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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描述了一种用于检测负载20（特别是包括驱

动端子A、C的OLED照明元件）的电危险状况的电

路。电路的端子22a、22b之间的诸如过电压或者

短路的电危险状况将被检测。禁用元件24连接到

端子22a、22b中的一个以禁用负载。监控电路被

连接以监控端子22a、22b中的至少一个处的电压

V或电流幅值。监控电路包括传送随时间推移的

电压或电流幅值的最大或最小值Vmax的最大或最

小值检测器26，监控电路被设置成监控最大或最

小值Vmax以检测电危险状况。如果检测到电危险

状况，则所述监控电路被连接以激活禁用元件

24。该电路、包括LED或者OLED照明元件和该电路

的照明布置、以及检测方法允许用不同类型的电

源（特别是还通过PWM）来操作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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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检测负载（20）的电危险状况的电路，包括：

用于所述负载（20）的端子（22a、22b），将在所述端子（22a、22b）之间检测电危险状况，

连接至所述端子（22a、22b）中的至少一个以禁用所述负载（20）的禁用元件（24），

被连接以监控提供给所述负载的电压（V）或电流幅值以检测电危险状况的监控电路，

所述监控电路包括传送随时间推移的所述电压或电流幅值的最大或最小值（Vmax）的最

大或最小值检测器（26），使得所述监控电路被设置成监控所述最大或最小值（Vmax）以检测

电危险状况，

并且其中如果检测到电危险状况，则所述监控电路被连接以激活所述禁用元件（24），

其中所述电危险状况是选自于由短路和过电压构成的组中的至少一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路，其中

所述禁用元件（24）是连接在所述端子（22a、22b）之间的可控开关元件（24），

并且如果检测到电危险状况，则所述监控电路被连接以闭合所述开关元件（24）。

3.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的一项所述的电路，其中

所述监控电路进一步包括延迟定时器电路（30），所述延迟定时器电路用于如果检测信

号（D）在延迟时间间隔上被应用到所述延迟定时器电路（30）则提供激活信号（S），

并且所述延迟定时器电路（30）被连接以向所述禁用元件（24）供应所述激活信号（S）。

4.根据前述权利要求1和2中的一项所述的电路，其中

至少一个电能量存储元件（34）被连接至所述端子（22a、22b）中的至少一个以接收并存

储电能量，

并且其中如果所述端子（22a、22b）处没有供应电能量，则至少所述监控电路被连接以

从所述电能量存储元件（34）被供应电能量。

5.根据前述权利要求1和2中的一项所述的电路，其中

所述监控电路包括至少一个比较器电路（28、28a、28b），以将所述电压或电流幅值的所

述最大或最小值（Vmax）与阈值（Vth1、Vth2）比较。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路，其中

所述监控电路至少包括将所述电压或电流幅值的所述最大或最小值（Vmax）与下限阈值

（Vth1）比较的第一比较器电路（28a），以及将所述电压或电流幅值的所述最大或最小值

（Vmax）与上限阈值（Vth2）比较的第二比较器电路（28b）。

7.照明布置，包括：

包括驱动端子（A、C）的至少一个LED或OLED照明元件（20），

以及并联连接至所述驱动端子的根据权利要求1-6中的一项所述的电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照明布置，其中

电源电路（12）被连接以向所述驱动端子（A、C）供应脉冲电压或电流（V）。

9.一种检测负载（20）的端子（A、C）之间的电危险状况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监控提供给负载的电压或电流幅值（V），

以及在电危险状况的情形中控制连接至所述端子（22a、22b）中的至少一个的禁用元件

（24）以禁用所述负载（20），

其中所述监控步骤包括检测随时间推移的所述电压或电流幅值的最大或最小值

（Vmax），以及监控所述最大或最小值（Vmax）以检测电危险状况，并且如果检测到电危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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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激活所述禁用元件（24），其中所述电危险状况是选自于由短路和过电压构成的组中的至

少一个。

10.操作LED或OLED照明元件的方法，包括：

向负载的端子（22a、22b）供应脉冲电压或电流，

通过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检测所述端子（22a、22b）之间的电危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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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的危险状况检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检测电负载的操作中的故障状况的方法和电路，并且更具体地涉

