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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及其控

制方法。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包括第一参考地、

第二参考地、供电电源、第一接收电路、第二接收

电路、第一反相电路、第二反相电路和隔离转换

电路。所述第一参考地和第二参考地相互隔离，

所述第一接收电路与第一参考地耦接，所述第二

接收电路与第二参考地耦接，所述供电电源直接

输出第一电源信号给第一接收电路，所述第一反

相电路和第二反相电路接收第一电源信号并产

生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反相电路输出

信号，并通过隔离转换电路输出第二电源信号给

第二接收电路。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实现了

一个供电电源同时给多个不共地的接收电路供

电，减小了系统的体积，降低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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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包括：

第一参考地，为隔离型供电电路提供第一参考地；

第二参考地，为隔离型供电电路提供第二参考地；

供电电源，为隔离型供电电路提供第一电源信号，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二

端与第一参考地耦接；

第一反相电路，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第三输入端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一输

入端用于接收一反相电路控制信号，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一端，所述第三

输入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二端，所述第一反相电路的输出端输出与反相电路控制信号互

为反相的第一反相信号；

第二反相电路，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第三输入端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一输

入端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的输出端以接收第一反相信号，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于供电电源

的第一端，所述第三输入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二端，所述第二反相电路的输出端输出与

第一反相信号互为反相的第二反相信号；

接收电路，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接收电路的第二端耦接于第二参考地；以及

隔离转换电路，根据第一反相信号和第二反相信号的差值向接收电路提供第二电源信

号，并且隔离第一参考地和第二参考地，所述隔离转换电路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

第一输出端和第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一输入端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第二

输入端耦接于第二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第一输出端耦接于接收电路的第一端，所述第

二输出端耦接于第二参考地和接收电路的第二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还包括：

第一接收电路，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一接收电路的第一端耦接于供电电

源的第一端，所述第一接收电路的第二端耦接于第一参考地和供电电源的第二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所述隔离转换电路包括：

隔离电路，用于隔离第一参考地和第二参考地，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第一输

出端和第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一输入端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第二输入端

耦接于第二反相电路的输出端；以及

整流电路，与隔离电路耦接，用于接收隔离电路的输出信号，并进行整流，输出第二电

源信号，所述整流电路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第一输出端和第二输出端，其中所述

第一输入端耦接于隔离电路的第一输出端，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于隔离电路的第二输出

端，所述第一输出端耦接于接收电路的第一端，所述第二输出端耦接于接收电路的第二端。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所述隔离电路包括：

第一电容，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一端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述

第二端耦接于整流电路的第一输入端；以及

第二电容，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一端耦接于第二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述

第二端耦接于整流电路的第二输入端。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所述隔离电路包括：

隔离变压器，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第一输出端和第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一

输入端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于第二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

述第一输出端耦接于整流电路的第一输入端，所述第二输出端耦接于整流电路的第二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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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所述整流电路包括：

第一二极管，所述第一二极管的阳极耦接于隔离电路的第一输出端，阴极耦接于接收

电路的第一输入端；

第二二极管，所述第二二极管的阳极耦接于隔离电路的第二输出端，阴极耦接于接收

电路的第一输入端；

第三二极管，所述第三二极管的阳极耦接于第二参考地，阴极耦接于第二二极管的阳

极和隔离电路的第二输出端；以及

第四二极管，所述第四二极管的阳极耦接于第二参考地，阴极耦接于第一二极管的阳

极和隔离电路的第一输出端。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还包括：

反相控制电路，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一端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的第一输

入端，用于输出反相电路控制信号，所述第二端耦接于第一参考地，所述反相电路控制信号

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的第一输入端，用于控制第一反相电路的输出信号。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还包括：

反相控制电路，根据第二电源信号控制反相电路控制信号，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

所述第一端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的第一输入端，用于输出反相电路控制信号，所述第二端

耦接于隔离转换电路的第一输出端，用于采样第二电源信号，所述反相电路控制信号耦接

于第一反相电路的第一输入端，用于控制第一反相电路的输出信号。

9.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包括：

第一参考地，为隔离型供电电路提供第一参考地；

第二参考地，为隔离型供电电路提供第二参考地；

供电电源，为隔离型供电电路提供第一电源信号，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二

端与第一参考地耦接；

反相电路，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第三输入端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一输入端

用于接收一反相电路控制信号，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一端，所述第三输入

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二端，所述反相电路的输出端输出与反相电路控制信号互为反相的

反相信号；

电源转换电路，将第一电源信号转换成第二电源信号，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和

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一输入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一端，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于供电电源

