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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

块，包括至少两个低压电极框架，相邻的低压电

极框架之间设置有低压二极管芯片；所述低压电

极框架的上部开设有汇流带引出孔，位于左侧的

低压电极框架的下部设有正常电流输入端的焊

接部，位于右侧的低压电极框架设有正常电流输

出端的焊接部；还包括两个高压电极框架，两个

高压电极框架之间设置有高压二极管芯片；位于

左侧的高压电极框架设有组件旁路电流输入端

的焊接部，位于右侧的高压电极框架设有采样信

号输出端的焊接部；还包括一控制电极框架，该

控制电极框架设有一控制后输出端的焊接部。本

实用新型的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爬电距离加长，

还具有组件旁路输出的功能，具有不易出现热损

坏的特点，进一步保障了使用性，散热功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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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两个低压电极框架，相邻的低压电

极框架之间设置有低压二极管芯片；所述低压电极框架的上部开设有汇流带引出孔，位于

左侧的低压电极框架的下部设有正常电流输入端的焊接部，位于右侧的低压电极框架设有

正常电流输出端的焊接部；还包括两个高压电极框架，两个高压电极框架之间设置有高压

二极管芯片；所述高压二极管芯片与低压二极管芯片共负极连接，位于左侧的高压电极框

架设有组件旁路电流输入端的焊接部，位于右侧的高压电极框架设有采样信号输出端的焊

接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控制电极框

架，该控制电极框架设有一控制后输出端的焊接部，所述控制后输出端通过单刀双掷开关

分别与正常电流输入端、组件旁路电流输入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组件旁路电流输

入端的焊接部与正常电流输入端的焊接部直接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低压电极框架

有4个，分别为第一低压电极框架、第二低压电极框架、第三低压电极框架以及第四低压电

极框架，在所述第一低压电极框架、第二低压电极框架之间设置有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在

所述第二低压电极框架、第三低压电极框架之间设置有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在所述第三

低压电极框架与第四低压电极框架之间设置有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所述第一低压二极管

芯片、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串联连接，其中，所述第一低压二极管芯

片的输入端连接于正常电流输入端的焊接部，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的输出端连接于正常电

流输出端的焊接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低压电极框

架的下部为正常电流输入端的焊接部。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低压电极框

架的下部为正常电流输出端的焊接部，其中位于右侧的高压电极框架的采样信号输出端的

焊接部与第四低压电极框架的下部为正常电流输出端的焊接部为同一焊接部。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二极管芯片

有三个，分别为第一高压二极管芯片、第二高压二极管芯片、第三高压二极管芯片，所述第

一高压二极管芯片并联于串联后的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第三低压

二极管芯片上；所述第二高压二极管芯片并联于串联后的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第二低压

二极管芯片上，所述第三高压二极管芯片并联于串联后的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第三低压

二极管芯片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散热电极框

架，设置于正常电流输入端的焊接部与组件旁路电流输入端的焊接部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低压二极管芯片

具有P结与N结，且该低压二极管芯片的N结电连接该位于右侧的低压电极框架上，同时该低

压二极管芯片的P结通过跳线电连接于左侧的低压电极框架上。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二极管芯

片具有P结与N结，且该高压二极管芯片的N结电连接该位于右侧的高压电极框架上，同时该

高压二极管芯片的P结通过跳线电连接于左侧的高压电极框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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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伏组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了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能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光伏组件被大量应用于太阳能发电，而光伏接线盒用

