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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C标准：汽车级电子元器件&部件

AEC100 为有源器件，AEC200为无源器件

A（Automotive） E（Electronics） C（Council）

发起委员会：克莱斯勒、通用、福特

内容：汽车零件资质与质量标准

要点：

温度范围：-40°C~125°C；   -40°C~150°C（发动机周边）

防水，震动冲击， 粉尘发霉，稳定性 & 安全性，灵敏度，寿命：15年

20万公里 … …

车载设备与汽车级电子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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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瓶颈：1. 里程焦虑（容量） 、   2.充电焦虑（方便快速）

   充电难题：1.大功率/技术（快速）、2.方便/政策（点多）

150公里 / 400公里 30分钟 / 10分钟150kW / 350kW

充
电
越
来
越
快

充电桩 & OBC

….800V...

电
压
越
来
越
高

功
率
越
来
越
大

电动汽车电池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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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C &车载电源的快速发展

大功率  3.3kW(2015年)， 6.6kW(2017年），11kW（2020年）…

新功能  单向OBC（2015年），双向OBC （2017年研发）

多合一  OBC（—2015年），OBC & 电驱 二合一 (2017年）
 OBC & DC/DC 二合一（ 2018年）, …

新材料  Si MOS（—2017年），SiC MOS（2018年研发）

2015年 2017年 2018年 20**年..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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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C主流电路拓扑：为什么2级结构？

Ø  PFC：满足电网侧要求：PF、THD、宽范围电网

Ø  DC/DC ：实现电池充电要求：电池充电的电压电流，电气隔离

Ø  每一级电路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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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拓扑（主流方案）

Ø  PFC：满足电网侧要求：PF、THD、宽范围电网

Ø  DC/DC ：实现电池充电要求：电池充电的电压电流，电气隔离

Ø  每一级电路高效率

无桥/有桥方案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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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C其他电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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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电源经典电路方案

适用性：电池电压变化范围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技术性能 内容

功率 3.3kW @220V(AC) ;1.6kW  @110V(AC)。    6.6kW, 
9.9kW

输入电压范围 85-265V(AC)
功率因数（PF） >0.99（典型值）

输入电流THD <4% 
额定输出电压 360V（DC）
输出电压范围 200-400V(DC)
输出电流范围 0-12A
整机效率 96.3% （典型值）

工作模式 恒压、恒流（@ BMS指令或预设充电曲线）

保护功能 OVP、OCP、OLP、OTP
支持CAN通讯 变换器工作状态与故障诊断

已完成项目

3.3
kW 

OBC
 Sp

ec.

3.3kW高效率 单向O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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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方案1：传统桥式PFC+LLC

Ø  桥式PFC适合高电网电压，不利于110Vac系统应用的
高效率

损
耗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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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无桥PFC适合宽范围电网电压，有利于110Vac应用的
高效率

电路方案2：无桥PFC+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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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霍尔电压传感器，价格

1.共模EMI大

AC电压检测

无桥PFC的两个缺点

贵

一、高性能车载OBC（续）

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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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无桥PFC的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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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分采样——无桥PFC低成本方案

电网电压

差分采样
电流差分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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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方案3：无桥式PFC+LLC

 双变压器LLC，提高功率密度（减低变压器高度）

上位机调试界面GUI，方便调试

SiC二
极管,

减小反向恢复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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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C电感 L、电容Co设计

SiC二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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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C控制方案

PFC控制框图

PFC控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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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

与

数字化

控制

数字控制，借助精确仿真，包括细节：信号噪声滤波、电路延时、控制算法…

设计工具

PFC仿真&辅助设计

困难：iL采样

iL

滤波环节

Vs

iL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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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C网侧波形Vac & Is

已完成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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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指标

PFC性能/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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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级：LLC电路

变压器

注意：Vo 覆盖范围

LLC优点

Ø 效率高（ZVS & ZCS）

Ø EMI小

Ø 工作频率高

Ø 体积重量小

        LLC缺点

Ø Vo调节范围小

Ø 偏离fo性能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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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电路拓扑（演变）

4

1 2

3

电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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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的变化！

励磁电感Lm为
有限值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LC串联谐振     LLC谐振？ (Lm)

