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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上升
提高汽车电气系统电压的想法并不新鲜。随着电力消费者人数的不断增加，12V汽车电力系统可能
会崩溃，出于对未来的担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42V电气系统。然而，由于缺乏标准，
这种方法未能取得成功。但是，如今这一切都将发生改变.

12 VDC和48 VDC组合车载网络有助于为不断增长的汽车电力用户提供能源。

过去，汽车用电很少，车辆主要做
机械运动。电动车窗呢？不存在。
我们通过手动操作手柄开关车窗。
如今，座椅加热、舒适性能和辅助
系统等一系列电气功能都需要消耗
电池中的大量电能。在12V车辆电
气系统中，流动的电流越来越大。
为防止这种车载网络。

今昔对比
在20世纪90年代，42V电气系统致
力于为豪华车提供舒适系统和驾驶
辅助系统。提高车载网络电压背后
的目的是改变当今的电力系统。使
用传统内燃机（汽油、柴油）的汽
车很难达到欧盟委员会规定的二氧
化碳排放限值。

超出60VDC的电压使纯电动或混
合动力汽车等替代驱动概念面临着
重大技术挑战。48VDC车载网络
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将更简单的
混合技术快速、经济有效地推向市
场，同时将污染物排放控制在法律
限制范围之内。

48VDC技术的集成
新的48VDC系统并不会取代之前
的12VDC系统，而是对其提供补
充。车辆中许多经过验证的元件可
通过12VDC有效运行。这将使电
压提升的成本过高，并无必要。因
此，未来并非所有的电力负荷都会
转换为较高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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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现有元件要么专门为12V而设计，
要么是更加昂贵的48VDC的变
体。此外，许多电力消费者只需要
极少量电力，况且12 VDC车载网
络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满意的服务。

独立解决方案vs.组合网络
48VDC汽车电气系统的集成可以
通过两种不同的概念来实现。在“
独立解决方案”中，使用电动涡
轮增压器或横摇稳定器会导致非
常高的短期电力需求，而12VDC
网络已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因
此，48VDC锂离子电池或超级电
容器的电力供应由12VDC网络通
过单向DC/DC转换器实现。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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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但由于能源通
常通过发电机提供，因此这一方案
对污染物排放或燃料消耗没有影
响。
与独立解决方案相比，“组合网
络”以相反方向传递能量。一个
单向或双向DC/DC转换器通过
48VDC网络的12VDC端供电。它
与启动发电机、受控电机相连接并
启动引擎。当内燃机运行时，电动
机提供48VDC车载电源。

合理开支
综上所述，48VDC技术能够以合
理的成本集成到传统动力汽车的架
构中。它所提供的功能以往只有
300至400VDC高压混合系统才能
实现。其功能包括驾驶（“航行”
）同时关闭内燃机，快速发动机启
动（启停系统）和有效制动能量回
收（恢复）。
更强大的48VDC车载网络同样有
助其它部件的节能。以前必须由发
动机驱动的各种辅助装置，现在可
以轻松使用电力驱动，只在需要时
运行即可。其中包括动力转向或冷
却液泵。
因此，48VDC混合系统提供了一
个极好的机会，以可控成本降低燃
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优势是能量传输损耗较低。这是由
于相同功率条件下电流较低。这给
电导体横截面的设计带来了相当大
的节约潜力。这一优势体现在现代
车辆所安装的大量电缆的重量上。
48VDC汽车电气系统还可在制动
（恢复）的同时实现经济实惠的能
量回收和存储。电动机可起到发电
机的作用。但是，在高扭矩和/或
功率要求的情况下，该系统也可按
相反方向运行电机，为内燃机提供
支持，因为电机通过48VDC电池
供电。这一过程又称“助推器”
。通过将内燃机与车载电源完全解
耦，甚至可以在车辆行驶时将其完
全关闭。与传统空载相比，内燃机
在“航行”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损
失，因此大大节省了燃料。

