字电路电源两个部分，

采取单点接地的方式令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模块各自工作在相对稳定的电源环境中；大电

流通道前端板就是将外部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转化为适合AD进行采样的电压信号；采样

板将大电流通道前端板提供的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并提供给工控机；所述隔离环流

负载单元包含高频隔离双向全桥DC-DC变换器及三相PWM整流器，高频隔离双向全桥DC-DC

变换器与三相PWM整流器串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其特征是：所述隔离环

流单元中三相PWM整流器由主回路、控制回路、信号采样电路及信号调理电路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其特征是：所述隔离环

流单元中高频隔离双向全桥DC-DC变换器，采用的控制方式为单移相控制方式。

6.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的电动

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校验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1：接线：初步判断检测功率量程，当检测功率小于可回馈量程时，在直流充电桩出

口处接入检测控制中心单元与隔离环流负载单元；当判断检测功率大于可回馈量程时，在

直流充电桩电气接口处接入检测控制中心单元、隔离环流负载单元及电阻负载单元，或并

联其他隔离环流负载单元；

步骤2：开始测试；

步骤3：在输入界面登记直流充电桩铭牌等相关信息；

步骤4：利用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所安装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力传感

器检定环境条件判断；判断环境条件符合设定要求时，继续检测工作；

步骤5：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的插枪并对直流充电桩枪头至开关部分

进行绝缘性能检测；

步骤6：刷卡启动直流充电桩，启动隔离环流负载单元，待隔离环流负载单元进入稳定

状态后，检测控制中心控制调整隔离环流负载单元及直流充电桩构成的主电路系统按计量

检定规程规定工况或者自定义工况工作，完整进行工作误差检测、计费金额误差检测；

步骤7：检测控制中心控制调整隔离环流负载单元及直流充电桩构成的主电路系统按

通信一致性标准规定进行充电桩一致性检测能力实现；

步骤8：检测控制中心控制调整隔离环流负载单元及直流充电桩构成的主电路系统按

非车载充电机互操作性要求进行检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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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由检测控制中心向充电机发出停止充电机指令并生成报表，向隔离环流负载单

元发出停机要求；

步骤10：保存报表；

步骤11：测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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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及其校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及其校验方法，属电气测量

技术及其仪器仪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充电桩在政策鼓励背景下，数量迅猛增长。由于涉及电能贸易结算公平问题，公司

及计量行业急需提高对充电桩检定检测能力。国网公司于6月13日正式发文要求计量中心

对省内的充电桩电能计量进行室内首检，并加强充电桩实验能力建设。充电桩主要分交流

充电与直流充电，其中交流充电计量沿用交流电能计量，已较为成熟，直流充电由于正处于

推广应用的初步阶段，对公司与计量行业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

[0003] 直流充电带来的计量问题之一是直流充电电流较大，若直流充电桩电能计量校验

装置中的负载采用纯电阻或电子负载形式，直流充电桩每年定期的周期校验将带来较大的

能源耗散，并且由于电需要转换为纯热能的方式，传统的电阻校验方式由于巨大的散热需

求导致电阻体积巨大，无法缩小，有时现场都很难实现现场校验。一方面不利于节能减排，

另一方面耗散产生的费用充电桩运营方对此必然不愿意承担，将产生新的校验纠纷。有必

要研究校验能源损耗的应对办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直流充电电能计量校验能源耗散问题，提出一种电动

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校验装置，使原本耗散于模拟负载电阻及电子负载的电能能够

通过隔离环流负载单元能够再度返回相关设备。一方面大幅度减少检测校验带来的能量损

耗，另一方面保证校验装置的重量与体积不会过大，以及电气隔离安全。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包括隔离环流

负载单元，检测控制中心单元，非车载充电机的输出端与检测控制单元连接，检测控制单元

再与隔离环流负载单元连接。

[0006] 进一步优选，还包括电阻负载单元，在隔离环流负载单元量程不足以满足现场检

测需求时，电阻负载单元并联至隔离环流负载单元。

[0007] 进一步优选，所述检测控制中心单元包含BMS模拟器，大电流通道前端板，采样板，

工控机、电源管理模块，BMS模拟器信号连接工控机，工控机信号连接采样板，采样板信号连

接大电流通道前端板，电源管理模块为检测控制中心单元的电路供电。

[0008] 进一步优选，检测控制中心中电源管理模块主要为检测控制中心数字电路与模拟

电路供应工作电源。电源管理模块分为模拟电路电源和数字电路电源两个部分，防止数字

电路和模拟电路的相互干扰，最后采取单点接地等地线隔离的方式令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

模块各自工作在相对稳定的电源环境中。

[0009] 进一步优选，大电流通道前端板就是将外部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转化为适合AD

进行采样的电压信号。采样板将大电流通道前端板提供的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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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工控机。