频率范围太宽！

Lm为变压器磁化电感

Lm减小

1

1

fo

0.8

0.4

0.2

0.6

2

LC串联谐振变换器

1.更陡
2.fo左升
       
右降

LLC软开关变换器 fo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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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网络的(Vo/Vi)传输特性

1.可升/可降
2.增益更陡

Vo / Vi

f1 f2

e

ws /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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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铁氧体PC95/96

工作频率 65k~200kHz，变频率

规格型号 PQ4065
最大电流 **A @3.3kW

电压、电流
波形

带气隙的变压器

LLC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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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软开关 ：  
 

1.原边 ZVS ；2.副边 ZCS
 

ZVS ZCS

Vds

IGBT：ZVS
略感性

Vds

isec VD

D：Z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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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设计要点

1. 效率优化点 fo：位于 f2 附近

2.变压器变比 Np:Ns,  Vd/Vo,考虑电压与负载宽
适应范围

3. Lm:Lr, 结合宽范围要求

4. Lr&Cr, 考虑谐振Q值、Cr耐压

LLC高效率原因
   1. 原边ZVS
   2. 副边ZCS 
   3. 重载 fs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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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Cr耐压要求，随工作频率fs增大而
下降【Epcos电容器】

f

谐振电容Cr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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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s>>fo（宽范围），谐振电流滞后大，谐振回路无功大，近90度关

断。

   2. 电流幅度很大（功率恒定）。

   3. 电流关断点（90度）电流很大, 关断损耗很大。

1. 适应宽范围 （OBC电池范围：190V ~ 450V）

2. 宽范围的高效率

LLC变换器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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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变换器典型工作状态：

谐振工作( fs=fo )：ZVS、Z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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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C变换器典型工作状态2:              
过谐振( fs>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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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C变换器典型工作状态2：
过谐振( fs>fo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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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C变换器典型工作状态3：
欠谐振( fs<fo )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fs<fo，欠谐振 fs>fo，过谐振

LLC谐振回路V&I 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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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变压器设计

CCM  过谐振( fs >= fo )

变压器电压Vtran如何选取？

【最低频率点？】

DCM  欠谐振( fs < fo )

常见问题：N取值过大（保守），导致变压器尺寸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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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VS

Z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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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软开关   ZVS & ZCS

MOS：ZVS

D：Z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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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kW OBC

宽范围高效率

宽范围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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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6.6kW双向充电机(OBC）电路

正向：充电        反向：V2L 或 V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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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kW 双向充电机（OBC）

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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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kW 双向充电机（OBC）

3.3kW
放电

放电

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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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正向充电6.6kW

反向逆变3.3kW

供车220VAC

两个3.3kW模块并联

模块化

汽车级器件

数字化控制

6.6kW车载双向充电机(OBC）
方案：无桥PFC+LLC(双向）

英
飞
凌
快
速
IG
BT

NC
：
Vd
c1
,V
dc
2

:400V/320V-4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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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图形用户界面（GUI）

GUI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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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拓扑 元器件 控制方法

 方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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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主开关 + 快恢复反并二极管

双向LLC变换器功率器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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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类型 主开关 反并二极管 是否合适

常规MOS <100ns Trr:500ns

常规IGBT 慢+拖尾 OK

快速IGBT
（IFX）

10 ns OK

SiC MOS 10ns 快

双向DC/DC变换器功率器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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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
r

Value Paramete
r

Value

Vce   650V tr   11ns
Ic   74A / 46A tf   13ns

Vce-sat   1.8V Eoff   0.10mJ
VDF   1.53V td(on)   19ns
Coss   50pF td(off)   165ns
QG   95nC trr   73ns
Cies   2500pF Qrr   0.54uC

英飞凌快速IGBT : IKW40N65F5A

 汽
车
级
器
件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 反并二极管特性（trr、Qrr）对电路的影响：

LLC过谐振(fs>fo)

Ø Trr、Qrr小，反并二极管可以用于高频DC/DC整流

Ø Trr 、Qrr小，桥臂上下开关死区时间小，有利高频工作200kHz

Ø  若Trr大，大动态跳变，容易过热

功率器件的考虑

73ns vs 500ns@MOS

0.54uC vs 7.6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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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器件的考虑
 反并二极管特性（trr、Qrr）对电路的影响（续）

Ø 若Trr大，大动态跳变，容易过热

Ø 若trr大，谐振电流换流结束反向恢复还没有结束 = MOS短路

Ø 可靠性影响 @ 启动、短路、burst  mode

trr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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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原边： Coss小，可以宽范