于实现光伏组件与外部电源组件的互联，将光伏组件的电力输出到外部。当光伏组件内部

电池出现隐裂或者被阴影遮挡产生热斑效应时，光伏组件接线盒组装的肖特基二极管充当

光伏组件的旁路保护装置，从而保证了光伏组件的正常运转。

[0003] 光伏电源管理模块是太阳能光伏接线盒中的一个重要部件，可同时用于各种组件

的光伏面板的接线盒中，用以在出现热斑效应时保护光照组件所产生的能量可能被遮蔽的

电池组件所消耗。通常，该光伏组件接线盒中的二极管芯片通过铆接或压接或焊接或通过

辅助元件插接在导电体上，且通过二极管的管脚传散热。这样，该二极管芯片的PN  结上产

生的热量难以散掉，导致二极管芯片温升较高，容易损坏，而且现有的技术中二极管芯片损

坏后，保护性的旁路作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了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

块，爬电距离加长，具有组件旁路输出，具有不易出现热损坏的特点。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

包括至少两个低压电极框架，相邻的低压电极框架之间设置有低压二极管芯片；所述低压

电极框架的上部开设有汇流带引出孔，位于左侧的低压电极框架的下部设有正常电流输入

端的焊接部，位于右侧的低压电极框架设有正常电流输出端的焊接部；还包括两个高压电

极框架，两个高压电极框架之间设置有高压二极管芯片；所述高压二极管芯片与低压二极

管芯片共负极连接，位于左侧的高压电极框架设有组件旁路电流输入端的焊接部，位于右

侧的高压电极框架设有采样信号输出端的焊接部。

[000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一控制电极框架，该控制电极框架设有一控制后输出

端的焊接部，所述控制后输出端通过单刀双掷开关分别与正常电流输入端、组件旁路电流

输入端连接。

[0007]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组件旁路电流输入端的焊接部与正常电流输入端的焊接

部直接相连。

[0008]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低压电极框架有4个，分别为第一低压电极框架、第二低

压电极框架、第三低压电极框架以及第四低压电极框架，在所述第一低压电极框架、第二低

压电极框架之间设置有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在所述第二低压电极框架、第三低压电极框

架之间设置有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在所述第三低压电极框架与第四低压电极框架之间设

置有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所述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第三低压二极

管芯片串联连接，其中，所述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的输入端连接于正常电流输入端的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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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的输出端连接于正常电流输出端的焊接部。

[0009]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第一低压电极框架的下部为正常电流输入端的焊接部。

[0010]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第四低压电极框架的下部为正常电流输出端的焊接部，

其中位于右侧的高压电极框架的采样信号输出端的焊接部与第四低压电极框架的下部为

正常电流输出端的焊接部为同一焊接部。

[0011]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高压二极管芯片有三个，分别为第一高压二极管芯片、第

二高压二极管芯片、第三高压二极管芯片，所述第一高压二极管芯片并联于串联后的第一

低压二极管芯片、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上；所述第二高压二极管芯片

并联于串联后的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上，所述第三高压二极管芯片

并联于串联后的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上。

[0012]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还包括一散热电极框架，设置于正常电流输入端的焊接部与

组件旁路电流输入端的焊接部之间。

[0013]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低压二极管芯片具有P结与N结，且该低压二极管芯片的N

结电连接该位于右侧的低压电极框架上，同时该低压二极管芯片的P结通过跳线电连接于

左侧的低压电极框架上。

[0014]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高压二极管芯片具有P结与N结，且该高压二极管芯片的N

结电连接该位于右侧的高压电极框架上，同时该高压二极管芯片的P结通过跳线电连接于

左侧的高压电极框架上。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爬电距离加

长，还具有组件旁路输出的功能，具有不易出现热损坏的特点，进一步保障了使用性，散热

功能好。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中实施例1-1中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中实施例1-1中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的内部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中实施例1-1中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的原理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中实施例1-2中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中实施例1-2中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的内部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中实施例1-2中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的原理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中实施例1-3中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是本发明中实施例1-3中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的内部示意图；

[0024] 图9是本发明中实施例1-3中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的原理图；

[0025] 图10是本发明中智能接线盒的俯视图；

[0026] 图11是本发明中智能接线盒的仰视图；

[0027] 图12是本发明中图5的A-A向剖视图；

[0028] 图13是本发明中带有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的智能接线盒的爆炸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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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0] 实施例1：

