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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移动充电车充电系统，包

括充电系统、电力驱动系统、能源系统和辅助系

统。本发明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充电站，移动充电

车为可移动式储能电源或应急电源，其作用是随

时随地为电动汽车应急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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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充电车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充电系统：所述充电系统包括储能电池、高压配电柜、充电机和储能能量管理系统，所

述储能电池和高压配电柜对应与储能能量管理系统相连，储能电池与充电机均对应与高压

配电柜相连；

电力驱动系统：所述电力驱动系统包括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驱动电机、机械传动

装置和驱动车轮，所述机械传动装置驱动车轮转动，整车控制器与电机控制器相连，电机控

制器与驱动电机相连，驱动电机与机械传动装置相连，整车控制器与储能能量管理系统相

连；

能源系统：所述能源系统包括电池管理系统、高压配电柜和驱动电池，所述电池管理系

统和驱动电池均与高压配电柜相连，驱动电池与电池管理系统相连，电机控制器与能源系

统中的高压配电柜相连，整车控制器与电池管理系统相连；

辅助系统；所述辅助系统包括辅助动力源、动力转向单元、方向盘和打气泵，所述

动力转向单元和打气泵均与辅助动力源相连，方向盘与动力转向单元相连，辅助动力

源与能源系统中的高压配电柜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充电车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储能电池选用105AH电

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充电车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系统中的高压配电

柜的功率为36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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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充电车充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移动充电车充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电动汽车充电问题将成为汽车工业和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

点。为解决当前电动汽车充电难的问题，特别研发一种移动充电车充电系统来解决这个问

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而提供一种移动充电车充电系统。

[0004]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有：一种移动充电车充电系统，包括：

[0005] 充电系统：所述充电系统包括储能电池、高压配电柜、充电机和储能能量管理系

统，所述储能电池和高压配电柜对应与储能能量管理系统相连，储能电池与充电机均对应

与高压配电柜相连；

[0006] 电力驱动系统：所述电力驱动系统包括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驱动电机、机械

传动装置和驱动车轮，所述机械传动装置驱动车轮转动，整车控制器与电机控制器相连，电

机控制器与驱动电机相连，驱动电机与机械传动装置相连，整车控制器与储能能量管理系

统相连；

[0007] 能源系统：所述能源系统包括电池管理系统、高压配电柜和驱动电池，所述电池管

理系统和驱动电池均与高压配电柜相连，驱动电池与电池管理系统相连，电机控制器与能

源系统中的高压配电柜相连，整车控制器与电池管理系统相连；

[0008] 辅助系统；所述辅助系统包括辅助动力源、动力转向单元、方向盘和打气泵，所述

[0009] 动力转向单元和打气泵均与辅助动力源相连，方向盘与动力转向单元相连，辅助

动力源与能源系统中的高压配电柜相连。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储能电池选用105AH电芯。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充电系统中的高压配电柜的功率为360KW。

[0012]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3] 本发明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充电站，移动充电车为可移动式储能电源或应急电源，

其作用是随时随地为电动汽车应急充电。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原理框图。

[0015] 图2为储能电池组结构图。

[0016] 图3为充电系统中的高压配电柜电路图。

[0017] 图4为充电系统中的充电机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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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9]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移动充电车充电系统，包括：

[0020] 充电系统：所述充电系统包括储能电池、高压配电柜、充电机和储能能量管理系

统，所述储能电池和高压配电柜对应与储能能量管理系统相连，储能电池与充电机均对应

与高压配电柜相连；

[0021] 电力驱动系统：所述电力驱动系统包括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驱动电机、机械

