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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限流电路及包含该限流电路的电能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限流电路及包含该限流

电路的电能表。目前采用P-MOS管的限流电路，不

利于整个电路长期稳定地工作。本发明的恒流模

块具有一个输入端和两个输出端，恒流模块的输

入端与电压连接，恒流模块的一输出端与第三三

极管的集电极连接，另一输出端分别与第三三极

管的基极和第四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所述第三

三极管的基极与第四阻抗元件的一端连接，第四

阻抗元件的另一端与第四三极管的基极连接；所

述第三三极管的发射极与第四三极管的发射极

之间串联第三阻抗元件；第三阻抗元件与第四三

极管的发射极连接的节点与可控稳压模块连接，

所述可控稳压模块的输出端上接有负载。本发明

的优点是能够实现限流，并且自身功耗较小，利

于电路长期稳定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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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限流电路，包括电压（Vcc）、第三阻抗元件（R3）、第四阻抗元件（R4）、

第五阻抗元件（R5）、第三三极管（V3）和第四三极管（V4），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恒流模块

（1）和可控稳压模块（2）；

所述的恒流模块（1）具有一个输入端和两个输出端，恒流模块（1）的输入端与电压

（Vcc）连接，恒流模块的一输出端与第三三极管（V3）的集电极连接，另一输出端分别与第三

三极管（V3）的基极和第四三极管（V4）的集电极连接；

所述第三三极管（V3）的基极与第四阻抗元件（R4）的一端连接，第四阻抗元件（R4）的另

一端与第四三极管（V4）的基极连接；

所述第三三极管（V3）的发射极与第四三极管（V4）的发射极之间串联第三阻抗元件

（R3）；

第三阻抗元件（R3）与第四三极管（V4）的发射极连接的节点与可控稳压模块（2）连接，

恒流模块（1）的输出端与第四三极管（V4）的集电极连接的节点与可控稳压模块（2）的基准

电压输出端连接，所述可控稳压模块（2）的输出端上接有负载；

所述第四阻抗元件（R4）与第四三极管（V4）的基极的连接节点通过第五阻抗元件（R5）

接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限流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恒流模块（1）包括第八阻抗元件

（R8）、第一三极管（V1）以及第二三极管（V2）；

所述第八阻抗元件（R8）的一端与电压（Vcc）连接，另一端与第二三极管（V2）的集电极

连接；所述第一三极管（V1）的基极与第八阻抗元件（R8）和第二三极管（V2）的集电极的连接

节点连接；所述第一三极管（V1）的集电极分别与第八阻抗元件（R8）与电压（Vcc）的连接节

点和第三三极管（V3）的集电极连接；所述第一三极管（V1）的发射极与第二三极管（V2）的基

极连接。

3.根据利要求2所述的限流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恒流模块（1）还包括一肖特基二

极管；所述肖特基二极管串接在第一三极管（V1）的发射极与第二三极管（V2）的基极和第二

三极管（V2）的发射极的连接节点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限流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恒流模块（1）还包括第六阻抗

元件（R6）；所述第六阻抗元件（R6）串接在肖特基二极管和第二三极管（V2）的发射极之间；

所述第六阻抗元件（R6）的一端与肖特基二极管的负极连接，另一端与第二三极管（V2）的发

射极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限流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恒流模块（1）还包括第七阻抗

元件（R7）；所述第七阻抗元件（R7）串接在第六阻抗元件（R6）和第二三极管（V2）的发射极之

间，所述第七阻抗元件（R7）的一端与阻抗元件（R6）连接，另一端与第二三极管（V2）的发射

极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限流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控稳压模块（2）包括可控稳

压源（TL431）、第一阻抗元件（R1）和第二阻抗元件（R2）；

所述可控稳压源（TL431）的阴极与第六阻抗元件（R6）和第四三极管（V4）的集电极连接

的节点连接，所述可控稳压源（TL431）的阳极分别与第五阻抗元件（R5）的一端和第二阻抗

元件（R2）的一端连接；

可控稳压源（TL431）的参考极分别与第二阻抗元件（R2）的另一端和第一阻抗元件（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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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端连接；第一阻抗元件（R1）的另一端与第四三极管（V4）的发射极与第三阻抗元件（R3）

连接节点连接。

7.一种电能表，包含限流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限流电路为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

述的限流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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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限流电路及包含该限流电路的电能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路，具体地说是一种限流电路及包含该限流电路的电能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常规的限流电路如图1所示，在负载上流过的电流较大的情况下，电路会稳定