围ZVS （轻载）

Ø  副边：Coss过大，影响LLC

电路工作

Ø  Coss小，有利于轻载效率

功率器件的考虑

 2. 输出电容（Coes）对电路的影响：

50pF vs 200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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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门极驱动功率小 ：Pdr=k  C  

Ø 轻载时，改善效率

功率器件的考虑
3. 小门极电容（Cies）对电路的影响：

 功率器件数量多

vs 7500pF @MOS

vs  270nC @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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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控制  英飞凌Aurix MCU: TC233

Parameter Value

Pins 100位

主频 200M

ADC 12-bit,  20MHz/820ns

PWM时钟 100MHz

通讯口 CAN, QSPI等

编程方式 库函数

 汽
车
级
 ，

 功
能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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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双向OBC技术指标
内容 指标 内容 指标

输入电压 85V -265V AC/45-
65Hz

电流纹波 1A pk-pk

输入电流 24-30A （32A Max）
最大输出功率

    6.6kW @230VAC，
3.3kW @115VAC
3.3kW  放电逆变

输出电压 200V-400V 充电方式 恒流、恒压
根据电池容量可设定

电压精度/分辨
率

± 2 V 保护 过压、过流、短路、过温

系统效率
充电：95%  @ 

220Vac
充电：92%  @ 

115Vac
      放电：93%

接口 CAN通讯接口，
变换器工作状态信息输出

PFC效率 98% 工作环境温度 -40°～+85°C

功率因数（PF） >0.99 @120VAC
>0.98 @230VAC

冷却方式 水冷

最大输出电流 32A Max 电流精度/分
辨率

3 % / 200mA   <±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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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技术指标
内容 指标 内容 指标

输入电压 85V -265V AC/45-
65Hz

电流纹波 1A pk-pk

输入电流 24-30A （32A Max）
最大输出功率

    6.6kW @230VAC，
3.3kW @115VAC
3.3kW  放电逆变

输出电压 200V-400V 充电方式 恒流、恒压
根据电池容量可设定

电压精度/分辨
率

± 2 V 保护 过压、过流、短路、过温

系统效率
充电：95%  @ 

220Vac
充电：92%  @ 

115Vac
      放电：93%

接口 CAN通讯接口，变换器
工作状态信息输出

PFC效率 98% 工作环境温度 -40°～+85°C

功率因数（PF） >0.99 @120VAC
>0.98 @230VAC

冷却方式 水冷

最大输出电流 32A Max 电流精度/分
辨率

3 % / 200mA   <±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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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核心元器件（英飞凌）

serial number type Main characteristic quantity

1 IKW40N65F5A 快速IGBT   40A 650V 12

2 TC233  Aurix MCU  1

3 2ED020I12 IGBT/MOS Drive 4

4 AUIRB24427S Drive Two MOSs 1

5 IPW65R048CFDA
IPW65R080CFD

MOSFET  48mohm 650V
   80mohm 650V

6

6 IDW30E65D1 Diode  30A 650V 6

7 TLE7368  Power manager 1

8 PQ6042, 3C95 Power Transformer/Epcos 2

9  High freq. cap Resonant cap/Epcos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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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 双向LLC变换器、双向宽范围、双向高效率 

英飞凌驱动IC

英飞凌MCU：TC233

固有谐振频率( fr )计算

折算：

总电容：

固有频率：

变电压
直流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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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 双向LLC变换器、双向宽范围、双向高效率

变电压
直流母线

Si
C-
MO
S

Si
C-
MO
S

英飞凌驱动IC

英飞凌MCU：TC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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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工作模态

反向电压增益M2

时域分析 精确计算双向CLLC的增益&损耗

正向模型 反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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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域分析 精确计算双向CLLC的增益&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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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向LLC变换器波形 :变压器副边电压Vs、
谐振电流 Is

fs=fo

fs<fo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变压器电压波形(Vtran)：双向
LLC

注意：单向 & 双向LLC的变压器电压波形不同

变压器电压波形(VTran)：单向LLC

VTran
Isec

fs>=fo

Isec

VTran

fs<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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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LLC的难点

1.同时覆盖双向宽范围

2.双向高效率 @ 同时

   双向宽范围

   严重过谐振(fs>>fr):
[满功率 & Vo低压输出]