的第二端；

接收电路，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接收电路的第二端耦接于第二参考地；以及

隔离转换电路，根据所述反相信号和第二电源信号的差值向接收电路提供第三电源信

号，并且隔离第一参考地和第二参考地，所述隔离转换电路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

第一输出端和第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一输入端耦接于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第二输入

端耦接于电源转换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第一输出端耦接于接收电路的第一端，所述第二输

出端耦接于第二参考地和接收电路的第二端。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还包括：

第一接收电路，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一接收电路的第一端耦接于供电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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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第一端，所述第一接收电路的第二端耦接于第一参考地和供电电源的第二端。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所述隔离转换电路包括：

隔离电路，用于隔离第一参考地和第二参考地，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第一输

出端和第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一输入端耦接于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

于电源转换电路的输出端；以及

整流电路，与隔离电路耦接，用于接收隔离电路的输出信号，并进行整流，输出第三电

源信号，所述整流电路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第一输出端和第二输出端，其中所述

第一输入端耦接于隔离电路的第一输出端，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于隔离电路的第二输出

端，所述第一输出端耦接于接收电路的第一端，所述第二输出端耦接于接收电路的第二端。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所述隔离电路包括：

第一电容，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一端耦接于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第二

端耦接于整流电路的第一输入端；以及

第二电容，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一端耦接于电源转换电路的输出端，所述

第二端耦接于整流电路的第二输入端。

13.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所述隔离电路包括：

隔离变压器，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第一输出端和第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一

输入端耦接于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于电源转换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第

一输出端耦接于整流电路的第一输入端，所述第二输出端耦接于整流电路的第二输入端。

14.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所述整流电路包括：

第一二极管，所述第一二极管的阳极耦接于隔离电路的第一输出端，阴极耦接于接收

电路的第一输入端；

第二二极管，所述第二二极管的阳极耦接于隔离电路的第二输出端，阴极耦接于接收

电路的第一输入端；

第三二极管，所述第三二极管的阳极耦接于第二参考地，阴极耦接于第二二极管的阳

极和隔离电路的第二输出端；以及

第四二极管，所述第四二极管的阳极耦接于第二参考地，阴极耦接于第一二极管的阳

极和隔离电路的第一输出端。

15.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所述电源转换电路包括：

第三电容，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一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一输出端，所述

第二端耦接于隔离转换电路的第二输入端；以及

第四电容，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一端耦接于第三电容的第二端和隔离转

换电路的第二输入端，所述第二端耦接于第一参考地和供电电源的第二输出端。

16.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还包括：

反相控制电路，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一端耦接于反相电路的第一输入端，

用于输出反相电路控制信号，所述第二端耦接于第一参考地，所述反相电路控制信号耦接

于反相电路的第一输入端，用于控制反相电路的输出信号。

17.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隔离型供电电路，还包括：

反相控制电路，根据第三电源信号控制反相电路控制信号，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

所述第一端耦接于反相电路的第一输入端，用于输出反相电路控制信号，所述第二端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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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隔离转换电路的第一输出端，用于采样第三电源信号，所述反相电路控制信号耦接于反

相电路的第一输入端，用于控制反相电路的输出信号。

18.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的控制方法，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包括第一参考地、第二参考

地、提供第一电源信号的供电电源、第一接收电路和第二接收电路，所述控制方法包括：

将第一接收电路与供电电源耦接，接收第一电源信号，其中所述第一接收电路与供电

电源均与第一参考地耦接；

将一反相电路控制信号与第一反相电路耦接，用以控制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

反相电路输出信号；

利用第一反相电路和第二反相电路将第一电源信号和所述反相电路控制信号转换成

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所述第二反相电路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

的输出端，其中所述反相电路控制信号与所述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互为反相，所述第一

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互为反相；

将隔离转换电路与第一反相电路和第二反相电路耦接，接收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

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根据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与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的差值产生

第二电源信号，所述隔离转换电路也用于隔离第一参考地和第二参考地；以及

将所述第二接收电路与隔离转换电路耦接，接收第二电源信号，所述第二接收电路与

第二参考地耦接。

19.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的控制方法，还包括：采样第二电源信

号，并通过一反相控制电路接收第二电源信号，产生反相电路控制信号。

20.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的控制方法，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包括第一参考地、第二参考

地、提供第一电源信号的供电电源、第一接收电路和第二接收电路，所述控制方法包括：

将第一接收电路与供电电源耦接，接收第一电源信号，其中所述第一接收电路与供电

电源均与第一参考地耦接；

将一反相电路控制信号与一反相电路耦接，用以控制反相电路产生反相电路输出信

号；

利用反相电路和电源转换电路将所述反相电路控制信号和第一电源信号分别转换成

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电源信号，所述电源转换电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两端，所述反相

电路也耦接于供电电源的两端，其中所述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反相电路控制信号互为反