及用于检测电危险状况的电路和方法。进一步地，本发明涉及包括用于检测电危险状况的

电路的照明布置，以及包括针对危险检测的方法的操作LED或者OLED照明元件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负载的操作中，检测诸如短路或者过电压状况的电危险状况可能是有用的。

例如，电负载可包括两个输入端子，并且可通过在这些输入端子之间应用电压或电流而被

驱动。在故障的情况下，输入端子之间可能发生短路状况，使得输入端子之间的由负载提供

的电阻急剧下降。由于极大地增加的电流的缘故，这可能潜在地导致危险情形，例如过热。

[0003] 特别地，危险检测对于LED照明元件可能是有用的，相当特别地是对于有机发光二

极管元件（OLED）。

[0004] 例如，EP2456057A2公开了供应驱动电压用于有机发光显示设备的操作的功率变

换器。该功率变换器包括在第一和第二输出电极处提供第一和第二驱动电压的电压变换单

元。短路检测单元通过在短路检测时段期间将第二输出电极的电压幅值与参考电压的幅值

比较来生成控制信号。响应于该控制信号，功率变换器被配置成停机，使得当在短路检测时

段期间第二输出电极的电压的幅值等于或大于参考电压的幅值时，不应用进一步的驱动电

压。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可以认为是，提供一种甚至对于供应给负载的不同类型的功率

也允许安全地检测危险状况的电路和方法。

[0006] 该目的是由根据权利要求1的电路、根据权利要求7的照明布置、根据权利要求9的

检测方法和根据权利要求10的操作方法而根据本发明实现的。从属权利要求指的是本发明

的优选的实施例。

[0007] 本发明人已经认识到现有的已知的检测电路和方法可能一般地不能与不同类型

的电源一起使用，并且特别是不能用于不同方式的对负载进行控制/调光。特别地，对于作

为负载的电照明元件，诸如例如LED照明元件，并且尤其是对于OLED照明元件，可通过以时

变的方式（即，调制的，例如，根据幅度调制或者脉冲宽度调制（PWM））在输入端子处供应电

功率来完成调光/操作控制。本发明人已经发现特别是对于诸如发生在脉冲宽度调制中的

有间隙的电功率（即，其中在时间的周期期间不供应电功率或者仅供应非常有限的电功

率），现有的已知的检测电路可能不能可靠地操作。因而，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即使对于

有间隙的电源（诸如在PWM控制/调光期间），检测电路和方法也应当安全地操作。

[000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电路包括在其之间将检测电危险状况的端子。在本上下

文中，电危险状况可以是例如短路、过电压或者二者。正如结合优选的实施例将变得显然

的，端子可以直接地电连接至负载的供应端子。虽然串联连接是可能的，但是优选的是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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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并联的方式将端子连接到电源。

[0009] 根据本发明，电路包括连接至端子中的至少一个端子的禁用元件以禁用负载。在

优选的实施例中，禁用元件是可控开关元件，诸如例如晶体管、FET、继电器或者优选地晶闸

管，并且可被连接在端子之间。在串联连接到负载的情况下，禁用元件可通过打开开关元件

而禁用负载，由此断开负载。替代性地，在优选的并联连接的情形中，端子之间的可控开关

元件可通过闭合开关元件而禁用负载，由此桥接负载。虽然对于电源电路而言这在电上将

似乎类似于短路状况，但是通过桥接负载而禁用可因此提供被控制的状况。

[0010] 根据本发明的方面，提供了监控电路，其连接到端子中的至少一个端子并且被设

置成监控端子中的至少一个端子处的电压或电流幅值。监控电路被连接以在检测到电危险

状况的情形中激活禁用元件。特别地，例如，通过监控电流幅值并且将其与阈值比较，可检

测到短路或过电压状况，其中监控到的电流幅值超过阈值的事实指示短路状况。替代性地，

并且在优选的情形中，可能的是，监控端子中的至少一个端子处的电压幅值以检测过电压

状况（如果电压幅值超过上限阈值）或短路状态（如果电压幅值下降到下限阈值之下）。

[0011] 根据本发明，监控电路包括最大值或最小值检测器，以传送所监控的随时间推移

的幅值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因而，如果监控的幅值在给定的时间间隔内变化，则最大值检测

