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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空间电推进用高压脉冲储

能电源电路，针对卫星对星载电源重量和体积要

求的限制，采用两个LCC谐振全桥变换器初级并

联，次级串联的复合式拓扑结构，解决了初级峰

值电流大，开关管易发热，次级电压高，整流二极

管易被击穿的难题，提高了电源的可靠性；采用

两个小变压器取代单个大变压器，实现了电源的

小型化，紧凑型设计。通过单个控制器驱动两个

全桥变换器，由于驱动信号同源，电路对称布局，

初级能实现自动均流，次级在储能电容两端并联

大阻值均压电阻能实现强制均压。通过相位差的

设置，形成两相交错串并联LCC谐振复合全桥拓

扑，减小输入电流纹波，降低输入侧低压直流电

流峰值，适用于电源输出功率受限的卫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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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间电推进器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第二LCC谐振

全桥变换器，全桥隔离驱动电路，控制器和高压采样隔离反馈电路；

第一、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能够分别将星载低压直流电源升压K倍，叠加后输出高

压直流电源为星上负载供电；

全桥隔离驱动电路用于基于控制器输出的PWM信号驱动第一、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

的逆变功率电路的开关管；

高压采样隔离反馈电路采集第一、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次级整流输出的电压和电

流信号进行隔离后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基于高压采样隔离反馈电路反馈的电压和电流信

号进行PID控制，调整输出PWM信号的占空比，使得第一、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的输出电

压和电流稳定至额定值；

K小于空间电推进器额定升压比，2K大于空间电推进器额定升压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间电推进器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全桥隔离

驱动电路包括第一全桥隔离驱动电路、第二全桥隔离驱动电路以及时序调整电路；全桥隔

离驱动电路包括第一全桥隔离驱动电路基于控制器输出的PWM信号驱动第一LCC谐振全桥

变换器的逆变功率电路的开关管；时序调整电路对控制器输出的PWM信号进行相位调整；第

二全桥隔离驱动电路基于相位调整后的PWM信号驱动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的逆变功率

电路的开关管。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空间电推进器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时序调整

电路对控制器输出的PWM信号进行相位调整，相位调整值为90°。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空间电推进器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当第

一、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之一存在故障时，控制器封锁发生故障的LCC谐振全桥变换器

的驱动，另一路LCC谐振全桥变换器将星载低压直流电源升压K倍后输出。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空间电推进器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PWM信

号控制开关管导通或关断时间发生在流经开关管电流为0的时刻；

PWM信号控制导通的时间包括开关管的正向导通时间和能量回馈时间。

6.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空间电推进器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第一、

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结构相同，均包括全桥驱动电路、逆变功率电路、变压器以及全桥

整流电路；

全桥驱动电路基于接收的PWM信号驱动逆变功率电路的开关管；逆变功率电路用于将

星载低压直流电源逆变为低压交流电；变压器用于低压交流电升压为高压交流电；全桥整

流电路用于将高压交流电整流为高压直流电后输出。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空间电推进器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变压器的

升压比K为0.6～0.7倍空间电推进器额定升压比。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空间电推进器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第一LCC

谐振全桥变换器的逆变功率电路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开关管，第一隔直谐振电容，第

一谐振电感，第二谐振电容；第一、第二开关管串联在低压直流电源正负极之间形成第一超

前桥臂，第三、第四开关管串联在低压直流电源正负极之间形成第一滞后桥臂；第二谐振电

容并联在变压器原边；第一隔直谐振电容一端连接第一、第二开关管的连接点，第一隔直谐

振电容另一端连接第一谐振电感的一端，第一谐振电感的另一端连接第一变压器原边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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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的逆变功率电路包括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开关管，第三隔直

谐振电容，第二谐振电感，第四谐振电容；第五、第六开关管串联在低压直流电源正负极之

间形成第二超前桥臂，第七、第八开关管串联在低压直流电源正负极之间形成第二滞后桥

臂；第四谐振电容并联在变压器原边；第三隔直谐振电容一端连接第五、第六开关管的连接

点，第三隔直谐振电容另一端连接第二谐振电感的一端，第二谐振电感的另一端连接第二

变压器原边同名端。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空间电推进器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第一、第

三开关管同时导通，第二、第四开关管同时导通，导通时序的相位相差180°；第五、第七开关

管同时导通，第六、第八开关管同时导通，导通时序的相位相差180°；

第一和第五开关管导通时序的相位相差90°；第二和第六开关管导通时序的相位相差

90°。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空间电推进器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第一隔

