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011270.7

(22)申请日 2018.08.31

(71)申请人 金华安靠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321000 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G-01-

03、G-02-01地块1幢北侧

(72)发明人 王新伙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华鼎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3217

代理人 方艳

(51)Int.Cl.

B60L 53/14(2019.01)

B60L 53/66(2019.01)

B60L 55/00(2019.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及充电站充电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包括

储能装置和与之相配合的充电插座，储能装置被

配置成能够在接入所述充电插座时存储电能，包

括：能量获取电路，被配置为在与所述充电插座

电连接时从电网电力线选择性地取电；电机，与

能量获取电路电气耦合并用于驱动电动汽车移

动；单片机，连接所述能量获取电路与电机之间，

被配置成从电网电力线取电的电能，并记录此储

能装置的识别符；其中所述能量获取电路包括串

联蓄电池组，用于循环存储电能；电气耦合所述

蓄电池组的控制器，被配置成在所述储能装置接

入充电插座时，控制所述蓄电池组从电网电力线

取电或向电网电力线放电；以及控制此取电或放

电动作的电流强度。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充电站

充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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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包括电动汽车车载的储能装置和与之相配合的充电插座，

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装置包括：

能量获取电路，用于在与所述充电插座电连接时从电网电力线选择性地取电；

电机，与能量获取电路电气耦合并用于驱动电动汽车移动；

单片机，连接所述能量获取电路与电机之间，被配置成从电网电力线取电的电能，并记

录此储能装置的识别符；其中所述能量获取电路包括用于循环存储电能的串联蓄电池组以

及电气耦合所述蓄电池组的控制器，控制器用于在所述储能装置接入充电插座时，控制所

述蓄电池组从电网电力线取电或向电网电力线放电以及控制此取电或放电动作的电流强

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插座与储能装置之

间的连接是通过电缆线方式或无线电磁方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装置进一步设有射

频(RFID)电路，用于在电动汽车移动或停止时识别其可读取范围内的充电插座的对应识别

符以进行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RFID电路包括：发射电

路，被配置成测定来自其可读取范围内充电插座的识别符信号强度，并连接所述单片机以

根据所述的识别符信号强度来确定距离上最接近的充电插座；以及连接所述单片机的地理

位置信息(GIS)电路，用于识别此最接近的充电插座的地理位置。

5.一种充电站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多个电网电源，用于自电网电力线获取AC交流电并转换为DC直流电加以存储；

连接至少一个所述电网电源的可直接充电式电动汽车，其中所述电动汽车包括了权利

要求1所述的储能装置，以及连接所述储能装置的充电连接器，其中所述充电连接器包括：

接口，被配置成与所述电网电源信号相对应的多个无源组件；

吸附装置，被配置成自动贴合所述电网电源，并检测是否贴合至所述电网电源；

无源信号发送装置，在确定所述贴合操作之后向电网电源端发送充电/放电请求信息，

或改变充电/放电的电流强度；以及

传感器，被配置成通过检测所述接口的位置变化来检测所述接口是否处于稳定状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充电站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源组件为金属或磁性金

属几何阵列，用于与电网电源插座的磁性元件完整贴合，同时在所述金属或磁性金属几何

阵列中具有导电电流信号。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充电站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包括第一传感器，

用于在所述接口与电网电源处于第一接触位置时，通过无源信号发送装置向电网电源发送

第一贴合信号；以及第二传感器，用于在所述接口与电网电源处于第二接触位置时，通过无

源信号发送装置向电网电源发送第二贴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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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及充电站充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动汽车、充电站充电设备及其充电方法，具体地涉及向需要充电的

电动汽车充电/放电过程提供安全充电环境的充电机构及其充电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动汽车是能够解决能源问题的最可靠方案，近年来对电动汽车的研究正快速进