[0031] 如图1~3所示，一种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包括至少两个低压电极框架11，相邻的

低压电极框架11之间设置有低压二极管芯片12；所述低压电极框架11的上部开设有汇流带

引出孔13，位于左侧的低压电极框架11的下部设有正常电流输入端14的焊接部，位于右侧

的低压电极框架11设有正常电流输出端15的焊接部；还包括两个高压电极框架16，两个高

压电极框架16之间设置有高压二极管芯片17；所述高压二极管芯片17与低压二极管芯片12

共负极连接，位于左侧的高压电极框架16设有组件旁路电流输入端18的焊接部，位于右侧

的高压电极框架16设有采样信号输出端15的焊接部。

[0032] 作为一种优选实施例1-1，如图1~3所示，还包括一控制电极框架19，该控制电极框

架19设有一控制后输出端110的焊接部，所述控制后输出端110通过单刀双掷开关111分别

与正常电流输入端14、组件旁路电流输入端18连接。

[0033] 具体的，所述低压电极框架11有4个，分别为第一低压电极框架113、第二低压电极

框架114、第三低压电极框架115以及第四低压电极框架116，在所述第一低压电极框架113、

第二低压电极框架114之间设置有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117，在所述第二低压电极框架114、

第三低压电极框架115之间设置有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在所述第三低压电极框架115

与第四低压电极框架116之间设置有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所述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

117、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串联连接，其中，所述第一低压二极

管芯片117的输入端连接于正常电流输入端14的焊接部，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的输出端

连接于正常电流输出端15的焊接部。

[0034] 具体的，所述第一低压电极框架113的下部为正常电流输入端14的焊接部。

[0035] 具体的，所述第四低压电极框架116的下部为正常电流输出端15的焊接部，其中位

于右侧的高压电极框架16的采样信号输出端15的焊接部与第四低压电极框架116的下部为

正常电流输出端15的焊接部为同一焊接部，因此这里正常电流输出端15与采样信号输出端

15在图示中均采用标注号15。

[0036] 具体的，还包括一散热电极框架112，设置于正常电流输入端14的焊接部与组件旁

路电流输入端18的焊接部之间，能够进一步的增大散热功效，防止损坏。

[0037] 更为具体的，各个框架的焊接部均为一扁平状的铜片，代替原先的体积大的铆接，

能够减少耗材。

[0038] 具体的，所述低压二极管芯片12具有P结与N结，且该低压二极管芯片12的N结电连

接该位于右侧的低压电极框架11上，同时该低压二极管芯片12的P结通过跳线120电连接于

左侧的低压电极框架11上。

[0039] 具体的，所述高压二极管芯片17具有P结与N结，且该高压二极管芯片17的N结电连

接该位于右侧的高压电极框架16上，同时该高压二极管芯片17的P结通过跳线120电连接于

左侧的高压电极框架16上。

[0040] 采用此结构的二极管芯片连接方式，不仅产生的热量较小，散热较好，且不易融化

出现热损坏的现象；其中跳线120为金属铜制成。

[0041] 具体的，所述低压二极管芯片12、高压二极管芯片17、跳线120的外部封装有环氧

树脂层121，塑封性能好，使用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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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具体实施时，在本实施例中，在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117上并联有第一电池122、在

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上并联有第二电池123、在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上并联有第三

电池124，当第一电池122、第二电池123、第三电池124均正常工作时，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

117、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均不导通，控制后输出端110通过单

刀双掷开关111与正常电流输入端14连接，高压二极管芯片17不导通，连接于控制后输出端

110与正常电流输出端15之间的采样设备125正常工作；当第一电池122损坏，第二电池123、

第三电池124均正常工作时，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117导通，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第三