* 谐振回路无功传递，

* 谐振电流很大

* 关断电流很大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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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LLC  Burst Mode  @轻载、低输出电压 
(fs>220kHz)

移相、 Burst Mode 控制  @ 轻载、低输出电压  (fs>220kHz)

效率、纹波 性能变差

拓宽线性调节范围

移相控制@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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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双向LLC变换器 / 效率

正
向
效
率

反
向
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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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C整机正向充电工作效率

@220Vac, 340V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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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C整机反向逆变工作效率曲线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PFC指标测试

@220Vac 100%Load @220Vac 50%Load

PF=0.993  THD(Iin)=4.9% PF=0.987  THD(Iin)=6.7%

PF=0.994  THD(Iin)=4.6% PF=0.983  THD(Iin)=7.5%

@110Vac 100%Load @110Vac 50%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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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逆变输出电压波形

220V ac / 50Hz电阻负载 非线性整流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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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kW双向OBC实物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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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物
样
机
     

6.6kW双向OBC实物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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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桥电路上下MOS / IGBT驱动：

 1. 驱动电路布线，防止干扰引起的直通故障

 2. 驱动电路：负压关断（-5V）

 3. MCU与功率电路隔离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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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式电路
自举浮地驱动的干扰问题

1. 驱动回路、功率回路，

地线布局，避免干扰。

2. -5V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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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压关断驱动&IGBT电压波形

Vgs1
Vds

Vg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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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零电压死区时间设置

死区时间过长，

Vds再次被充电

失去零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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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零电压死区时间设置

死区时间过长，

Vds再次被充电

失去零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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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C新电路结构

功率传递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The Bidirectional Charge- and Traction-System 

(BCTS)

  1.shorten the charging time from eight to two hours, 

  2. reduce the cost by around $2,000.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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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C &逆变器一体机方案

 顾虑：
   1.绝缘，人安全

   2.电路故障，由于没有隔离损耗电池

700V

400V / 1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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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车载DC/DC电源电路拓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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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桥PWM硬开关变换器

特点

硬开关工作，效率较低

副边有电压过冲（选高电压 

MOS,Rds-on大）

电感Ld大电流（220A！）
一级变换

宽范围调节

输出纹波小，Co的ESR要求低

典型效率：92%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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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相全桥ZVS变换器

特点

MOS：ZVS有利高效率
副边有电压过冲

电感Ld大电流（220A！）
Ip有环流，变压器发热

一级变换

宽范围调节

输出纹波小，Co的ESR要求低
典型效率：94%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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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LC变换器（ZVS，ZCS）

特    点

LLC MOS:ZVS；D:ZCS；有利高效率     二级变换                               
不需要大电流输出电感Ld             输出纹波大，Co的ESR要求高

对二极管要求低（ZCS）

典型效率 > 95.5%

99
%

96
.5
%

Si
C

变电压母线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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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内  容

功率  3kW

输入电压范围  200-400VDC, 340V Normi

输出电压范围  9-16VDC，13.8V Normi

输出电流范围  0-220A DC

综合效率 >95%@75%以上负载;  >92%@50%负载;  >90%@25%负载

保护功能  OVP、OCP、OLP、OTP

支持CAN通讯  变换器工作状态与故障诊断信息

冷却方式  水冷

Ø技术指标

3k
W车

载
DC
/D
C转

换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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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主要器件

3k
W车

载
DC
/D
C转

换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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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s

Vds
iL1

iL2

Vgs

Vds
iL1

i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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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VS

Vgs

Vds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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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实物样机照片

Ø  3kW车载高效率DC/DC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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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3kW DC/DC 效率 vs 功率

3k
W车

载

DC
/D
C转

换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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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面充电桩变换器电路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充电桩电路方案

三相维也纳整流PFC 2个LLC DC/DC串并联
Vdc

功率：15kW~60kW(150kW) / 2017
采用多模块并联

Power

锂电池

三相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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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整流器

1.用单相PFC技术做三
相PFC

2.可以用模拟控制，避
免数字控制MCU

3.避免复杂算法（三相
坐标变换）

4. 600V较低电压的MOS
器件

5. 没有桥臂直通隐患 

优点

三相
AC

Power

三相维也纳整流P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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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维也纳整流PFC（拓扑2）：
减少MOS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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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单相PFC，实现三相PFC

