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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保护电路对现代电源与智能负载系统

在雷击故障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modern power supply and intelligent load system

 to lightning fault based on protection circuit

鲁思慧

摘 要：本文将对新技术与芯片在电源系统或设备因雷击与过电压、过电流和过热故障及其智能负载保护中的应用作分

析,与此同时对其瞬态电压抑制器(TVS)选用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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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and chip in power system or equipment due 

to lightning strike and over voltage, over current and over heat failure and intelligent load 

protection is analyz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election of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TVS) is 

explained.   

Keywords: protection system， surge and hot plug， isolated， programming

前言

电力输送系统容易受到多种电气危害。电气路径上由

存储电容引起的涌流、由于布线错误或停电引起的反向电

流、过压和欠压可导致退化或不可逆的损坏。

典型的非集成式保护解决方案（如在闪电此类事件中）

有许多缺点，包括 BOM（物料清单）、成本较高、PCB 

占地面积大、公差高及认证耗时长等等。因这是传统保护

技术，故电路体积庞大、价格昂贵， 而且很难实施。因为

每次雷击都会削弱系统，并最终在一次或几次雷击后将其

摧毁，并且因雷击又将使工厂其各部门所有业务受会到严

重影响， 因此，经常遭受雷击的地区必须加强其保护系统

是非常重要的，确保以防止故障对各电源或电信、IT 设备

的严重损坏。

幸运的是，现在全面的系统电源保护脱颖而出，它提

供的现代保护电路使工程师拥有了强大的高度集成的节省

空间和易于实现的解决方案。该系统电源保护集成电路可

以减轻在工业、医疗、电动汽车和其他环境中经常遇到的

反向电压、热插拔、过压、过流和过温故障条件的有害影响，

防止现场故障和意外停机。其全套系统保护集成电路集成

了背对背 MOSFET，以纳秒级的响应时间提供强大保护。

则稳健的紧凑型解决方案具有如下特点 ：涌流限制，电子

熔丝 / 过载限制，反向电压，功率限制，热力控制电流折

返，电流监测等。新型的高度集成保护集成电路系列可以

帮摆脱非集成式保护解决方案有许多缺陷。例如，可使高

达 6A 和 ±60V 干扰电流与电压对系统的冲击。

值此本文将对新技术与芯片在电源系统或设备因雷击

与过电压、过电流和过热故障及其智能负载保护中的应用

作分析，与此同时对其瞬态电压抑制器 (TVS) 选用作说明。

1  保护集成电路如何保持系统正常运行

1.1  故障问题产生

若迂工厂倒闭则是一个必须立即解决的关键事件。在

一个区域中对于经常被闪电雷击系统的故障来说，如果不

加以处理，则可能会损坏设备或人身伤亡。这是由于每次

雷击都会削弱系统，并最终在一次或几次雷击乃至将使工

厂其各部门所有业务均严重影响，此后将摧毁甚至更使整

个工厂瘫痪。因此，经常遭受雷击的地区必须加强其保护

系统。由此应用保护电路以防止故障损坏设备对减轻影响

是非常重要的。对此像闪电雷击此类事件若釆用传统式减

轻系统故障电路保护技术则由于体积庞大、价格昂贵难以

实现与有效。而现代保护电路系统可提供具有稳定、高度

集成节省空间和易于实现的解决方案，是有助于维护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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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系统的正常运行的理想选择。 