器将仅传送在该时间间隔内监控的幅值所假定的最大值（峰值）（例如，最小值检测器将对

应地传送在间隔内假定的最小值）。

[0012] 通过获取随时间推移的最大（或最小）值，而不是监控被监控的幅值的每个瞬时

值，检测电路和方法能够很好地与时变电功率一起使用，并且特别地与有间隙的电功率一

起使用。短路状况的本质在于，所监控的幅值达到异常地低（或者异常地高）值即指示短路

状况。因此，仅关心最大（或最小）值而不是瞬时的变化值将不会退化该状况的可靠检测。然

而，在利用时变电功率的常规操作期间，并且特别地例如在PWM操作期间利用有间隙的电功

率，最大的（或最小）值将保持相对稳定并且不受随时间推移的功率变化的影响。

[0013] 优选地，针对监控的幅值的最大（或最小）值检测器在定义的时间窗口内操作，即，

在该时间窗口内传送所监控的幅值的最大（或最小）值。优选的是，选取比电源中的预期的

间隙更长（特别是，比PWM电源的情形中的最长的预期的“off”时段更长）的时间窗口。虽然

一般甚至较低的PWM频率是可能的，但是对于PWM频率的假定的下限的示例可以是例如

50Hz。在该情形中，优选的是，选取在相关联的时间段之上（即，200ms之上）的最大（或最小）

值检测器的时间窗口。进一步优选地，PWM频率高于诸如例如100Hz，或者在100Hz之上，使得

甚至100ms或者更少的时间窗口在正常的PWM操作期间将足以传送基本上恒定的最大（或最

小）值。

[0014] 在本发明的优选的实施例中，延迟定时器电路被提供在监控电路内，如果检测信

号在指定的延迟时间间隔内被应用，则其提供激活信号。延迟定时器优选地接受来自比较

器电路的检测信号作为输入，指示所监控的电压或电流幅值已经超过了指定的阈值。延迟

电路的输出信号优选地是可以被用于激活禁用元件的激活信号。延迟定时器电路向检测电

路提供某种惯性，使得短的瞬态不立即导致禁用元件的激活。

[0015] 虽然可针对电路提供分离的电源，但是优选的是，从在其之间电危险状况应当被

检测的端子中的至少一个端子处传送的电功率为电路供电。为了即使针对有间隙的电源

（例如，PWM）也保证可靠的操作，优选的是，提供连接至端子中的一个端子的至少一个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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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存储元件来接收和存储电能量。该电能量存储元件可以是任何类型的能够临时地存储电