相；

将隔离转换电路分别与反相电路和电源转换电路耦接，用以接收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

第二电源信号，根据所述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电源信号的差值产生第三电源信号，所

述隔离转换电路也用于隔离第一参考地和第二参考地；以及

将所述第二接收电路与隔离转换电路耦接，接收第三电源信号，所述第二接收电路与

第二参考地耦接。

21.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的控制方法，还包括：采样第三电源信

号，并通过一反相控制电路接收第三电源信号，产生反相电路控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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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电路，具体但不限于涉及隔离型供电电路及其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子电路系统的应用中，往往有多个不共地的电路系统，传统的解决方案是利

用多个不共地的供电电源分别给这些不共地的电路系统供电。如图1所示，一个电子电路系

统中存在两个不共地的接收电路，分别为第一接收电路10和第二接收电路20，所述第一接

收电路10与第一参考地GND1耦接，所述第二接收电路20与第二参考地GND2耦接，在系统中，

电源P1为第一接收电路10提供电源信号Vdc1，电源P2为第二接收电路20提供电源信号

Vdc2，其中电源P1与参考地GND1耦接，电源P2与参考地GND2耦接，但是这种利用多个供电电

源的解决方案增加了系统的体积和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一个或多个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

及其控制方法。

[0004]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包括：第一参考地，为隔离型供电电路

提供第一参考地；第二参考地，为隔离型供电电路提供第二参考地；供电电源，为隔离型供

电电路提供第一电源信号，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二端与第一参考地耦接；第一

反相电路，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第三输入端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

于供电电源的第一端，所述第三输入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二端；第二反相电路，包括第一

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第三输入端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一输入端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的输

出端，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一端，所述第三输入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二

端；接收电路，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接收电路的第二端耦接于第二参考地；以及

隔离转换电路，根据第一反相电路和第二反相电路的输出信号向接收电路提供第二电源信

号，并且隔离第一参考地和第二参考地，所述隔离转换电路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

第一输出端和第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一输入端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第二

输入端耦接于第二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第一输出端耦接于接收电路的第一端，所述第

二输出端耦接于第二参考地和接收电路的第二端。

[0005]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包括：第一参考地，为隔离型供电电

路提供第一参考地；第二参考地，为隔离型供电电路提供第二参考地；供电电源，为隔离型

供电电路提供第一电源信号，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二端与第一参考地耦接；反

相电路，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第三输入端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于

供电电源的第一端，所述第三输入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二端；电源转换电路，将第一电源

信号转换成第二电源信号，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和输出端，其中所述第一输入端耦

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一端，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二端；接收电路，包括第一端

和第二端，其中所述第二接收电路的第二端耦接于第二参考地；以及隔离转换电路，根据反

说　明　书 1/9 页

6

CN 107947570 B

6



相电路和电源转换电路的输出信号向接收电路提供第三电源信号，并且隔离第一参考地和

第二参考地，所述隔离转换电路包括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第一输出端和第二输出端，

其中所述第一输入端耦接于反相电路的输出端，所述第二输入端耦接于电源转换电路的输

出端，所述第一输出端耦接于接收电路的第一端，所述第二输出端耦接于第二参考地和接

收电路的第二端。

[0006]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的控制方法，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包括

第一参考地、第二参考地、提供第一电源信号的供电电源、第一接收电路和第二接收电路，

所述控制方法包括：将第一接收电路与供电电源耦接，接收第一电源信号，其中所述第一接

收电路与供电电源均与第一参考地耦接；利用第一反相电路和第二反相电路将第一电源信

号转换成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所述第二反相电路耦接于第一

反相电路的输出端；将一反相电路控制信号与第一反相电路耦接，用以控制第一反相电路

输出信号和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将隔离转换电路与第一反相电路和第二反相电路耦

接，接收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产生第二电源信号，所述隔离转

换电路也用于隔离第一参考地和第二参考地；以及将所述第二接收电路与隔离转换电路耦

接，接收第二电源信号，所述第二接收电路与第二参考地耦接。

[0007]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的控制方法，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包括

第一参考地、第二参考地、提供第一电源信号的供电电源、第一接收电路和第二接收电路，

所述控制方法包括：将第一接收电路与供电电源耦接，接收第一电源信号，其中所述第一接

收电路与供电电源均与第一参考地耦接；利用反相电路和电源转换电路将第一电源信号转

换成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电源信号，所述电源转换电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两端，所述