在最大电流输出，输出电压会被拉低，P-MOS管通过工作在线性区，对输出电路进行分压，从

而稳定输出电流，达到限流的目的。

[0003] 但是上述的限流电路中，负责限流电路部分的功耗较高，尤其是其中的P-MOS管功

耗高（由于P-MOS管工作在线性区，会一直使得P-MOS管处在不完全导通状态，因P=UI,触发

保护时电流恒定，P-MOS的功耗与它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这对整个电路以及电路中元器件

的散热性能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利于整个电路长期稳定地工作，也不利于包含上述限

流电路的电能表长期稳定地工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能够实现限

流并且自身功耗较小的限流电路及包含该限流电路的电能表，以利于电路及电能表长期稳

定地工作。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限流电路，包括电压、恒流

模块、可控稳压模块、第三阻抗元件、第四阻抗元件、第五阻抗元件、第三三极管和第四三极

管；

[0006] 所述的恒流模块具有一个输入端和两个输出端，恒流模块的输入端与电压连接，

恒流模块的一输出端与第三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另一输出端分别与第三三极管的基极和

第四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所述第三三极管的基极与第四阻抗元件的一端连接，第四阻抗

元件的另一端与第四三极管的基极连接；所述第三三极管的发射极与第四三极管的发射极

之间串联第三阻抗元件；第三阻抗元件与第四三极管的发射极连接的节点与可控稳压模块

连接，恒流模块的输出端与第四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的节点与可控稳压模块的基准电压输

出端连接，所述可控稳压模块的输出端上接有负载；所述第四阻抗元件与第四三极管的基

极的连接节点通过第五阻抗元件接地。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恒流模块包括第八阻抗元件、第一三极管以及第二三极管；所述第

八阻抗元件的一端与电压连接，另一端与第二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所述第一三极管的基

极与第八阻抗元件和第二三极管的集电极的连接节点连接；所述第一三极管的集电极分别

与第八阻抗元件与电压的连接节点和第三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所述第一三极管的发射极

与第二三极管的基极和第二三极管的发射极的连接节点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恒流模块还包括一肖特基二极管；所述肖特基二极管串接在第

一三极管的发射极与第二三极管的基极和第二三极管的发射极的连接节点之间。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恒流模块还包括第六阻抗元件；所述第六阻抗元件串接在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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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二极管和第二三极管的发射极之间；所述第六阻抗元件的一端与肖特基二极管的负极连

接，另一端与第二三极管的发射极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恒流模块还包括第七阻抗元件；所述第七阻抗元件串接在第六

阻抗元件和第二三极管的发射极之间，所述第七阻抗元件的一端与阻抗元件连接，另一端

与第二三极管的发射极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可控稳压模块包括可控稳压源、第一阻抗元件和第二阻抗元件；

所述可控稳压源的阴极与第六阻抗元件和第四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的节点连接，所述可控

稳压源的阳极分别与第五阻抗元件的一端和第二阻抗元件的一端连接；可控稳压源的参考

极分别与第二阻抗元件的另一端和第一阻抗元件的一端连接；第一阻抗元件的另一端与第

四三极管的发射极与第三阻抗元件连接节点连接。

[0012] 本发明采用的另一技术方案为：一种电能表，包含上述限流电路。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当负载上的电流增大后，能够触发分压，

即借助第四阻抗元件和第五阻抗元件，最终使得负载上流过的电流减小，并被稳定在一个

恒定值，整个电路的功率较小，对元器件损伤较小，有利于电路及电能表长期有效的工作。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现有技术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一与现有常规保护电路的对比效果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功耗示意图。

[0018] 图中所述，1、恒流模块；2、可控稳压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0] 实施例一