能量的部件，诸如例如电感、电容或者可充电电池。优选地，单个的电容器或者包括至少两

个的电容器组，但是优选地是并联连接的多于两个的电容器被提供作为电能量存储元件。

在其中没有电能量被供应在端子处的时间段期间，例如PWM电源的“off”时段期间，监控电

路内的部件可被供应有存储在电能量存储元件中的电能量。在其中功率被供应的时段期间

（例如，在PWM电源的“on”时段期间），电能量存储元件可被再充电。

[0016] 为了监控电压或电流幅值的最小或最大值，优选地是，提供至少一个比较器电路

用于将该值与阈值比较。在优选的实施例中，如果监控的电压的最大值在上限阈值之上和/

或在下限阈值之下，则比较器电路传送检测信号。在替代性的实施例中，电流值可以与上限

阈值或下限阈值比较。进一步优选地，所监控的幅值的峰值与由上限阈值和下限阈值二者

定义的正常的操作窗口比较，在该情形中，至少第一比较器电路和第二比较器电路可被提

供，以将电压或电流幅值二者的最小或最大值与下限阈值比较以及与上限阈值比较。如果

监控的幅值达到由下限阈值和上限阈值定义的正常操作窗口之外的值，则可生成检测信

号。

[0017] 虽然以上描述的电路可以是单独地可用的，并且可被应用至不同类型的电负载，

但是优选的是，提供具有用于电危险保护的这样的电路的电照明元件。具体地，LED照明元

件，并且特别是OLED元件因而可以被保护。对于包括驱动端子的LED或OLED照明元件，进一

步优选的是，提供将并联连接至如以上解释的驱动端子的电路。

[0018] 由于如以上所描述的最大（或最小）值检测器的缘故，甚至对于有间隙的电源，也

可提供高效率的保护。因此，在照明布置的一个实施例中，提供向驱动端子供应脉冲电压或

电流的电源电路。

附图说明

[0019] 从在下文中描述的实施例，本发明的以上以及其他的目的、特征和优点将变得显

然，并且将参照它们来阐明本发明的以上以及其他的目的、特征和优点。在图中：

[0020] 图1示出照明布置的示意图，

[0021] 图2示出图1的照明布置内的电危险保护设备的示意图，

[0022] 图3示出针对图2的保护设备的电路图的实施例。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图1以示意性的表示示出照明布置10，照明布置10包括电源12以及连接至其上的

三个OLED照明组件14。

[0024] 电源12包括市电连接器16，其用于连接到市电电功率并且在电源端子18处传送具

有适配于操作OLED组件的电压或电流值的电功率。由于在本示例中，OLED组件14意在用于

照明目的，所以某个电功率是必要的以获取充足的光通量。一般地，优选地是，使用具有至

少1W（进一步优选地至少3W）的标称电功率的OLED元件20。例如，一种类型的OLED组件可以

在14V和500mA的标称值下操作，因而具有7W的标称功率。

[0025] 电源12可以是在端子18处传送调节的电压或电流的任何类型的电源。优选地，电

源12是向OLED组件14传送调节的恒定电流源的多种已知的电源电路中的一种。正如将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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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的，通过调制供应至OLED组件14的随时间推移的电流I，特别是通过AM（幅值调制）或者