反相电路也耦接于供电电源的两端；将一反相电路控制信号与反相电路耦接，用以控制反

相电路输出信号；将隔离转换电路分别与反相电路和电源转换电路耦接，用以接收反相电

路输出信号和第二电源信号，产生第三电源信号，所述隔离转换电路也用于隔离第一参考

地和第二参考地；以及将所述第二接收电路与隔离转换电路耦接，接收第三电源信号，所述

第二接收电路与第二参考地耦接。

[0008]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及其控制方法，实现了一个供电电源同时给

多个不共地的接收电路供电，缩小了系统的体积，降低了成本。

附图说明

[0009]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将根据以下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10]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传统供电电路001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2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转换电路23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示出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隔离转换电路23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3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15] 图6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4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16] 图7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5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17] 图8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6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18] 图9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7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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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10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8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20] 图11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9的电路结构示意图；

[0021] 图12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的控制方法流程图；

[0022] 图13示出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的控制方法流程图。

[0023] 贯穿所有附图相同的附图标记表示相同或相似的部件或特征。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应当注意，这里描述的实施例只用来举例

说明，并不用来限制本发明。在以下描述中，为了提供对本发明的透彻理解，阐述了大量特

定细节。然而，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不必采用这些特定细节来实行本发

明。在其他实例中，为了避免混淆本发明，未具体描述公知的电路、材料或方法。

[0025] 在整个说明书中，对“一个实施例”、“实施例”、“一个示例”或“示例”的提及意味

着：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特定特征、结构或特性被包含在本发明至少一个实施例中。

因此，在整个说明书的各个地方出现的短语“在一个实施例中”、“在实施例中”、“一个示例”

或“示例”不一定都指同一实施例或示例。此外，可以以任何适当的组合和/或子组合将特定

的特征、结构或特性组合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此外，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在此提供的附图都是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且附图不一定是按比例绘制的。应当理解，当

称元件“连接到”或“耦接至”另一元件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或耦接到另一元件或者可以存

在中间元件。相反，当称元件“直接连接到”或“直接耦接至”另一元件时，不存在中间元件。

相同的附图标记指示相同的元件。这里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关列出的项

目的任何和所有组合。

[0026] 针对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本发明的实施例提出了一种隔离型供电电路及其控

制方法，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包括第一参考地、第二参考地、供电电源、第一接收电路、第二

接收电路、第一反相电路、第二反相电路和隔离转换电路。所述第一参考地和第二参考地通

过隔离转换电路相互隔离，所述第一接收电路与第一参考地耦接，所述第二接收电路与第

二参考地耦接，所述供电电源输出第一电源信号，所述第一接收电路接收第一电源信号，所

述第一反相电路和第二反相电路接收第一电源信号，通过一反相电路控制信号控制第一反

相电路和第二反相电路的输出信号，并通过隔离转换电路输出第二电源信号，所述第二接

收电路接收第二电源信号。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实现了一个供电电源同时给多个不共

地的接收电路供电，减小了系统的体积，降低了成本。

[0027] 图2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2的电路结构示意图。所述隔离

型供电电路002包括：第一参考地GND1、第二参考地GND2、提供第一电源信号Vdc的供电电源

P1、第一接收电路10、第二接收电路20、第一反相电路21、第二反相电路22、反相控制电路24

和隔离转换电路23。其中所述第一接收电路10与第一参考地GND1耦接，第二接收电路20与

第二参考地GND2耦接，第一参考地GND1和第二参考地GND2相互隔离。

[0028] 在图2所示实施例中，所述供电电源P1具有第一端00和第二端01，所述第二输出端

01与第一参考地GND1耦接，所述第一接收电路10具有第一端101和第二端102，其中第一接

收电路10的第一端101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一端00，用于接收第一电源信号Vdc，第一接收

电路10的第二端102耦接于供电电源的第二端01和第一参考地GN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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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在图2所示实施例中，所述反相控制电路24产生一反相电路控制信号ctrl1以控制

第一反相电路21，所述反相控制电路具有第一端241和第二端242，其中第一端241耦接于第

一参考地GND1和供电电源P1的第二端01，在一个实施例中，反相电路控制信号ctrl1可以是

方波。所述第一反相电路21具有第一输入端211、第二输入端212、第三输入端213和输出端

214，所述第一反相电路21的第一输入端211耦接于反相控制电路24的第二端242以接收反

相电路控制信号ctrl1，所述第二输入端212耦接于供电电源P1的第一端00以接收第一电源

信号Vdc，所述第三输入端213耦接于第一参考地GND1和供电电源P1的第二端01，所述输出

端214输出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反相电路22具有第一输入端

221、第二输入端222、第三输入端223和输出端224，所述第一输入端221耦接于第一反相电

路21的输出端214，用于接收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所述第二输入端222耦接于供电电源

P1的第一端00，用于接收第一电源信号Vdc，所述第三输入端223耦接于第一参考地GND1和

供电电源P1的第二端01，所述输出端224输出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

[0030] 在图2所示实施例中，所述隔离转换电路23具有第一输入端231、第二输入端232、

第一输出端233和第二输出端234，所述第一输入端231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21的输出端