[0021] 本实施例为一种限流电路。

[0022] 如图2、3和4所示的限流电路，它包括电压Vcc、恒流模块1、可控稳压模块2、第三阻

抗元件R3、第四阻抗元件R4、第五阻抗元件R5、第三三极管V3和第四三极管V4。所述恒流模

块1具有一个输入端和两个输出端；恒流模块1的输入端与电压Vcc连接；恒流模块1的一输

出端与第三三极管V3的集电极连接，另一输出端分别与第三三极管V3的基极和第四三极管

V4的集电极连接；所述第三三极管V3的基极与第四阻抗元件R4的一端连接，所述第四阻抗

元件R4的另一端与第四三极管V4的基极连接；所述第三三极管V3的发射极、第三阻抗元件

R3以及第四三极管V4的发射极依次连接；第三阻抗元件R3与第四三极管V4的发射极连接的

节点与可控稳压模块2连接，恒流模块1的输出端与第四三极管V4的集电极连接的节点与可

控稳压模块2的基准电压输出端连接，所述可控稳压模块2的输出端上设有负载；所述第四

阻抗元件R4与第四三极管V4的基极的连接节点通过第五阻抗元件R5接地。

[0023] 所述恒流模块1还包括第八阻抗元件R8、第七阻抗元件R7、第六阻抗元件R6、第一

三极管V1、第二三极管V2以及肖特基二极管；所述第八阻抗元件R8的一端与电压Vcc连接，

另一端与第二三极管V2的集电极连接；所述第二三极管V2的发射极与第七阻抗元件R7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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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连接，所述第七阻抗元件R7的另一端与第六阻抗元件R6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七阻抗元件

R7与第六阻抗元件R6的连接节点分别与第三三极管V3的基极和第四三极管V4的集电极连

接；第六阻抗元件R6的另一端与肖特基二极管的负极连接，所述肖特基二极管的正极分别

与第二三极管V2的基极和第一三极管V1的发射极连接，所述第一三极管V1的基极与第八阻

抗元件R8和第二三极管V2的集电极的连接节点连接；所述第一三极管V1的集电极分别与第

八阻抗元件R8与电压Vcc的连接节点和第三三极管V3的集电极连接。

[0024] 所述可控稳压模块2包括可控稳压源TL431、第一阻抗元件R1和第二阻抗元件R2；

所述可控稳压源TL431的阴极与第六阻抗元件R6和第四三极管V4的集电极连接的节点连

接，所述可控稳压源TL431的阳极分别与第五阻抗元件R5的一端和第二阻抗元件R2的一端

连接；所述可控稳压源TL431的参考极分别与第二阻抗元件R2的另一端和第一阻抗元件R1

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阻抗元件R1的另一端与第四三极管V4的发射极与第三阻抗元件R3连

接节点连接。

[0025]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第三阻抗元件R3为采样电阻，当负载电流较小时，第三三极管

V3工作在放大区，第三三极管V3和可控稳压源组成降压稳压电路，第三阻抗元件R3两端的

电压与第三阻抗元件R3通过的电流成正比，由于第三三极管V3和第四三极管V4的Ube大致

相等，即两者的基极与三极管的发射极的压降；第四阻抗元件R4两端的电压几乎等于第三

阻抗元件R3两端的电压，随着负载的电阻减小（负载中出现部分短路），导致负载上的电流

增大，第四阻抗元件R4两端的压降随着第三阻抗元件R3两端的压降的增大而增大，通过第

四阻抗元件R4和第五阻抗元件R5的分压作用，第四三极管V4的基极电平也不断上升，但是

由于设置了TL431，通过其稳压作用，第四三极管V4的发射极电平会稳定在一个值（大小为

2.5*（R1+R2）/R2,在本发明中，R1和R2的值相等，即会稳定在5V），当第四三极管V4的基极电

平进一步上升，第四三极管V4逐渐导通，此时，该限流电路通过第一三极管V1、肖特基二极

管、第六阻抗元件R6流通；第一三极管V1、第二三极管V2、第六阻抗元件R6、第七阻抗元件

R7、第八阻抗元件R8以及肖特基二极管构成了一个恒流电流，Ib3（第三三极管V3的基极电

流）、Ib4（第四三极管V4的基极电流）以及Ic4（第四三极管V4的集电极电流）之和恒定，当

Ib3（第三三极管V3的基极电流）减小，即Ic3（第三三极管V3的集电极电流）减小，第一三极

管V1和第二三极管V2均工作在放大区，第八阻抗元件R8主要是起到限流作用，第七阻抗元

件R7上的阻抗可以忽略不计，第六阻抗元件R6的电压稳定在一个值（该值等于（U2be-肖特

基二极管的压降，即第二三极管V2的基极与发射极的压降-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流过第六

阻抗元件R6的电流值等于（第二三极管V2的基极与发射极的压降-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除

以第六阻抗元件R6的阻值），流过第六阻抗元件R6的电流值即等于负载上的流过的电流，即

最终负载上的流过的电流被稳定在一个恒定值。

[0026] 实施例二

[0027] 本实施例为一种包含实施例一所述限流电路的电能表。

[0028] 以上仅就本发明的最佳实施例作了说明，但不能理解为是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本

发明不仅限于以上实施例，凡在本发明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所作的各种变化均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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