传动装置和驱动车轮，所述机械传动装置驱动车轮转动，整车控制器与电机控制器相连，电

机控制器与驱动电机相连，驱动电机与机械传动装置相连，整车控制器与储能能量管理系

统相连；

[0022] 能源系统：所述能源系统包括电池管理系统、高压配电柜和驱动电池，所述电池管

理系统和驱动电池均与高压配电柜相连，驱动电池与电池管理系统相连，电机控制器与能

源系统中的高压配电柜相连，整车控制器与电池管理系统相连；

[0023] 辅助系统；所述辅助系统包括辅助动力源、动力转向单元、方向盘和打气泵，所述

[0024] 动力转向单元和打气泵均与辅助动力源相连，方向盘与动力转向单元相连，辅助

动力源与能源系统中的高压配电柜相连。

[0025] 1、充电系统组成：

[0026] 1.1)储能电池：储能电池选用105AH电芯，箱体内部2并48串，整个储能电池系统采

用4个C箱一个回路，共4个回路并联的方案，共16个C箱组成840AH、614.4V、516.096KWh的电

池组。如图2所示：

[0027] 1.2)高压配电柜：由于充电柜360KW，储能电池的工作范围：499.2-710.4V，移动充

电车要对外界车辆时，考虑到有特殊情况时储能电池的电压有可能会低于被充电车辆，那

么充电机要有个升压过程，还有充电机本身的转化效率问题，所以本高压柜采用4回路放电

(即4路输出给充电机)来满足电流需求。

[0028] 虽然储能电池本身是840AH，可以1C充电，但是国标规定充电电流最大不能超过

400A，所以充电采用双枪充电，最大充电电流限制在400A。由于电池采用外部4并的方式，所

以加热也为4回路。高压配电柜电路图入图3所示：

[0029] 1 .3)充电机：车载移动式充电机主要由DCDC模块、计费控制单元、监控单元、执行

单元、人机交互单元、车辆充电接口等组成。

[0030] 原理如图4所示，从原理图上可看出，储能电池组充满电后提供电能给充电机，充

电机的DCDC模块将蓄电池提供的直流电压转换为符合电动汽车充电参数的电压。充电机充

电枪插入被充电车辆后，先进行自检，自检结束后，通过与车辆BMS通讯，使充电系统中储能

电池的高压配电柜闭合放电回路，然后跟被充电车辆之间进行通讯，检测到被充电车辆端

电池电压正常后，执行单元发KM1,KM2合闸命令，这时直流充电线路导通，充电机开始为电

动汽车充电。

[0031] 在充电阶段，被充电车辆向充电机实时发送电池充电需求的参数，充电机会根据

该参数实时调整充电电压和电流，并相互发送各自的状态信息(充电机输出电压电流、车辆

电池电压电流、SOC等)。

[0032] 充电结束后，执行单元确认充电电流小于5A后断开KM1，KM2，投入KM3泄放回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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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整个充电过程结束。

[0033] 2、充电系统工作原理：

[0034] 电池管理系统与充电柜之间按整车通讯协议通讯，充电柜与被充电车辆之间按国

标通讯，开始给被充电车辆充电时，电池管理系统与充电柜进行通讯，能量源里的高压电通

过保险、直接接触器输出到充电柜进行充电。当高压电路发生异常时(过流、过热等)会导致

保险熔断，从而断开高压电路，保证了整个高压电系统的安全。我们能量源分配时，电池管

理系统会对各个直流接触器进行粘连检测，防止接触器粘连，导致断不了高压电的情况发

生。能源管理系统与充电柜之间通讯时，电池管理系统会把电池总压过低、SOC过低、单体欠

压、电池故障等级等故障信息传给充电柜，告诉充电柜此时储能电池的状况。而充电柜会把

充电柜的充电状态、插枪状态、工作状态、充电电流、充电电压等信息传送给电池管理系统。

实现双方协作充电，保证充电的安全性。为此我们也设想出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

电池管理系统与充电柜之间的通讯丢失了该怎么办。当双方之间的通讯丢失后，充电柜在

5S内先将充电电流至少降到0A左右，然后通过充电CAN发送充电错误报文给被充电车辆，再

切断继电器(整个过程不超过15S)，禁止带大电流切断继电器，保证电路的安全性。BMS会在

6S之后切断储能电池的放电回路，断掉给充电柜的高压电。当电池管理系统与充电柜之间

通讯正常之后，并且无其他严重故障时，按照正常的逻辑闭合控制回路，执行充电流程开始

充电。解决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全面的保证充电系统的安全性，实现安全、便捷的给电动

车进行救急补电。

[0035] 3、充电系统的安全性：

[0036] (1)、正常行车时，电池管理系统实时监控储能电池的各个单体信息以及电池系统

状况，并显示在仪表，如：电池电量、电压、电池温度、单体信息、有无故障等等，让驾驶员可

以时刻掌握储能电池的状况。

[0037] (2)、在给其他车辆充电时，仪表会显示储能电池系统以及单体的信息，电池的放

电电流等。

[0038] (3)、当电池要发生火灾危险时，驾驶区会有声光报警，驾驶员可以按下灭火器开

关，电池仓灭火器即打开灭火。若驾驶员未按下灭火器开关，灭火器也会自动感应火情，自

动灭火。

[0039] (4)、在给其他车辆充电时，通过整车控制器读取正在充电信息，充电时控制车辆

无法起步行驶，保证了在给别的车充电时，车子不会行驶从而通过充电枪拉扯充电线及其

他车辆，保证了充电时的安全。

[0040] (5)、整车装有远程监控，在后台可以实时监控车辆的运行状态及电池、电控的各

种信息，安全、迅速的管理车辆。

[0041] 在保证以上安全保护措施之后，移动补电车将通过电控系统及控制策略实现随时

随地、安全的为电动汽车应急充电。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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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这些改进也应视为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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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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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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