214，用于接收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所述第二输入端232耦接于第二反相电路22的输出

端224，用于接收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所述隔离转换电路23根据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

和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产生第二电源信号Vout，所述隔离转换电路23的第一输出端233

用于输出第二电源信号Vout，所述第二输出端234耦接于第二参考地GND2，所述隔离转换电

路23也用于隔离第一参考地GND1和第二参考地GND2。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二接收电路

具有第一端201和第二端202，其中所述第一端201耦接于隔离转换电路23的第一输出端

233，用于接收第二电源信号Vout，所述第二端234耦接于第二参考地GND2和隔离转换电路

23的第二输出端234.

[0031] 图2所示实施例中，供电电源P1既给第一接收电路10供电，也给第二接收电路20供

电，并且第一接收电路10和第二接收电路20不共地，这就降低了系统的成本，减小了系统的

体积。

[0032] 图3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转换电路23的电路结构示意图。所述隔离转

换电路23包括隔离电路25、整流电路26和输出电容Cout。所述输出电容Cout具有第一端280

和第二端281，用于提供第二电源信号Vout。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隔离电路25包括第一电

容C1和第二电容C2，所述第一电容C1具有第一端251和第二端253，所述第一端251与隔离转

换电路23的第一输入端231为同一端口，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21的输出端214，所述第二电

容C2具有第一端252和第二端254，所述第一端252与隔离转换电路23的第二输入端232为同

一端口，耦接于第二反相电路22的输出端224，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隔离电路25用于隔离

第一参考地GND1和第二参考地GND2。在图2所示实施例中，所述整流电路26具有第一二极管

D1、第二二极管D2、第三二极管D3和第四二极管D4，所述整流电路26具有第一输入端261、第

二输入端262、第一输出端263和第二输出端264，所述整流电路26的第一输入端261耦接于

隔离电路25的第一输出端253，用于接收经过隔离后的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所述整流电

路26的第二输入端262耦接于隔离电路25的第二输出端254，用于接收经过隔离后的第二反

相电路输出信号，所述第一二极管D1的阳极和所述第四二极管D4的阴极共同耦接于第一电

容C1的第二端253，所述第二二极管D2的阳极和所述第三二极管D3的阴极共同耦接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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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C2的第二端254，所述第一二极管D1的阴极和所述第二二极管D2的阴极共同耦接于第

二接收电路20的第一输入端201，所述第三二极管D3的阳极和所述第四二极管D4的阳极共

同耦接于第二参考地GND2和第二接收电路20的第二输入端202,。所述输出电容Cout的第一

端280耦接于第二接收电路20的第一输入端201和整流电路的第一输出端263，所述输出电

容Cout的第二端281耦接于第二参考地GND2和第二接收电路20的第二输入端202。

[0033] 图4示出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隔离转换电路23的电路结构示意图。图4所示的

隔离转换电路23与图3所示的隔离转换电路23的区别在于，图4所示的隔离转换电路23包括

隔离电路27，所述隔离电路27具有第一输入端271、第二输入端272、第一输出端273和第二

输出端274，所述第一输入端271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21的输出端214，所述第二输入端272

耦接于第二反相电路22的输出端224，所述第一输出端273和第二输出端274分别输出经过

隔离后的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隔离电

路27包括一个隔离变压器L。

[0034] 图5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3的电路结构示意图。图5所示

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3与图2所示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2的区别在于，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

003包括反相控制电路24，所述反相控制电路24具有第一端241和第二端242，所述第一端

241耦接于隔离转换电路23的第一输出端233，用于接收第二电源信号Vout，所述第二端242

输出反相电路控制信号ctrl1，所述反相控制电路根据第二电源信号Vout产生反相电路控

制信号ctrl1。在一个实施例中，反相控制电路可以在第二电源信号Vout超过一定值Value

时，输出电源控制信号ctrl1固定输出0或1以控制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反相电路

输出信号不再翻转，从而隔离转换电路停止工作；当第二电源信号Vout低于一定值Value

时，输出电源控制信号ctrl1开始翻转，隔离转换电路开始工作，从而实现第二电源信号

Vout为一个带可控纹波的恒定值Value。

[0035] 图6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4的电路结构示意图。图6所示

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4与图2所示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2的区别在于，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