PWM（脉冲宽度调制）控制，可控制电功率并且因此可控制光通量。

[0026] 每个OLED组件14包括OLED照明元件20，即，具有电连接的OLED涂层以（在阳极连接

A和阴极连接C之间）形成有机发光二极管表面的平坦表面。由于OLED技术对本领域技术人

员一般是已知的，并且本发明不限于其具体的类型，这里将不解释进一步的细节。

[0027] 如图1中所示，OLED照明组件串联连接至电源12的端子18。为了操作每个OLED组件

14，电源12供应调节的电流I，例如其可具有500mA或者300mA的值，并且由于串联连接的缘

故，其将被供应至所有的三个OLED组件14。

[0028] 为了控制OLED组件14的操作，调节的电流I可被时间调制地传送，并且特别地采用

脉冲宽度调制（PWM），即，使得电功率在恒定的电流幅值（脉冲）的第一间隔中间歇地供应

（优选地以OLED元件的标称电流），而在第一间隔之后的第二时间间隔中不供应电流。在操

作中，通过适当地选取占空比，即，第一间隔（“on”）的持续时间相对于第二间隔（“off”）的

持续时间，可实现每个OLED组件14的光通量的控制。

[0029] 在每个OLED组件14的OLED元件20的表面内，可能的是某些缺陷可能导致电危险状

况。例如，表面区域内的局部缺陷可能引起电阻的局部下降，即短路状况。因此，在操作期

间，在缺陷的位置处生成增加的热的量，这可导致强烈的过热，并且可能潜在地成为火灾危

险。同样地，如果表面区域在OLED元件20的寿命期内退化，或者由于机械的效应，使得电阻

增加，采用调节电流I的操作可能导致强烈地增加的应用的驱动电压，引起作为进一步的潜

在的电危险情形的过电压。

[0030] 为了监管OLED元件20的操作，并且防止在短路状况发生时诸如例如过电压或过热

之类的危险，每个OLED组件14包括并联连接至OLED元件20的电危险保护电路SCP。

[0031] 图2以示意性的表示示出短路保护电路SCP的元件。每个SCP包括端子22a、22b，SCP

通过端子22a、22b并联连接至OLED元件20（图1），并且在该端子22a、22b之间应当检测电危

险状况。

[0032] 在每个SCP内，禁用开关24被提供作为禁用元件，其连接在端子22a、22b之间，使得

如果禁用开关24被闭合，端子22就直接彼此连接。在该情形中，连接的OLED元件20被桥接，

使得在电源12的端子18处传送的电流将主要流过端子22a、22b和禁用开关24，从而将OLED

元件20旁路。

[0033] 在正常的操作中，禁用开关24是打开的，使得传送的电流I传输通过OLED元件20，

并且对其进行操作以发射光。

[0034] 在每个SCP内，第一端子22a连接至最大电压值检测器或者峰值检测器26。该元件

接受第一端子22a处的电压V的时变值作为输入，并且传送其最大值Vmax作为输出。最大电压

值检测器26由此可用某个时间常量操作，即，传送的最大电压值Vmax然后可对应于在所选取

的例如300ms的时间间隔内传送的最大值。

[0035] 阈值比较器28处理最大电压值Vmax，将其与预存储的电压阈值Vth比较。阈值Vth可

以是检测过电压状况的上限阈值。在其中所传送的最大电压值Vmax被发现在上限阈值Vth之

上的情形中，检测信号D被传送至延迟电路30以信号通知电危险状况。替代性地，阈值Vth可

以是下限阈值，使得在Vmax下降在Vth之下情形中，传送以信号通知短路状况的检测信号D。

[0036] 在正常的操作期间，如果没有检测到电危险状况，则检测信号D是不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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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延迟电路30用例如0.5至3s的某个预定义时间常量操作，并且如果检测信号D在该