直谐振电容，第一谐振电感，第二谐振电容构成谐振网络，PWM信号的频率小于1/2第一谐振

频率；

第三隔直谐振电容，第二谐振电感，第四谐振电容构成谐振网络，PWM信号的频率小于

1/2第二谐振频率；

第一谐振频率和第二谐振频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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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间电推进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空间电推进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属于空间电推进领域。适

用于空间开关电源、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等输入电压受限制的大升压比高压电源电路原理实

现。

背景技术

[0002] 相对于使用气体燃料电推进(如霍尔、离子型)系统，固体烧蚀型脉冲等离子体电

推进器(Pulsed  Plasma  Thruster，PPT)具有固体工质稳定易储存、无需储箱和管路、便于

与航天器集成的优势，成为当前电推进技术发展新热点。

[0003] PPT能源系统主要由高压脉冲点火电源、高压脉冲储能电源以及控制模块组成，其

中高压脉冲储能电源将星载28V母线电压(23-30VDC)升压至PPT储能电容用的2000V高压直

流电。由于升压比达到1:120，如果选用常规的单端反激或者全桥DCDC变换器拓扑，初级功

率开关管电流应力大，次级整流二极管电压应力高，难以满足降额设计。另外，电源电路的

核心器件—大升压比高频变压器设计及制作较为困难：为了满足小型化、轻量化设计要求，

初级匝数应尽量少，但会导致初级电感量小，开关管电流峰值大，易损坏；而如果增加初级

匝数，次级将上百倍的增加，变压器体积又难以接受。

[0004] 现有的高压直流电源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类：一是以220V交流输入为供电源，整流

之后进行升压变换，输出功率能做到千瓦以上，详见《模块化结构的大功率高压开关直流电

源》，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阳东磁电股份有限公司等，2016.5.4；二是以12V、24V以及48V锂电

池为供电源，利用反激类或者桥式拓扑进行升压变换，输出功率在几十瓦～几千瓦，详见

《一种燃料电池的DC-DC变换器》，深圳市高斯宝电气技术有限公司，2018.11.02。均无法满

足空间电推进器小型化和大升压比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空间电推进用高压脉冲储能电

源电路，妙利用两个低升压比的变换器实现了上百倍的大升压比，既能实现高频大升压比

开关变换器功能，又能有效减少单个磁性元器件体积，利于实现紧凑型设计，同时减小了功

率器件的电流和电压应力，提高了电源系统的可靠性。

[0006] 本发明目的通过如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提供一种空间电推进器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第二

LCC谐振全桥变换器，全桥隔离驱动电路，控制器和高压采样隔离反馈电路；

[0008] 第一、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能够分别将星载低压直流电源升压K倍，叠加后输

出高压直流电源为星上负载供电；

[0009] 全桥隔离驱动电路用于基于控制器输出的PWM信号驱动第一、第二LCC谐振全桥变

换器的逆变功率电路的开关管；

[0010] 高压采样隔离反馈电路采集第一、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次级整流输出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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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流信号进行隔离后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基于高压采样隔离反馈电路反馈的电压和电

流信号进行PID控制，调整输出PWM信号的占空比，使得第一、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的输

出电压和电流稳定至额定值；

[0011] K小于空间电推进器额定升压比，2K大于空间电推进器额定升压比。

[0012] 优选的，全桥隔离驱动电路包括第一全桥隔离驱动电路、第二全桥隔离驱动电路

以及时序调整电路；全桥隔离驱动电路包括第一全桥隔离驱动电路基于控制器输出的PWM

信号驱动第一LCC谐振全桥变换器的逆变功率电路的开关管；时序调整电路对控制器输出

的PWM信号进行相位调整；第二全桥隔离驱动电路基于相位调整后的PWM信号驱动第二LCC

谐振全桥变换器的逆变功率电路的开关管。

[0013] 优选的，时序调整电路对控制器输出的PWM信号进行相位调整，相位调整值为90°。

[0014] 优选的，当第一、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之一存在故障时，控制器封锁发生故障

的LCC谐振全桥变换器的驱动，另一路LCC谐振全桥变换器将星载低压直流电源升压K倍后

输出。

[0015] 优选的，PWM信号控制开关管导通或关断时间发生在流经开关管电流为0的时刻；

[0016] PWM信号控制导通的时间包括开关管的正向导通时间和能量回馈时间。

[0017] 优选的，第一、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结构相同，均包括全桥驱动电路、逆变功率

电路、变压器以及全桥整流电路；

[0018] 全桥驱动电路基于接收的PWM信号驱动逆变功率电路的开关管；逆变功率电路用

于将星载低压直流电源逆变为低压交流电；变压器用于低压交流电升压为高压交流电；全

桥整流电路用于将高压交流电整流为高压直流电后输出。

[0019] 优选的，变压器的升压比K为0.6～0.7倍空间电推进器额定升压比。

[0020] 优选的，第一LCC谐振全桥变换器的逆变功率电路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开关