004包括电源转换电路29，所述电源转换电路29根据第一电源信号Vdc产生第二供电电源信

号V2，所述电源转换电路29具有第一输入端291、第二输入端292和输出端293，其中所述第

一输入端291耦接于所述供电电源P1的第一端00，用于接收第一电源信号Vdc，所述第二输

入端292耦接于第一参考地GND1和所述供电电源P1的第二端01，所述输出端293耦接于隔离

转换电路的第二输入端232，用于输出第二电源信号V2。在图6所示实施例中，所述隔离转换

电路23的第一输入端231接收反相电路21的输出信号，第二输入端232接收第二电源信号

V2，并根据反相电路21的输出信号和第二电源信号V2产生第三电源信号Vout。

[0036] 图7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5的电路结构示意图。图7所示

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5与图6所示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4的区别在于，图7所示的隔离型供电

电路005包括反相控制电路24，所述反相控制电路24具有第一端241和第二端242，所述第一

端241耦接于隔离转换电路23的第一输出端233，用于接收第三电源信号Vout，所述第二端

242输出反相电路控制信号ctrl1，所述反相控制电路根据第三电源信号Vout产生反相电路

控制信号ctrl1。在一个实施例中，反相控制电路可以在第三电源信号Vout超过一定值

Value时，输出电源控制信号ctrl1固定输出0或1以控制反相电路输出不再翻转，从而隔离

转换电路停止工作；当第三电源信号Vout低于一定值Value时，输出电源控制信号ctrl1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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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翻转，隔离转换电路开始工作，从而实现第二电源信号Vout为一个带可控纹波的恒定值

Value。

[0037] 图8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6的电路结构示意图。图8所示

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6与图2所示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2的区别在于，图8所示的隔离型供电

电路006还包括第三接收电路、第四接收电路等多个不共地的接收电路，在图8中用第n接收

电路进行表示，其中n为大于等于3的自然数；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006还具有第三参考地、

第四参考地等多个不共地的接收电路，在图8中用第n参考地GNDn进行表示，其中n为大于等

于3的自然数；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006还包括隔离转换电路33、隔离转换电路43等多个不

共地的隔离转换电路，在图8中用隔离转换电路n3进行表示，其中n为大于等于3的自然数。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隔离转换电路n3具有第一输入端n31、第二输入端n32、第一输出端

n33和第二输出端n34，所述第一输入端n31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21的输出端214，用于接收

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所述第二输入端n32耦接于第二反相电路22的输出端224，用于接

收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所述隔离转换电路n3根据第一反相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反相电

路输出信号产生第n电源信号Voutn，所述隔离转换电路n3还用于隔离第一参考地GND1和第

n参考地GNDn。所述第n接收电路n0具有第一输入端n01和第二输入端n02，所述第一输入端

n01耦接于隔离转换电路n3的第一输出端n33，用于接收第n电源信号Voutn，所述第二输入

端n02耦接于第n参考地GNDn和隔离转换电路n3的第二输出端n34。图8所示的隔离型供电电

路006实现了一个供电电源同时给n个接收电路供电，n为大于等于3的自然数，降低了系统

的成本，缩小了系统的体积。

[0038] 图9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7的电路结构示意图，图9所示

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7与图5所示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3的区别在于，图9所示的隔离型供电

电路007还包括除第一参考地GND1和第二参考地GND2之外的其它参考地，在图9中用第n参

考地GNDn表示，其中n为大于等于3的自然数，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还包括除第一反相电路

21和第二反相电路22之外的其它反相电路，在图9中用反相电路n1和反相电路n2表示，其中

n为大于等于3的自然数，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007还包括除反相电路控制信号ctrl1之外的

其它反相电路控制信号，在图9中用反相电路控制信号ctrln表示，其中n为大于等于3的自

然数，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007还包括除隔离转换电路23之外的其它隔离转换电路，在图9

中用隔离转换电路n3表示，其中n为大于等于3的自然数，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007还包括除

第一接收电路10和第二接收电路20之外的其它不共地的接收电路，在图9中用第n接收电路

n0表示，其中n为大于等于3的自然数，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007还产生出第二电源信号以外

的电源信号，在图9中用第n电源信号Voutn表示。

[0039] 在图9所示实施例中，所述隔离型供电电路007包括反相控制电路24，所述反相控

制电路24具有除第一端241和第二端242以外的其它端，在图9中用端口242n和端口241n表

示，其中n为大于等于3的自然数，所述端口241n耦接于隔离转换电路n3的第一输出端n33，

用于接收第n电源信号Voutn，所述端口242n输出反相电路控制信号ctrln，所述反相控制电

路24根据第n电源信号Voutn产生反相电路控制信号ctrln。在一个实施例中，反相控制电路

24可以在第n电源信号Voutn超过一定值Valuen时，输出电源控制信号ctrln固定输出0或1

以控制反相电路n1输出不再翻转，从而隔离转换电路n3停止工作；当第n电源信号Voutn低

于一定值Valuen时，输出电源控制信号ctrln开始翻转，隔离转换电路n3开始工作，从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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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第n电源信号Voutn为一个带可控纹波的恒定值Valuen。