预先选取的时间长度上被供应，就传送控制信号S。只要检测信号是不活跃的，或者仅在小

于时间常量的时间内是活跃的，就不应用控制信号S。这用来避免错误的警报，特别是在电

流控制的爬高阶段期间。

[0038] 控制信号S操作禁用开关24，即如果控制信号S是存在的（因为检测信号D已经被应

用于延迟电路30指定长度的时间），则禁用开关24闭合。

[0039] 在每个OLED组件14的操作中，SCP因而按如下操作：在正常的操作中，禁用开关24

是打开的。电流I流过OLED元件20。因此，每个SCP的第一端子22a处的电压将处于预期的标

称值。因而，比较器电路28将传送标称电压窗口内的值Vmax，即在上限阈值Vth1之下并且在下

限阈值Vth2之上，并且将不应用检测信号D，使得禁用开关24将保持打开。

[0040] 在OLED元件20处发生短路状况的情形中，第一端子22a处的电压将下降，使得（在

与最大电压值检测器26关联的时间间隔之后）对应地由最大电压检测器电路26传送的最大

电压值Vmax将降低。最终比较器电路28将发现Vmax＜Vth2，并传送检测信号D。在延迟电路30中

的预设的时间段之后，这将导致控制信号S的激活，由此闭合禁用元件24，并因而将有缺陷

的OLED元件20旁路。同样地，在OLED元件20中的电阻增加的情况下，电压V并且因而最大电

压值Vmax将增加，直到在Vmax＞Vth1时针对过电压状况的检测信号D将被激活，在延迟时间之

后导致禁用元件24的激活。

[0041] 每个SCP的该特性独立于其中电功率被供给的模式，即不论传送的电流可能是恒

定的、幅值调制的还是脉冲宽度调制的，操作是相同的。在每个情形中，最大电压检测电路

26将传送最大电压值Vmax。例如，在以恒定的电流（并且因此电压）的常规的操作的情形中，

最大电压检测器26还将传送恒定值Vmax。同样地，在PWM模式中的操作中，只要峰值检测器电

路26的时间常量比PWM电压的“off”时段更长，即使在off时段期间，最大电压检测电路26将

继续传送恒定值Vmax。

[0042] 在短路状况的情形中，第一端子22a处的电压值将强烈地降低，而在过电压状况中

其将增加，不论电功率的供应的模式如何。因而，装配有如所描述的SCP的每个OLED组件14

将安全对抗在OLED元件20内发生的电危险状况，不论电功率是如何被供应的。因而OLED组

件14可由不同种类的电源12安全地操作。

[0043] 图3示出SCP电路的实施例的电路图，包括端子22a和22b。能量存储电路32连接至

第一端子22a，其包括电容器组34。在PWM操作中，电容器组34在每个脉冲期间被充电，并且

传送用于SCP电路的有源部件的操作电压Vo。

[0044] 进一步地，SCP电路包括连接到第一端子22a的最大电压检测器26（峰值电压检测

器电路）。在第一端子22a处传送的电压V在第一电容器C1处被稳定并且传送至第一运算放

大器OP1，第一运算放大器OP1经由稳压二极管D1向回耦合。输出对应于经由第二电容器C2

被稳定的最大电压Vmax。正如本领域技术人员将注意，因为OP1的操作输入窗口由供给电压

限制，在峰值电压检测器电路26内，电压V不是直接地应用至运算放大器OP1而是由分压器

给予其某个比例。进一步地，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到，峰值检测器电路将在由C1和C2的值所

定义的时间窗口内操作，即，如果输入电压V在比时间窗口更长的时间上下降为在之前的值

Vmax之下，则传送的峰值Vmax也将降低。

[0045] 随时间推移的传送的最大电压Vmax被传送至比较器电路28，比较器电路28包括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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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限阈值的第一比较器电路28a和针对第二下限阈值的第二比较器电路28b。除了相应的

比较器的连接之外，比较器电路28a、28b中的每个基本上被同样地建立。在第一比较器电路

28a中，最大电压Vmax被传送到被用作比较器的运算放大器OP2的正输入，其中操作电压Vo经

由分压器R1/R2被传送至比较器OP2的负输入作为上限阈值Vth1。同样地，在第二比较器电路

28b中，最大电压Vmax被传送至运算放大器OP3的负输入，并且操作电压V0经由分压器R3/R4

作为下限阈值Vth2被传送至比较器OP3的负输入。通过R1/R2的值，第一上限阈值Vth1可以在

上限阈值比较器电路28a中被设定，而通过选取第二下限阈值比较器电路28b中的电阻器

R3/R4的对应的值，可以选取下限阈值Vth2。

[0046] 在每个比较器电路28a、28b中，如果Vmax在正常的操作窗口之外，即在Vth1之上或者

在Vth2之下，则比较器OP2、OP3的输出作为检测信号D被传送，。

[0047] 检测信号D不会立即导致禁用元件的激活，而是首先由包括独个的延迟电路30a、

30b的延迟电路30处理。每个延迟电路30a、30b是包括可调电阻器R5(R6)和电容器C3(C4)的

R/C电路。

[0048] 因而，延迟/驱动器电路30接受来自于比较器电路28a、28b二者的检测信号D作为

输入，指示被传送的最大电压值Vmax在由上阈值电压和下阈值电压Vth1、Vth2定义的正常操作

窗口之外。如果检测信号D存在于由R/C电路30a、30b指定的时间的量（该时间量可由电阻值

R5、R6和电容值C3、C4选取），则控制信号S被生成并且被供应至驱动器电路32。

[0049] 在存在控制信号S的情形中，驱动器电路32的进一步的运算放大器OP4经由包括电

容器C5和电阻器R7的RC电路驱动晶闸管24，晶闸管24作为禁用开关工作并且连接在第一和

第二端子22a、22b之间。

[0050] 因而，如果峰值电压检测器电路26检测的电压V的峰值Vmax在由延迟电路30的时间

常量给定的时间的量内被发现在上限阈值Vth1之上或者在下限阈值Vth2之下，则禁用开关24

被激活并且桥接连接在端子22a、22b之间的负载。

[0051] 已经在绘图和前述的描述中详细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这样的图示和描述被认为

是说明性的或者示例性的，并不是限制性的。本发明不限于所公开的实施例。

[0052] 例如，替代监控第一端子22a处的电压，还可能的是监控另一电学值，例如第二端

子22b处的电压或者电流值。

[0053] 从对绘图、说明书和所附权利要求的研究，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实践要求保护的发

明时，将能够理解和完成所公开的实施例的其他变型。在权利要求中，词语“包括”不排除其

它元件或步骤，并且不定冠词“一”或“一个”不排除多个。单个的单元可履行权利要求中记

载的若干个项目的功能。某些措施被记载在相互不同的从属权利要求中这一纯粹事实不指

示这些措施的组合不能被有利地使用。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不应被解释为限制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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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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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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