展。电动汽车为主要利用电池的电源来驱动AC(交流电)或者DC(直流电)马达从而得到动力

的汽车，大致分为电池专用电动汽车与混合电动汽车，其中电池专用电动汽车利用电池的

电源来驱动马达，并且电源消耗完毕之后进行再充电；混合电动汽车通过运行引擎来发电，

从而给电池充电，并利用该电来驱动电动马达，从而使车辆行驶。并且，混合电动汽车可分

为串联方式与并联方式，其中串联方式为从引擎输出的机械能通过发电机转换成电能，该

电能供给到电池或马达，从而使车辆始终通过马达来驱动，这样的汽车是为了增大车程而

在以往的电动汽车上追加设置引擎与发电机的概念；并联方式利用电池电源也能够使车辆

行驶，仅用引擎(汽油或者柴油)也能够驱动车辆，并联方式利用这两种动力源，并且根据行

驶条件，并联方式能够使引擎和马达同时驱动车辆。

[0003] 随着电机马达控制技术的日益发展，开发出既高输出、小型且效率又高的系统。随

着将DC马达转变成AC电机马达，输出与电动汽车的动力性能(加速性能、最高速度)大幅提

高，达到了不逊于汽油汽车的水平。随着促进高输出化的同时实现高旋转化，马达变轻量小

型化，其装载重量及体积也大幅减少。电动汽车向所装载的电池组进行充电，且利用充电的

电源来启动汽车，因此在启动时需将蓄积在电池组的电流稳定地向车辆供给。给电动汽车

充电的充电所是将装载在车辆的充电电缆连接在车辆与立式充电器之间来进行充电。或者

设置有通过射频卡(RF)认证来计费的系统的情况下，正常结束射频卡认证之后开始进行充

电。但是，就以往的电动汽车的充电系统而言，用户需携带充电电缆，并且存在电缆车架被

盗的可能性。并且，电动汽车需进行长时间的充电，有可能发生如下问题：在其充电途中如

果拔掉电缆向另一汽车连接的话，另一汽车就被充电，并且其费用仍由用户来负担。并且，

就这样的电动汽车而言，在充电站等场所为了充电而连接电缆或者连接器的情况下，为了

确认电缆或者连接器是否正常连接，除了数据或者流有充电电流的线以外还需要用于检测

是否相互正常连接的线。尤其，为了使电动汽车与充电所两方均检测连接与否，需具有两条

线。但是，通常为了识别相互连接而使用的两条线都执行识别连接的功能，即两条线执行相

同功能，因此需要重复设置。

[0004] 过去为了解除这种情况而使用一条线来识别相互连接，存在一侧识别连接而另一

侧无法识别连接的情况，即无法同时相互识别。既使用一条线又要使两侧均识别连接的情

况下，需使用通信集成电路，因此存在在简单地识别相互连接的电路中需使用不必要的价

格昂贵的部件的问题。

[0005] 因此，需要摸索出既使用一条线又可安全连接、并且简单构成电路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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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及充电站充电系统，在给

电动汽车充电时，不仅通过用户认证，还通过针对车辆的认证来防止非法接近，从而在更为

安全的环境下方便地给电动汽车充电。

[0007] 技术方案1：一种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包括电动汽车车载的储能装置和与之相配合

的充电插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装置包括：能量获取电路，用于在与所述充电插座电连

接时从电网电力线选择性地取电；电机，与能量获取电路电气耦合并用于驱动电动汽车移

动；单片机，连接所述能量获取电路与电机之间，被配置成从电网电力线取电的电能，并记

录此储能装置的识别符；其中所述能量获取电路包括用于循环存储电能的串联蓄电池组及

电气耦合所述蓄电池组的控制器，控制器用于在所述储能装置接入充电插座时，控制所述

蓄电池组从电网电力线取电或向电网电力线放电以及控制此取电或放电动作的电流强度。

[0008]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充电插座与储能装置之间的连接是通过电缆线方式或无线

电磁方式。

[0009]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储能装置进一步设有射频(RFID)电路，用于在电动汽车移

动或停止时识别其可读取范围内的充电插座的对应识别符并加以连接。

[0010]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RFID电路包括：发射电路，被配置成测定来自其可读取范围

内充电插座的识别符信号强度，并连接所述单片机以根据所述的识别符信号强度来确定距

离上最接近的充电插座；以及连接所述单片机的地理位置信息(GIS)电路，用于识别此最接

近的充电插座的地理位置。

[0011] 技术方案2：一种充电站充电系统包括：多个电网电源，用于自电网电力线获取AC

交流电并转换为DC直流电加以存储；连接至少一个所述电网电源的可直接充电式电动汽

车，其中所述电动汽车包括了所述的储能装置，以及连接所述储能装置的充电连接器，其中

所述充电连接器包括：接口，被配置成与所述电网电源信号相对应的多个无源组件；吸附装

置，被配置成自动贴合所述电网电源，并检测是否贴合至所述电网电源；无源信号发送装

置，在确定所述贴合操作之后向电网电源端发送充电/放电请求信息，或改变充电/放电的

电流强度；以及传感器，被配置成通过检测所述接口的位置变化来检测所述接口是否处于

稳定状态。

[0012]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无源组件为金属或磁性金属几何阵列，用于与电网电源插

座的磁性元件完整贴合，同时在所述金属或磁性金属几何阵列中具有导电电流信号。

[0013]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传感器包括第一传感器，用于在所述接口与电网电源处于

第一接触位置时，通过无源信号发送装置向电网电源发送第一贴合信号；以及第二传感器，

用于在所述接口与电网电源处于第二接触位置时，通过无源信号发送装置向电网电源发送

第二贴合信号。

[0014] 充电站充电系统通过吸附装置确定所述接口与电网电源端完整贴合；通过无源信

号发送装置在确定所述贴合操作之后向电网电源端发送充电/放电请求信息；以及传感器，

被配置成通过检测所述接口的位置变化来确定所述接口处于稳定状态；通过传感器来感测

所述贴合的状态，根据所述贴合状态来控制所述储能装置的取电或放电动作的电流强度。

[0015] 本发明的技术优势明显，使得电动车辆侧与充电站电源侧分别识别相互连接，由

此能够简化使两侧相互识别连接状态的电路，减少电路的复杂度，减少由此引起的风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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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于在两侧分别能够容易地识别连接与否，无需进行确认连接与否的其他确认程序，方