[0010] 进一步优选，所述隔离环流负载单元包含高频隔离双向全桥DC-DC变换器及三相

PWM整流器，高频隔离双向全桥DC-DC变换器与三相PWM整流器串联。

[0011] 进一步优选，所述隔离环流单元中三相PWM整流器由主回路、控制回路、信号采样

电路及信号调理电路等组成。控制系统以TI公司的TMS320F2812DSP为核心，来控制PWM整流

器主电路功率开关器件得到期望的电压电流输出。DSP控制平台是整个装置的核心部分，控

制平台它负责整个系统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控制算法、数据交互、信号显示、人机通信

等。系统需要检测的信号有三相网侧电流信号、三相电网相电压信号和直流侧母线电压信

号，这些信号经信号调理电路转换后送入AD采样芯片，再由AD芯片转换成数字信号。DSP对

这些数字信号进行处理分析、外环PI调节、无差拍计算等运算后，生成PWM信号，PWM信号经

IGBT驱动电路后送给功率开关管。

[0012] 进一步优选，所述隔离环流单元中高频隔离双向全桥DC-DC变换器，采用的控制方

式为单移相控制方式(Single-phase-shift  Control)。与普通的全桥不同的是，这种控制

方式中，变压器原边侧全桥臂和副边侧全桥臂的驱动脉冲信号之间会有一个移相角，通过

控制这个移相角来实现对传输功率大小和方向的调节。

[0013] 一种基于上述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的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

流检测校验方法，步骤如下：

[0014] 步骤1：接线：初步判断检测功率量程，当检测功率小于可回馈量程时，在直流充电

桩出口处接入检测控制中心单元与隔离环流负载单元；当判断检测功率大于可回馈量程

时，在直流充电桩电气接口处接入检测控制中心单元、隔离环流负载单元及电阻负载单元，

或并联其他隔离环流负载单元；

[0015] 步骤2：开始测试；

[0016] 步骤3：在输入界面登记直流充电桩铭牌等相关信息；

[0017] 步骤4：利用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所安装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力

传感器检定环境条件判断；判断环境条件符合设定要求时，继续检测工作；

[0018] 步骤5：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的插枪并对直流充电桩枪头至开关

部分进行绝缘性能检测；

[0019] 步骤6：刷卡启动直流充电桩，启动隔离环流负载单元，待隔离环流负载单元进入

稳定状态后，检测控制中心控制调整隔离环流负载单元及直流充电桩构成的主电路系统按

计量检定规程规定工况或者自定义工况工作，完整进行工作误差检测、计费金额误差检测；

[0020] 步骤7：检测控制中心控制调整隔离环流负载单元及直流充电桩构成的主电路系

统按通信一致性标准规定进行充电桩一致性检测能力实现；

[0021] 步骤8：检测控制中心控制调整隔离环流负载单元及直流充电桩构成的主电路系

统按非车载充电机互操作性要求进行检测实现；

[0022] 步骤9：由检测控制中心向充电机发出停止充电机指令并生成报表，向隔离环流负

载单元发出停机要求；

[0023] 步骤10：保存报表；

[0024] 步骤11：测试结束。

[0025] 本方法以计量校验系统为控制中心，与电动汽车充电机以约定协议通讯，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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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校验系统模拟计量检定规程规范以及多种现场电动汽车充电工况来进行计量校验或

其他检测；在交流供电环境下由充电桩流入计量校验系统的电能可经由计量校验系统的环

流校验方式反馈回交流供电端。最终实现低耗能的满载大电流与详细工况下的计量等性能

检测。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出一种非车载充电机的现场校验方法，极大的丰

富了现场校验时可校验的工况种类，较大程度的减少了现场校验的能量损失；在损失一定

能量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更大的充电电流值现场校验。同时在环流中置入高频隔离环节替

代隔离变压器可以较大幅度的减轻环流校验装置的可移动性。

[0027] 本发明适用于充电桩计量性能等检测领域。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装置原理示意图；

[0029] 图1中，1是直流充电桩；2是直流充电桩现场校验装置；3是环流计量式负载。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1] 如图1所示，一种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包括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

电阻负载单元以及检测控制中心单元2，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至少包含有

一个检测控制中心单元2，一个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非车载充电机的输出端与检测控制单

元2连接，检测控制单元2再与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连接，在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量程不足以

满足现场检测需求时，可将电阻负载单元并联至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

[0032] 所述检测控制中心单元2包含BMS模拟器，大电流通道前端板，采样板，工控机、电

源管理模块。BMS模拟器信号连接工控机，工控机信号连接采样板，采样板信号连接大电流

通道前端板，电源管理模块为检测控制中心单元2的电路供电。

[0033] 检测控制中心2中电源管理模块主要为检测控制中心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供应工

作电源。电源管理模块分为模拟电路电源和数字电路电源两个部分，防止数字电路和模拟

电路的相互干扰，最后采取单点接地等地线隔离的方式令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模块各自工