管，第一隔直谐振电容，第一谐振电感，第二谐振电容；第一、第二开关管串联在低压直流电

源正负极之间形成第一超前桥臂，第三、第四开关管串联在低压直流电源正负极之间形成

第一滞后桥臂；第二谐振电容并联在变压器原边；第一隔直谐振电容一端连接第一、第二开

关管的连接点，第一隔直谐振电容另一端连接第一谐振电感的一端，第一谐振电感的另一

端连接第一变压器原边同名端；

[0021] 第二LCC谐振全桥变换器的逆变功率电路包括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开关管，第三

隔直谐振电容，第二谐振电感，第四谐振电容；第五、第六开关管串联在低压直流电源正负

极之间形成第二超前桥臂，第七、第八开关管串联在低压直流电源正负极之间形成第二滞

后桥臂；第四谐振电容并联在变压器原边；第三隔直谐振电容一端连接第五、第六开关管的

连接点，第三隔直谐振电容另一端连接第二谐振电感的一端，第二谐振电感的另一端连接

第二变压器原边同名端。

[0022] 优选的，第一、第三开关管同时导通，第二、第四开关管同时导通，导通时序的相位

相差180°；第五、第七开关管同时导通，第六、第八开关管同时导通，导通时序的相位相差

180°；

[0023] 第一和第五开关管导通时序的相位相差90°；第二和第六开关管导通时序的相位

相差90°。

[0024] 优选的，第一隔直谐振电容，第一谐振电感，第二谐振电容构成谐振网络，PWM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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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小于1/2第一谐振频率；

[0025] 第三隔直谐振电容，第二谐振电感，第四谐振电容构成谐振网络，PWM信号的频率

小于1/2第二谐振频率；

[0026] 第一谐振频率和第二谐振频率相同。

[002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28] (1)本发明针对卫星对星载电源重量和体积要求的限制，采用两个LCC谐振全桥变

换器初级并联，次级串联的复合式拓扑结构，解决了初级峰值电流大，开关管易发热，次级

电压高，整流二极管易被击穿的难题，提高了电源的可靠性；采用两个小变压器取代单个大

变压器，实现了电源的小型化，紧凑型设计。

[0029] (2)本发明通过单个控制器驱动两个全桥变换器，由于驱动信号同源，电路对称布

局，在八个开关管选择同品牌同批次器件的前提下，初级能实现自动均流，次级在储能电容

两端并联大阻值均压电阻能实现强制均压；

[0030] (3)本发明驱动信号PWM1(PWM3)与PWM5(PWM7)相位相差90°，PWM2(PWM4)与PWM6

(PWM8)相位相差90°，形成两相交错串并联LCC谐振复合全桥拓扑，减小输入电流纹波，降低

输入侧低压直流电流峰值，适用于电源输出功率受限的卫星平台。

[0031] (4)本发明采用谐振软开关控制，通过控制开关管驱动波形和初级电流回路互相

错开，实现零电压开通和零电流关断，降低了开关管的损耗，提高了电源整机转换效率，又

利于实现电源开关频率的高频化设计；

[0032] (5)本发明采用初级同步整流技术，采用数字控制算法控制全桥驱动PWM方波脉冲

宽度包含开关管能量回馈阶段，等回馈结束后再关闭开关管，这样比常规的使用MOSFET体

二极管进行能量回馈的方式损耗更低，降低了开关管温升，提高了电源可靠性；

[0033] (6)本发明通过PWM和PFM相结合的控制方式，既利于实现驱动电路和控制环路的

稳定，也利于实现在充电末端电流补偿，保证了充电电压精度和充电速度。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大升压比高压脉冲储能电源功能框图；

[0035] 图2为LCC谐振全桥初级同步整流原理示意图；

[0036] 图3为复合式LCC串并联谐振全桥电路原理图。

[0037] 图中R1为第一电阻，R2为第二电阻，R3为第三电阻，R4为第四电阻，R5为第五电阻，

R6为第六电阻，R7为第七电阻，R8为第八电阻，R9为第九电阻，R10为第十电阻，R11为第十一

电阻，R12为第十二电阻，R13为第十三电阻，R14为第十四电阻，R15为第十五电阻，R16为第

十六电阻，R17为第十七电阻，R18为第十八电阻；C1为第一电容，C2为第二电容，C3为第三电

容，C4为第四电容，C5为第五电容，C6为第六电容；L1为第一谐振电感，L2为第二谐振电感；

T1为第一变压器，T2为第二变压器；Q1为第一MOS管，Q2为第二MOS管，Q3为第三MOS管，Q4为

第四MOS管，Q5为第五MOS管，Q6为第六MOS管，Q7为第七MOS管，Q8为第八MOS管；D1为第一二

极管，D2为第二二极管，D3为第三二极管，D4为第四二极管，D5为第五二极管，D6为第六二极

管，D7为第七二极管，D8为第八二极管，D9为第九二极管，D10为第十二极管，D11为第十一二

极管，D12为第十二二极管，D13为第十三二极管，D14为第十四二极管，D15为第十五二极管，

D16为第十六二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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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如图1所示，空间电推进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主要由两个LCC谐振全桥升压变换器