低压二极管芯片119均不导通，控制后输出端110通过单刀双掷开关111与正常电流输入端

14连接，高压二极管芯片17不导通，连接于控制后输出端110与正常电流输出端15之间的采

样设备125正常工作；当第一电池122、第二电池123损坏，第三电池124正常工作时，第一低

压二极管芯片117、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导通，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不导通，控制后

输出端110通过单刀双掷开关111与正常电流输入端14连接，高压二极管芯片17不导通，连

接于控制后输出端110与正常电流输出端15之间的采样设备125正常工作；当第一电池122、

第二电池123、第三电池124均损坏时，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117、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

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均导通，控制后输出端110通过单刀双掷开关111与组件旁路输入

端18连接，高压二极管芯片17导通，连接于控制后输出端110与采样信号输出端15之间的采

样设备125正常工作。本发明设置了组件旁路输出的功能，进一步保障了使用性。

[0043] 作为一种优选实施例1-2，如图4~6所示，与实施例1-1的区别在于：所述组件旁路

电流输入端18的焊接部与正常电流输入端14的焊接部直接相连。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1的

基础上结构简单，减少成本，使用寿命长。

[0044] 具体实施时，当第一电池122、第二电池123、第三电池124均正常工作时，第一低压

二极管芯片117、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均不导通，高压二极管

芯片17不导通；当第一电池122损坏，第二电池123、第三电池124均正常工作时，第一低压二

极管芯片117导通，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均不导通，高压二极

管芯片17不导通；当第一电池122、第二电池123损坏，第三电池124正常工作时，第一低压二

极管芯片117、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导通，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不导通，高压二极管

芯片17不导通；当第一电池122、第二电池123、第三电池124均损坏时，高压二极管芯片17导

通，进一步的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117、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

均不导通。

[0045] 作为一种优选实施例1-3，如图7~9所示，与实施例1-2的区别在于：所述高压二极

管芯片17有三个，分别为第一高压二极管芯片171、第二高压二极管芯片172、第三高压二极

管芯片173，所述第一高压二极管芯片173并联于串联后的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117、第二低

压二极管芯片118、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上；所述第二高压二极管芯片171并联于串联后

的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117、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上，所述第三高压二极管芯片172并联

于串联后的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上。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2的

基础上的温升效果更好。

[0046] 具体实施时，当第一电池122、第二电池123、第三电池124均正常工作时，第一低压

二极管芯片117、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均不导通，第一高压二

极管芯片171不导通、第二高压二极管芯片172不导通、第三高压二极管芯片173不导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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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电池122损坏，第二电池123、第三电池124均正常工作时，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117导

通，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均不导通，第一高压二极管芯片171

不导通、第二高压二极管芯片172不导通、第三高压二极管芯片173不导通；当第一电池122、

第二电池123损坏，第三电池124正常工作时，第一高压二极管芯片171导通、第二高压二极

管芯片172不导通、第三高压高级管芯片173不导通，进一步的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117不导

通、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不导通、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不导通；当第一电池122、第二

电池123、第三电池124均损坏时，第一高压二极管芯片171、第二高压二极管芯片172均不导

通，第三高压二极管芯片173导通，进一步的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117、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