便的给电动汽车充电。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充电站充电系统的连接示意图；

[0017] 图2示意性地绘示出充电站充电系统的结构原理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参照图1所示，在一个由电动汽车1及其配套设备组成的电力网络中，车辆1通过车

载移动设备10连接CAN总线通讯网络2，以远程连接车载服务器终端3。另一方面，电动汽车

具有能够连接充电设施4的充电插座41的充电端13(例如插头组件)，并与插头13附接了计

量装置11以及与之连接的储能装置12，储能装置12可与地面上的无线充电设施5进行射频

(RFID)方式连接，充电设施5又可以通过数据传输线6连接车载服务器终端3，发送充电信

息。

[0019] 如图2所示，电动汽车充电装置包括电动汽车车载的储能装置12和与之相配合的

充电插座41，储能装置12被配置成能够在接入所述充电插座41时存储电能，所述储能装置

12包括能量获取电路121，被配置为在与所述充电插座41电连接时从电网电力线选择性地

取电；电机122，与能量获取电路121电气耦合并用于驱动电动汽车1的车辆移动或行驶；单

片机123，连接所述能量获取电路121与电机122之间，被配置成计算从电网电力线取电的电

能，并记录此储能装置12的识别符；其中所述能量获取电路121包括串联蓄电池组1211，用

于循环存储电能；电气耦合所述蓄电池组的控制器1212，被配置成在所述储能装置12接入

充电插座时，控制所述蓄电池组从电网电力线取电或向电网电力线放电；以及控制此取电

或放电动作的电流强度。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充电插座41与储能装置12之间的连接是通

过电缆线方式或无线电磁方式(例如磁感应式)。

[0020] 参照图2，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储能装置12，特定的为能量获取电路121进一步设

有射频(RFID)电路124，用于在电动汽车移动或停止时识别其可读取范围内的充电插座的

对应识别符并加以连接。在另一个例子中，能量获取电路包括了充电连接器13，通过充电连

接器13以电缆方式连接充电插座。

[0021]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RFID电路124包括：发射电路1241，被配置成测定来自其可

读取范围内充电插座的识别符信号强度，并连接所述单片机以根据所述的识别符信号强度

来确定距离上最接近的充电插座；以及连接所述单片机的地理位置信息(GIS)电路1242，用

于识别此最接近的充电插座41的地理位置。

[0022]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充电站充电系统包括多个电网电源，例如图1中的无线充电设

施5和充电站41或41’，用于自电网电力线获取AC交流电并转换为DC直流电加以存储；连接

至少一个所述电网电源的可直接充电式电动汽车1，其中所述电动汽车1包括了前述储能装

置12，以及连接所述储能装置的充电连接器13，其中所述充电连接器13包括：接口131，被配

置成与所述电网电源信号相对应的多个无源组件；吸附装置132，被配置成自动贴合所述电

网电源，并检测是否贴合至所述电网电源41；无源信号发送装置133，在确定所述贴合操作

之后向电网电源端发送充电/放电请求信息，或改变充电/放电的电流强度；以及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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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被配置成通过检测所述接口的位置变化来检测所述接口是否处于稳定状态。

[0023]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无源组件为电感或电容，在一个较佳例子中，通过电感方式

可以进行电磁方式的吸附。在另一个较佳例子中，通过电容的方式使得在无源组件贴合所

述充电插座41时能够触发其中的电容元件产生相互吸引的电荷或者使得插座中的电容元

件施放电信号给(例如)充电桩一个提示连接的信号。

[0024]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无源组件为金属或磁性金属几何阵列(例如圆形或平行

线)，用于与电网电源插座的磁性元件完整贴合，同时在所述金属或磁性金属几何阵列中具

有导电电流信号。

[0025]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传感器134包括第一传感器，用于在所述接口与电网电源处

于第一接触位置时(例如一部分贴合时)，通过无源信号发送装置133向电网电源发送第一

贴合信号；以及第二传感器，用于在所述接口与电网电源处于第二接触位置(例如充电插头

全部截面部分吸附)时，通过无源信号发送装置133向电网电源发送第二贴合信号。

[0026] 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以通过所述的控制器根据所述第一/第二贴合信号来控制所

述储能装置的取电或放电动作的电流强度。

[0027] 充电站充电系统控制充电或放电，通过吸附装置确定所述接口与电网电源端完整

贴合；通过无源信号发送装置在确定所述贴合操作之后向电网电源端发送充电/放电请求

信息；以及通过传感器检测所述接口的位置变化来确定所述接口处于稳定状态；通过传感

器来感测所述贴合的状态，根据所述贴合状态来控制所述储能装置的取电或放电动作的电

流强度。

[0028]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电动车辆侧与充电站电源侧分别识别相互连接，由此能够简

化使两侧相互识别连接状态的电路，减少电路的复杂度，减少由此引起的风险，并且由于在

两侧分别能够容易地识别连接与否，无需进行确认连接与否的其他确认程序，方便的给电

动汽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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