1.2  现代电源保护电路系统的应用

如今设计师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在狭小的空间

中安装隔离式电源，同时保持高效率。而新型隔离式直流

- 直流与交流 - 直流转换器及控制器系列能提供尺寸更小的

解决方案及更少的物料清单（BOM）。该新型技术（例无

光耦合器隔离式直流 - 直流设备）消除了反馈路径中的光

耦合器所需的电路板空间，它比典型的电路板空间能节约

30%，而 BOM 最多可以节约 50%。因为所有的电气系统

都经历如过电压、过电流、过热和其他故障，所以有效的

保护是对系统保持正常运行时间至关重要。若忽视保护则

会妨碍电源系统的设计及验证测试等各阶段实施的失败。

这种情况对工厂来说是非常更糟糕的。值此将对常见电源

系统的过电压、过电流和过热三个主要领域的故障与保护

应用案例作分析说明。

* 电压故障 - 系统浪涌和振铃  

由于一些事故，输入电压可能会高于或低于正常直流

电压范围，例如雷击、保险丝烧断、短路、热插拔事件、

电缆振铃等。见图 1 所示的长电缆在瞬间短路后出现电压

振铃现象。

图 1  所示为长电缆在瞬间短路后出现电压振铃现象

据此，示例一个瞬间短路事件 ( 见图 2 所示测试电

路 ) ：当一个正常运行系统，若在 10 英尺的电缆末端的

发生瞬间短路。则从图可知将会使其电压环形和峰值达到

50.4V，是 24VDC 正常电压则翻倍。

* 过流 / 短路故障  

输出过载和短路是两种明显的电流故障。这对于没有

保护的电路会发生下列人身事故 ：输出过载使系统产能过

热发烫 ；至于短路，可能是由单板上的故障部件引起的，

如果有人不小心把扳手掉到电源连接器上，可能会发生严

重的短路并毁烧电缆束及电路板。 

1.3  现代系统保护解决方案的应用

MAX17608/MAX17609 过压 / 过流保护器件应用

架构（图 3 所示）

从图 3 所示可知 MAX17608/MAX17609 过压 / 过

流保护器件嵌于系统电源与负载之间。由于 MAX17608/

MAX17609 过压 / 过流保护器件的应用可以使设备或系

统可保护电路免受高达 ±60V 的正、负输入电压故障的

发生。又通过可选的外部电阻（R1、R2、R3、R4）调

整过电压锁定阈值 (OVLO) 在 5.5V 和 60V 之间的任何电

压 ( 见图 3)。它具有可编程电流限制保护，最高可达 1A。

MAX17608 和 MAX17610 可阻断电流流向相反方向，

而 MAX17609 允许电流流向相反方向。由此可使该设备

还具有防止内部过热的断开关。该 IC 的 SETI 引脚上的负

载瞬时电流值功能可帮助系统监测每个电路板的电流消耗。

该器件是优势是将控制和功率 MOSFET 集成在同

一个 IC 中，它为 12 引脚的 TDFN-EP 封装，面积为

3mm×3mm，而工作温度可在 -40℃至 +125℃范围内。  

该过压 / 过流保护器件应用的离散解决方案使设备或

系统可以在有三种不同的电流限制方式 ( 自动重试、连续、

闭锁模式 ) 下实现编程。这是系统设计人员可用管理暂态

负载方式实现系统停机时间最短和服务成本最低的一种好

方法。

图 2  测试电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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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AX17608/MAX17609 应用示意图

2  现代系统电源保护的应用特征

2.1  负载箱供电保护架构与瞬态电压抑制器 (TVS)

应用

典型的负载箱见图 4（a）所示，它的前端是一个

60VDC/ 保护器，应该说是负载箱的收发器，它既可以

处理电源数据输入又将能量传递给降压转换器，从而给单

片机 / FPGA 等专用集成电路提供 5V 电压。而负载箱的

Vcc 通常由 24V 直流电源供电。其功率路径如图 4（a）

负载箱供电保护架构图。

(VCC)。而相关的输入电流峰值由电阻 RP 以降低电路中

的寄生元件或物理元件引发的电压瞬变源。瞬态电压抑制

器（TVS）是一种基于雪崩二极管的所谓瞬态电压抑制器，

比压敏电阻器更具优势那如何从 Littefuse ™目录中选择

一个 TVS ？则举例如下：见图 4（b）TVS V-I 特征示意图。

图 4（a）  负载箱供电保护架构图

如果前端开关稳压器工作电压 24V 直流电源是干净

的或低噪音，则无需要额外的保护 ( 即没有图 4（a）虚线

TVS)。然而，工厂车间可能是一个电缆长、雷击强及电

磁干扰瞬变等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环境，则负载箱可能必须

承受的电压瞬态要比保护电压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负

载箱应采用瞬态电压抑制器 (TVS) 来限制前端的输入电压

图 4（b）  TVS V-I  特征示意图

从图 4（b）TVS V-I 特征所知，只有当加于瞬态电

压抑制器 (TVS)TVS 直到电压达到 VBR（动态比特率）时。

它开始导电，当它电压略微上升至其最大箝位电压 VC 时，

对应于最大允许峰值脉冲电流达 IPP 起保护系统不被雷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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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该产品的 VC×IPP 是该产品的最大峰值功率。正常