118、第三低压二极管芯片119均不导通；当第一电池122正常工作，第二电池123、第三电池

124均损坏时，第一高压二极管芯片171不导通，第二高压二极管芯片172导通，第三高压二

极管芯片173不导通，进一步的第一低压二极管芯片117、第二低压二极管芯片118、第三低

压二极管芯片119均不导通。

[0047] 实施例2：

[0048] 如图10~13所示，一种智能接线盒，包括盒盖21、盒体22、盒底23，所述盒底23设置

于盒体22的底部并与盒体22形成一灌胶腔，所述盒盖21设置于盒体22的顶部；所述盒底23

的中部设置有止胶部24，并将盒底23分隔成上部与下部；所述盒底23的上部设置有凸台状

的汇流带引导口25，该汇流带引导口25上开设有多个凹槽26；所述盒底23的下部设置有灌

胶口27，位于底端的中间位置。

[0049] 具体的，所述盒底23的中部的两侧开设有灌胶观察孔28，方便在灌胶时进行观察。

[0050] 具体的，所述盒体22的中部两侧设置有线缆紧固容纳部29，该线缆紧固容纳部29

与灌胶观察孔28相对应，在线缆紧固容纳部29中通过压块3将线缆4设置于智能接线盒中，

该线缆4的内端连接于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1、外端延伸在该智能接线盒的外部。

[0051] 具体的，所述止胶部24为一呈波浪状的凸条，位于灌胶观察孔28的上方位置，在对

智能接线盒第一次灌胶时，防止胶水通过至智能接线盒的上部。

[0052] 具体的，所述盒底23的上部设置有第一卡件210，用于卡接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1。

[0053] 具体的，所述盒底23的下部设置有第二卡件211，用于卡接PCB板2。

[0054] 本实施例的智能接线盒整体密封，体积小，灌胶更容易通过，不同接线盒之间的光

伏线缆4连接方便。

[0055] 实施例3：

[0056] 如图1~13所示，一种带有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的智能接线盒，

[0057] 包括接线盒本体、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1、PCB板2，所述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1与

PCB板2设置于接线盒本体内；所述接线盒本体的两侧通过压块3分别设置有线缆4，该线缆4

的内端连接于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1上、外端向外延伸于接线盒本体外部；

[0058] 所述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1包括至少两个低压电极框架11，相邻的低压电极框架

11之间设置有低压二极管芯片12；所述低压电极框架11的上部开设有汇流带引出孔13，位

于左侧的低压电极框架11的下部设有正常电流输入端14的焊接部，位于右侧的低压电极框

架11设有正常电流输出端15的焊接部；所述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1还包括两个高压电极框

架16，两个高压电极框架16之间设置有高压二极管芯片17；所述高压二极管芯片17与低压

二极管芯片12共负极连接，位于左侧的高压电极框架16设有组件旁路电流输入端18的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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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于右侧的高压电极框架16设有采样信号输出端15的焊接部；所述多通道电源管理模

块1还包括一控制电极框架19，该控制电极框架19设有一控制后输出端110的焊接部，所述

控制后输出端110通过单刀双掷开关111分别与正常电流输入端14、组件旁路电流输入端18

连接；

[0059] 所述接线盒本体包括盒盖21、盒体22、盒底23，所述盒底23设置于盒体22的底部并

与盒体22形成一灌胶腔，所述盒盖21设置于盒体22的顶部；所述盒底23的中部设置有止胶

部24，并将盒底23分隔成容纳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1的上部与容纳PCB板2的下部；所述盒底

23的上部设置有与汇流带引出孔13匹配的凸台状的汇流带引导口25，该汇流带引导口25上

开设有多个凹槽26；所述盒底23的下部设置有灌胶口27，位于底端的中间位置。

[0060] 在本实施例中，采用实施例1中的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1，采用实施例2中的智能接

线盒为本实施例的接线盒本体，具体实施时，在本实施例中，将实施例1中的多通道电源管

理模块1通过第一卡件210卡接于盒底23的上部，将PCB板2通过第二卡件211卡接于盒底23

的上部，再将盒体22与盒底23连接并通过灌胶口27第一次灌胶，其中止胶部24防止胶水通

过至智能接线盒的上部，所述灌胶观察孔28用于观察灌胶时的状态，当太阳能汇流带从汇

流带引导口25引入，并从多通道电源管理模块1的汇流带引出孔13引出连接至低压电极框

架11上就进行第二次灌胶，在盒底23的上部设置有凸台状的汇流带引导口25，且该汇流带

引导口25上开设有多个凹槽26，灌胶更容易通出，灌胶结束后，在盒体22上盖上盒盖21，进

行整体的密封。

[006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形，这些改进和变形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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