作在相对稳定的电源环境中。

[0034] 大电流通道前端板就是将外部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转化为适合AD进行采样的

电压信号。

[0035] 采样板将大电流通道前端板提供的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并提供给工控机。

[0036] BMS模拟器控制导引模块根据GB/T  18487.1-2015《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1部

分：通用要求》及GB/T  27930-2015《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

通信协议》作为主要设计依据，用于与充电桩交互通信及控制。

[0037] 所述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包含高频隔离双向全桥DC-DC变换器及三相PWM整流器，

高频隔离双向全桥DC-DC变换器与三相PWM整流器串联。

[0038] 所述隔离环流单元3中三相PWM整流器由主回路、控制回路、信号采样电路及信号

调理电路等组成。控制系统以TI公司的TMS320F2812DSP为核心，来控制PWM整流器主电路功

率开关器件得到期望的电压电流输出。DSP控制平台是整个装置的核心部分，控制平台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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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整个系统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控制算法、数据交互、信号显示、人机通信等。系统需要

检测的信号有三相网侧电流信号、三相电网相电压信号和直流侧母线电压信号，这些信号

经信号调理电路转换后送入AD采样芯片，再由AD芯片转换成数字信号。DSP对这些数字信号

进行处理分析、外环PI调节、无差拍计算等运算后，生成PWM信号，PWM信号经IGBT驱动电路

后送给功率开关管。

[0039] 所述隔离环流单元3中高频隔离双向全桥DC-DC变换器，采用的控制方式为单移相

控制方式(Single-phase-shift  Control)。与普通的全桥不同的是，这种控制方式中，变压

器原边侧全桥臂和副边侧全桥臂的驱动脉冲信号之间会有一个移相角，通过控制这个移相

角来实现对传输功率大小和方向的调节。

[0040] 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主要用于在安全的高频隔离前提下实现检测时的大功率电能

由本单元反馈回电网。

[0041] 在检测功率量程超出环流量程范围之外时，可以并联电阻性负载进行大量程检测

工作。也可并联其他的环流功率负载来进行量程扩大。

[0042]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校验方法，步骤如下：

[0043] 步骤1：接线：初步判断检测功率量程，当检测功率小于可回馈量程时，在直流充电

桩1出口处接入检测控制中心单元2与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当判断检测功率大于可回馈量

程时，在直流充电桩电气接口处接入检测控制中心单元2、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及电阻负载

单元，或并联其他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

[0044] 步骤2：开始测试；

[0045] 步骤3：在输入界面登记直流充电桩铭牌等相关信息；

[0046] 步骤4：利用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所安装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力

传感器检定环境条件判断(保护温度、湿度、大气压力)；判断环境条件符合设定要求时，继

续检测工作；

[0047] 步骤5：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环流检测装置的插枪并对直流充电桩枪头至开关

部分进行绝缘性能检测；

[0048] 步骤6：刷卡启动直流充电桩，启动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待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进

入稳定状态后，检测控制中心2控制调整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及直流充电桩构成的主电路系

统按计量检定规程规定工况或者自定义工况工作，完整进行工作误差检测、计费金额误差

检测；

[0049] 上述工况特点在于：本发明所指工况包含但不限于：某车型电动汽车的各种充电

状态下的充电状态，例如江淮电动汽车EV300系列下在低温下的0％荷电状态到各充电荷电

状态的充电误差，中等温度条件下的20％荷电状态到各段时的充电误差，高温条件下的

50％荷电状态下到各段时的充电误差。国家计量规程所描述的各级工况。

[0050] 步骤7：检测控制中心2控制调整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及直流充电桩1构成的主电路

系统按通信一致性标准规定进行充电桩一致性检测能力实现；

[0051] 步骤8：检测控制中心2控制调整隔离环流负载单元3及直流充电桩1构成的主电路

系统按非车载充电机互操作性要求进行检测实现；

[0052] 步骤9：由检测控制中心2向充电机发出停止充电机指令并生成报表，向隔离环流

负载单元3发出停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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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步骤10：保存报表；

[0054] 步骤11：测试结束。

[005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一种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

检测方法及装置，可使电能在直流充电桩与本装置的循环流转及隔离中实现电动汽车实际

充电过程的模拟，并检测非车载充电机的工作误差，极大的丰富了现场校验时可校验的工

况种类，较大程度的减少了现场校验的能量损失；在损失一定能量的情况下(并联耗能型负

载)，可以实现更大的充电电流值现场校验；减少为充电站供电的变压器的检测容量需求；

同时在环流中置入高频隔离环节替代隔离变压器可以较大幅度的减轻环流校验装置重量，

提高可移动性及安全性。

[0056] 本发明中涉及的未说明部分与现有技术相同或采用现有技术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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