方案1 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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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关桥式三相PFC

控制算法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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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00V-1000V高电压平台（锂电池组）

  2. 大电流充电（350A-500A）

  3. 大功率（充电桩350kW/目前<150kW ，OBC为 9.9kW）

  4. 超快速充电（15分钟/250公里；30分钟/500公里）

  5. 大容量电池（500公里续航）

  6. 无线充电（目前效率93%Max）

from: 2017法兰克福车展

电动汽车充电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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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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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SiC 器件应用& OBC 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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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C的快速发展

大功率 3.3kW(2015年)， 6.6kW(2017年），11kW（2020
年）…

新功能  单向OBC（2015年），双向OBC （2017年研发）

多合一
 OBC（—2015年），OBC & 电驱 二合一 (2017年）

 OBC & DC/DC 二合一（ 2018年）, …

新材料  Si MOS（—2017年），SiC MOS（2018年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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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1：两个3.3kW并联      单个6.6kW

单个6.6kW

2个3.3kW
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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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2： SiC MOS对OBC / 车载DC/DC的影响

一、适应电池宽范围充电要求: 200-400V       190-480V

二、提升效率:  95%       97 ～ 98%

三、提升功率密度

四、优化OBC电路工作状态

  Vdss:1200V

  Rds(on): 40毫欧 ，tr、tf  ：10ns

  开关频率 fs:300~500kHz ，tr、tf  ：10ns

  Vdss:1200V,  LLC电路 工作于谐振点 fo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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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器件OBC

Ø   采用SiC MOS器件，提升效率（>97%)、

         功率密度， 改善工作状态。

SiC MOS Rds-on=40毫欧，>300kHz；SiC 二极管无反向恢复（PFC）

变频率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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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时覆盖双向宽范围

2.双向高效率 @ 同时
   双向宽范围

严重过谐振(fs>>fr):

[满功率 & Vo低压输出]

* 谐振回路无功传递，

* 谐振电流很大

* 关断电流很大0

目前调fs方案LLC高频段(fs>>fr)影响性能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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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开关频率(fs) 对电路状态&效率的影响

1.2kV高压 SiC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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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 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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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变压器
双向LLC

A B

并联交错
P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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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3： OBC 与DC/DC二合一“一体机”

ZJU在
研
项
目

 

成本低

紧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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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4：一体机方案2

电机驱动逆变器 & OBC“一体机”/非隔离

1

2

400 / 700V

400V / 1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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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级变换：PFC与DC/DC二合一 /  单级PFC

价格更低，体积更紧凑

新技术5： OBC新电路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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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OBC项目团队

Ø  浙江大学 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

    国家重点学科、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拥有电力电子应用国家工程中
心、

    电力电子国家专业实验室。每年招收博士生约15人、硕士生45人。

    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和影响力。

Ø  项目组团队：教授（2）+研究生（15）

（wzs@zju.edu.cn）

Ø  英飞凌公司

 汽车电子事业部功率器件& Aurix 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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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近3年相关项目

  1. 6.6kW高效率双向车载充电机（OBC）                【英飞凌公司合作项目】

  2. 高性能3.3kW高效率车载充电机（单向）             【杭州**公司合作项目】

  3. 3KW高效率车载DC/DC转换电源                      【上海Y*公司合作项目】

  4. 单级PFC技术新一代OBC关键技术研究开发            【上海*T公司合作项目】

  5. 新能源电动汽车大功率高效率快速充电关键技术      【浙江省政府科技项目】

  6. 无人机锂电池高效率均衡充电器设计                【浙江**公司合作项目】

  7. 大容量动力锂电池化成双向变换器系统              【浙江省政府科技项目】

  8. 汽车前照灯LED高效率驱动电源                     【上海K*公司合作项目】

  *. OBC与车载DC/DC深度合用技术（二合一）            【上海 *公司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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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共同合作开发

新一代车载充电机（OBC）
（wzs@zju.edu.cn）

1. 采用新器件

  （SiC、GaN器件、快速IGBT / MOS、高频磁芯材料）

2. 高效率：97-98%

3. 大功率：6kW、11kW

4. 双向充电机：正向充电、反向V2L逆变/V2G并网

5. OBC与车载DC/DC二合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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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交流合作！

2018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