[0040] 在图9所示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反相电路n1具有第一输入端n11、第二输入端n12、

第三输入端n13和输出端n14，所述反相电路n1的第一输入端n11耦接于反相控制电路24的

端口242n以接收反相电路控制信号ctrln，所述第二输入端n12耦接于供电电源P1的第一端

00以接收第一电源信号Vdc，所述第三输入端n13耦接于第一参考地GND1和供电电源P1的第

二端01，所述输出端n14输出反相电路n1的输出信号。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反相电路n2具

有第一输入端n21、第二输入端n22、第三输入端n23和输出端n24，所述第一输入端n21耦接

于反相电路n1的输出端n14，用于接收第反相电路n1的输出信号，所述第二输入端n22耦接

于供电电源P1的第一端00，用于接收第一电源信号Vdc，所述第三输入端n23耦接于第一参

考地GND1和供电电源P1的第二端01，所述第一输出端n24输出反相电路n2的输出信号。

[0041] 在图9所示实施例中，所述隔离转换电路n3具有第一输入端n31、第二输入端n32、

第一输出端n33和第二输出端n34，所述第一输入端n31耦接于反相电路n1的输出端n14，用

于接收反相电路n1的输出信号，所述第二输入端n32耦接于反相电路n2的输出端n24，用于

接收反相电路n2的输出信号，所述隔离转换电路n3根据反相电路n1的输出信号和反相电路

n2的输出信号产生第n电源信号Voutn，所述隔离转换电路n3的第一输出端n33用于输出第n

电源信号Voutn，所述第二输出端n34耦接于第n参考地GNDn，所述隔离转换电路n3也用于隔

离第一参考地GND1和第n参考地GNDn。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n接收电路具有第一端n01和

第二端n02，其中所述第一端n01耦接于隔离转换电路n3的第一输出端n33，用于接收第n电

源信号Voutn，所述第二端n02耦接于第n参考地GNDn和隔离转换电路n3的第二输出端n34。

[0042] 图10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8的电路结构示意图，图10所

示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8与图8所示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6的区别在于，图10所示的隔离型

供电电路008包括电源转换电路29，所述电源转换电路29根据第一电源信号Vdc产生电源转

换信号V2，所述电源转换电路29具有第一输入端291、第二输入端292和输出端293，其中所

述第一输入端291耦接于所述供电电源P1的第一端00，用于接收第一电源信号Vdc，所述第

二输入端291耦接于第一参考地GND1和所述供电电源P1的第二端01，所述输出端293耦接于

隔离转换电路的第二输入端232，用于输出电源转换信号V2。在图10所示实施例中，所述隔

离转换电路23的第一输入端231接收反相电路21的输出信号和电源转换信号V2，并根据反

相电路21的输出信号和电源转换信号V2产生第二电源信号Vout。所述隔离转换电路n3的第

一输入端n31耦接于反相电路21的输出端214以接收反相电路21的输出信号，所述隔离转换

电路n3的第二输入端n32耦接于电源转换电路29的输出端293以接收电源转换信号V2，所述

隔离转换电路n3根据反相电路21的输出信号和电源转换信号V2产生第n电源信号Voutn，所

述隔离转换电路的第二输出端n34耦接于第n参考地GNDn。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n接收电

路n0的第一输入端n01耦接于所述隔离转换电路n3的第一输出端n33以接收第n电源信号

Voutn，所述第n接收电路n0的第二输入端n02耦接于第n参考地GNDn和所述隔离转换电路n3

的第二输出端n34.

[0043] 图11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9的电路结构示意图，图11所

示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9与图9所示的隔离型供电电路007的区别在于，图11所示的隔离型

供电电路009包括电源转换电路29，所述电源转换电路29根据第一电源信号Vdc产生电源转

换信号V2，所述电源转换电路29具有第一输入端291、第二输入端292和输出端293，其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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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输入端291耦接于所述供电电源P1的第一端00，用于接收第一电源信号Vdc，所述第