初级并联，次级串联组合而成。其中第一个谐振全桥变换器主要包括第一LCC谐振全桥变换

器，第一升压变压器和第一全桥整流均压电路，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个谐振全桥变换器负

责将28V输入电压变换成1000V高压直流；第二个谐振全桥变换器主要包括第二LCC谐振全

桥变换器，第二升压变压器和第二全桥整流均压电路，负责将28V输入电压变换成1000V高

压直流；这样次级便得到了2000V的高压直流输出，上述电路构成了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的功

率电路部分。

[0039] 电压采样和电流采样电路负载采集输出的电压和电流，并通过隔离反馈电路反馈

给DSP数字控制电路，控制电路将反馈值与目标电压和电流设定值进行比较，调节输出PWM

占空比大小或者频率，并通过驱动隔离放大电路和全桥驱动电路改变桥臂MOSFET开关管的

占空比或者开关频率，最终将输出电压和电流稳定在设定值。

[0040] 如图2所示，采用谐振软开关控制，PWM信号控制开关管导通或关断时间发生在流

经开关管电流为0的时刻；PWM信号控制导通的时间包括开关管的正向导通时间和能量回馈

时间。进而实现零电压开通和零电流关断，降低了开关管的损耗。

[0041] 空间电推进用高压脉冲储能电源电路，具体电路结构,如图3所示。

[0042] 第一全桥变换器升压比为1：60，实现28V变1000V高压直流，包括由第一驱动电阻

R1、第二驱动电阻R2、第五驱动电阻R5、第六驱动电阻R6，第一隔值谐振电容C1，第一谐振电

感L1，第二谐振电容C2，第三栅极电压箝位电阻R3、第四栅极电压箝位电阻R4、第七栅极电

压箝位电阻R7、第八栅极电压箝位电阻R8，第一开关管Q1、第二开关管Q2、第三开关管Q3、第

四开关管Q4组成的第一串并联谐振全桥电路，第一高频升压变压器T1，以及由第一高压整

流二极管D1、第二高压整流二极管D2、第三高压整流二极管D3、第四高压整流二极管D4、第

五高压整流二极管D5、第六高压整流二极管D6、第七高压整流二极管D7、第八高压整流二极

管D8，第五高压脉冲储能电容C5、第十七均压电阻R17组成的第一全桥整流电路。

[0043] 第二全桥变换器升压比为1：60，实现28V变1000V高压直流，包括由第九驱动电阻

R9、第十驱动电阻R10、第十三驱动电阻R13、第十四驱动电阻R14，第三隔值谐振电容C3，第

二谐振电感L2，第四谐振电容C4，第十一栅极电压箝位电阻R11、第十二栅极电压箝位电阻

R12、第十五栅极电压箝位电阻R15、第十六栅极电压箝位电阻R16，第五开关管Q5、第六开关

管Q6、第七开关管Q7、第八开关管Q8组成的第二串并联谐振全桥电路，第二高频升压变压器

T2，以及由第九高压整流二极管D9、第十高压整流二极管D10、第十一高压整流二极管D11、

第十二高压整流二极管D12、第十三高压整流二极管D13、第十四高压整流二极管D14、第十

五高压整流二极管D15第十六高压整流二极管D16，第六高压脉冲储能电容C6、第十八均压

电阻R18组成的第二全桥整流电路。

[0044] DSP数字控制器位于电源初级的核心位置，其产生的两组PWM驱动信号经过磁隔离

芯片后送给四个半桥驱动器进行放大，每两个半桥驱动器组成一个全桥驱动电路，控制一

个LCC全桥谐振电源开关管的开通与关断。次级通过高精度分压计采集HV+端的电压信号，

通过无感精密电阻采集输出电流信号，并将电压和电流反馈值送到相应的滤波与运算放大

器跟随电路进行降噪处理，最终经过光电耦合器隔离后送到DSP的AD接口，DSP根据电压和

电流反馈值调节PWM占空比和开关频率。这部分控制与驱动电路均有专利或者成熟芯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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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做权利要求，但可作为本发明的部件或一部分。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最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46] 本发明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的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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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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