劣势和挑战
由于标准12VDC汽车电气系统普
遍被规定为最高60VDC，因此可
兼容SELV电压（安全特低电压）
、多条电缆和插件组件。间隙和爬
电距离也已纳入设计考虑范围。但
是，在负载断开点处电弧的风险增
加，因此必须防止负载触头打开。
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执行电弧检
测。当含有电解质的液体经过时，
即便电解作用也会出现问题。这就
需要适当的防潮措施。

48VDC的优势
48VDC汽车电气系统的一个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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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 VDC组合车辆电气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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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S：SCHURTER可回流焊SMD温度
保险丝

所需新元件
将车辆电气系统提升到48VDC需
要一些新的电气元件。与12VDC
的发电机相比，48VDC发电机还
必须充当电动机。这里必须区分各
种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扭矩、效
率和功率密度随输入和输出参数的
不同而不同，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可
能会使用不同的概念。
逆变器可双向逆变，可在电机的发
电机运行过程中将交流电压转换为
直流电压，反之，在充当电动机的
情况下，可将直流电压转换为交流
电压。
DC/DC转换器构成了12VDC和
48VDC车辆电气系统之间的接
口。通常情况下，DC/DC转换
器作为降压变换器工作，同时为
12VDC电池充电。特殊情况下的
应用包括用于配备上述岛型拓扑结
构以及在极低温度下启动发动机的
车辆。
在12/48VDC相结合的车辆电气系
统中，由于锂离子电池不能冷启
动，建议在两个电压等级之间使
用双向DC/DC变换器。因此，在
12VDC车辆电气系统中需要一个
以小型启动电池形式的外部启动辅
助装置。在这种情况下，转换器作
为向上转换器工作。最后同样重要
的是，48VDC电池需要一个电池
管理系统（应用指南 电池均衡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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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1]）以确保安全运行。这样可确
保单个电池电压的均衡化，监测温
度和充电状态并接管与控制单元的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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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的重要性与日剧增
鉴于电子产品的这种密集充电和功
率的提升，我们应给予EMC最大的
关注。功率密度和所涉及系统的数
量不断增加，由此产生的电磁性能
的问题不可避免。这既适用于来自
独立组件的辐射，也适用于来自其
他组件的辐射。所有元件的正确运
行对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
只是车辆驾乘员的安全，还包括其
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IATF 16949：经验丰富的合作伙
伴
SCHURTER通过了IATF16949认
证，并为大量客户提供保险丝，这
些保险丝已根据AEC-Q200（白皮

书AEC-Q200[2]）完成测试，适于
多种应用（电池管理、气候控制、
柴油/汽油发动机的发动机相关电
子产品等）。全球各地使用高达
数百万计的保险丝防止过流和过热
（热失控保护[3]）。在所有与汽
车工程电子保护相关的问题（汽车
电子[4]）上，与国际汽车组织和
汽车工业的密切交流使SCHURTER
成长为能力卓越的合作伙伴。此
外，SCHURTER还拥有一家EMC解
决方案能力中心，该中心数十年来
致力于工业和医疗应用定制解决方
案的开发。

关于 SCHURTER
SCHURTER是全球电子产品和电气
部件制造商，是一家与时俱进的创
新型企业。我们的产品旨在确保安
全、清洁的电力供应，同时致力于
提高设备的易用性。SCHURTER提
供了一系列广泛的标准化产品，包
括电路保护、连接件、EMC产品、
开关和输入系统以及电子制造业服
务。不仅如此，SCHURTER时刻准
备着与客户展开合作，满足他们提
出的任何未包含在我们的标准产品
范围内的具体应用需求。SCHURTER在全球的企业和合作伙伴可确
保其服务的卓越品质及货物的及时
性！因此值得您的信赖!

联系方式
亚太区
电话: +65 6291 2111
info.sg@schurter.com
中国区
电话: +86 0512 -5755 3978
+86 0769 -8350 2535
info.cn@schurter.com
欧洲（总部）
电话: +41 41 369 31 11
contact@schurter.ch
美国
电话: +1 707 636 3000
info@schurter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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