二输入端291耦接于第一参考地GND1和所述供电电源P1的第二端01，所述输出端293耦接于

隔离转换电路的第二输入端232，用于输出电源转换信号V2。在图11所示实施例中，所述隔

离转换电路23的第一输入端231接收反相电路21的输出信号，第二输入端232接收电源转换

信号V2，并根据反相电路21的输出信号和电源转换信号V2产生第二电源信号Vout。所述隔

离型供电电路009包括除电源转换电路29以外的其它多个电源转换电路，在图11中用电源

转换电路n9表示，其中n为大于等于3的自然数，所述电源转换电路n9根据第一电源信号Vdc

产生电源转换信号Vn，所述电源转换电路n9具有第一输入端n91、第二输入端n92和输出端

n93，其中所述第一输入端n91耦接于所述供电电源P1的第一端00，用于接收第一电源信号

Vdc，所述第二输入端n91耦接于第一参考地GND1和所述供电电源P1的第二端01，所述输出

端n93耦接于隔离转换电路n3的第二输入端n32，用于输出电源转换信号Vn。在图11所示实

施例中，所述隔离转换电路n3的第一输入端n31接收反相电路n1的输出信号n14，第二输入

端n32接收电源转换信号Vn，并根据反相电路n1的输出信号n14和电源转换信号Vn产生第n

电源信号Voutn。

[0044] 图12示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的控制方法流程图，所述隔离型

供电电路包括，所述控制方法包括步骤S101～S105。

[0045] 步骤S101，将第一接收电路与供电电源耦接，接收第一电源信号，其中所述第一接

收电路与供电电源均与第一参考地耦接；

[0046] 步骤S102，利用第一反相电路和第二反相电路将第一电源信号转换成第一反相电

路输出信号和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所述第二反相电路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的输出端；

[0047] 步骤S103，将一反相电路控制信号与第一反相电路耦接，用以控制第一反相电路

输出信号和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

[0048] 步骤S104，将隔离转换电路与第一反相电路和第二反相电路耦接，接收第一反相

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产生第二电源信号，所述隔离转换电路也用于隔

离第一参考地和第二参考地；

[0049] 步骤S105，将所述第二接收电路与隔离转换电路耦接，接收第二电源信号，所述第

二接收电路与第二参考地耦接。

[0050] 所述反相电路控制信号由一反相控制电路产生，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反相控制

电路耦接于第一反相电路和第一参考地之间，可以为一个方波发生器，提供方波信号给第

一反相电路；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反相控制电路接收第二电源信号，可以根据第二电压

信号产生方波信号给第一反相电路，在一个实施例中，反相控制电路可以在第二电源信号

Vout到达一定值Value时，输出电源控制信号ctrl1固定输出0或1以控制第一反相电路和第

二反相电路输出信号不翻转，从而隔离转换电路停止工作；当第二电源信号Vout低于一定

值Value时，输出电源控制信号ctrl1开始翻转，隔离转换电路开始工作，从而实现第二电源

信号Vout为一个带可控纹波的恒定值Value。

[0051] 图13示出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隔离型供电电路的控制方法流程图，所述隔离

型供电电路包括，所述控制方法包括步骤S201～S205：

[0052] 步骤S201，将第一接收电路与供电电源耦接，接收第一电源信号，其中所述第一接

收电路与供电电源均与第一参考地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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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步骤S202，利用一反相电路和电源转换电路将第一电源信号转换成反相电路输出

信号和第二电源信号，所述电源转换电路耦接于供电电源的两端，所述反相电路也耦接于

供电电源的两端；

[0054] 步骤S203，将一反相电路控制信号与反相电路耦接，用以控制反相电路输出信号；

[0055] 步骤S204，将隔离转换电路分别与反相电路和电源转换电路耦接，用以接收反相

电路输出信号和第二电源信号，产生第三电源信号，所述隔离转换电路也用于隔离第一参

考地和第二参考地；

[0056] 步骤S205，将所述第二接收电路与隔离转换电路耦接，接收第三电源信号，所述第

二接收电路与第二参考地耦接。

[0057] 所述反相电路控制信号由一反相控制电路产生，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反相控制

电路耦接于反相电路和第一参考地之间，可以为一个方波发生器，提供方波信号给第一反

相电路；在另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反相控制电路接收第二电源信号，可以根据第二电压信号

产生方波信号给第一反相电路，在一个实施例中，反相控制电路可以在第三电源信号Vout

超过一定值Value时，输出电源控制信号ctrl1固定输出0或1以控制反相电路输出不再翻

转，从而隔离转换电路停止工作；当第三电源信号Vout低于一定值Value时，输出电源控制

信号ctrl1开始翻转，隔离转换电路开始工作，从而实现第二电源信号Vout为一个带可控纹

波的恒定值Value。

[0058] 要注意的是，在上述的流程图中，可以根据图12、图13所示的不同指令来实施功能

框。例如，两个连续的功能框可以同时被执行，或者有时功能框也可以执行相反的指令。

[0059] 虽然已参照几个典型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但应当理解，所用的术语是说明和示

例性、而非限制性的术语。由于本发明能够以多种形式具体实施而不脱离发明的精神或实

质，所以应当理解，上述实施例不限于任何前述的细节，而应在随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精神

和范围内广泛地解释，因此落入权利要求或其等效范围内的全部变化和改型都应为随附权

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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