运行时必须选择 TVS 的 VBR 高于输入 VCC(MAX)，而箝

位电压 VC 突变电压必须低于开关稳压器输入电压。雷击

瞬变电压高于 VBR 时瞬态电压抑制器 (TVS) 才能起系统

的保护。  

2.2  瞬态电压抑制器在现代电源设备保护的方案巧

用

由于瞬态电压抑制器（TVS）是应该使用简单、非常

便宜、性能可以预测的电源设备保护装置。除了上述负载

箱保护方案中应用外，还可拓展到各类现代电源设备保护

中应用。值此将从设计思想与确保保护装置动作的选择性

等方面作分析说明。

* 关于设计思想   该（TVS）装置基于一个特殊的瞬

态电压抑制器，该器件所具备的参数能够满足并有效保护

电源与电信设备所必需的所有特性，例如 ：快速响应时间、

低电容及低动作电压。在高空电磁脉冲影响的情况下，因

为受到大电流脉冲通过带来的影响，瞬态电压抑制器 (TVS

二极管 ) 内部的 p-n 结会击穿，而它保护的电路将被旁路。

所以这种对设备实现保护的装置的工作方案也是有效可行

的 ：即它一方面可以保护设备免受高空电磁脉冲的冲击，

而另一方面在恢复过程中只需要断开被损坏的保护装置，

就可以让它保护的设备恢复工作。

* 关于确保保护装置动作的选择性  这种选择性主要通

过选择大功率的瞬态电压抑制器来实现，其次就是通过电

阻来限制流过它的电流。对现有设备使用具有低动作电压

与极低电容等一类瞬态电压抑制器来说，通过对参数分析

与实践证明，例如应用新型的 S03—6 型瞬态电压抑制二

极管 ( 见图 5（a）所示 ) 是效果最好的。

单根双绞线线对免受共模 ( 相对于参考电位而言的 ) 和差

模 ( 导体之间的 ) 的高空电磁脉冲的影响。

从图 5（a）电路图中可知，对串联接到抑制器每个输

入端的电阻器 R1、 R2 而言，其阻值应该在 20 欧姆左右，

以便限制流经抑制器的最大允许电流脉冲，防止幅度几千

伏的脉冲瞬态干扰影响到保护装置的输入。用于限制电流

的电阻器应该是无感的，而且应该适用多种类型的脉冲电

流。

这种保护装置的设计方案使得它在工程化上非常简单

( 见图 5（b）所示 )，而且价格低廉。图 5（b）中为 6 对

双绞线提供保护的装置的印刷电路板图，其中包括瞬态电

压抑制器 S03—6 型和限流电阻器（R1-R12），而电路板

应该涂刷高压漆。

图 5（a）  为 SP03—6 型瞬态电压抑制器二极管 (TVS)

关于该瞬态电压抑制器特点与应用   是在具有相同的

工作电压和电容值的前提下，它允许流过的脉冲电流最高

可达 150A，效果更好。类似这样的一个小芯片可以保护

图 5（b）  所示工程化非常简单见的为保护装置的设计

3  应用电源和电路的设计技巧获得更理想的智

能负载系统的保护

保护电路是现代电子学的无名英雄。无论应用领域是

什么，从交流线路到数字负载的长电链中都穿插着各种尺

寸和形状的熔断器和瞬态电压抑制器。在电气运行中，由

电力源，例如 ：由存储电容引起的涌流，由接线错误或停

电引起的反向电流，由感性负载开关或闪电引起的过电压

和欠电压等均会损坏的电子负载。对于用低电压技术构建

的微处理器和存储器来说是一种严重损害。为此有必要在

负载周围建立一个防护圈来处理并预防这些潜在灾难性事

件的发生。 

应该说，保护电子设备故障（如过压 / 欠压、过流和

逆流）的处理必须在其额定电压和电流范围之内。如果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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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电压浪涌超过了的保护电子额定值，可以以滤波器和

瞬态电压抑制 (TVS) 设备的形式添加额外的保护层。值此

以典型的智能负载的系统保护方案为典例作说明。

3.1  典型的智能负载的系统保护方案

见图 6 所示。它的组成为 ：由一个 DC-DC 转换器 

( 控制 IC2) 与 MOSFET 功率开关管桥式驱动器 (T3, T4)

和反向偏置二极管 (D3, D4) 以及输入和输出滤波电容

(CIN, COUT) 并由此对负载 PLC 供电。若来自 24V 电源

母线（VBUS）的电压浪涌，如果直接连接到 VIN，则将

对 DC-DC 变换器及其负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前

端电压保护是必要的。为此该保护是通过一个控制器 (IC1)

来实现的，该控制器驱动两个分立的 MOSFET 功率开关

管 T1 和 T2。

3.2  智能负载的系统保护方案应用

通 过 控 制 器 (IC1) 及 MOSFET 功 率 开 关 管（T1，

T2）可以成为过电压保护装置与过电流保护装置。对于过

电流保护装置，是当向上的电压波动会产生高的 CdV/dt

浪涌电流时，瞬态电压抑制 (TVS) 起保护作用可防止系统

过热提高系统可靠性。 

4  后话 -新趋势在必行

4.1  现代电源保护电路系统应用势在必行

电子负载需要保护免受停电和波动及感性负载切换、

闪电的影响。上述是典型的现代电源保护电路系统解决方

案，它应用了高集成度、高灵活性、低 Rds (ON) 及可直

接提供反向电压和电流保护的 MAX17608/MAX17609 

IC 系列芯片。它又具有容易使用和 PCB 板空间小等功能

特点。由于使用此类集成电路从而可以在电源系统或设备

周围设计构建出一个紧密的保护圈，大大提高系统安全性

和可靠性。 

4.2  全新实时微控制器 MCU 应用是攻克服务器电源

设计挑战的新趋势

随着服务器和数据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日益广

泛，对稳定高效电源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以应对不断增加

的功耗。由于需要更多的集成中央处理单元、图形处理单

元和加速器来提高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的计算速度，则用电

量一直快速增长。为此呈现应用全新实时微控制器 MCU

设计出新型服务器电源将是最有效选择。

图 6  为智能负载的系统保护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