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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多种化学成分电池充电器的设计。充电器无需任何软、硬件修改即可为镍镉(Ni-Cd)、镍氢(Ni-MH)、
锂离子、锂聚合物和SLA电池充电。现已开发了基于PC的专用软件，用于配置充电器并显示、分析实时充电过

程。本充电器既可单独应用——为各种电池充电，又可嵌入消费类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或者工业应用中使用。

此外，我们还将探讨其他充电器应用。  

介绍 
现代的应用采用各种电池。密封铅酸（SLA）电池一般

用于低成本应用——在这些应用中成本比容量／体积

比更重要。典型的应用例子包括：不间断电源、安全

或监控系统的备用电源以及固定照明系统。镍镉

（Ni-Cd）与镍氢（Ni-MH）电池具有适度的容量／体

积比，广泛用于各种消费类电子产品中。锂离子

（Li-ion）和锂聚合物（Li-Pol）电池具有 高的容量

／体积比，常用于笔记本电脑、便携式PC、手机和新

型消费类产品应用中。 

每种电池都需要正确为电池充电的专用充电方案。尽

管芯片制造商建议可以采用各种集成电路实现充电

器，但这些电路仅用于为预先确定类型的电池充电，

很难在调整后适应其他电池类型或实现其他功能。 

每种功能的实现都需要专用的组件，从而会增加器件

的价格和复杂性。PSoC器件的独特架构使开发人员利

用 少的外部组件和成本极低的多功能通用系统即可

开发多功能充电器。如果用户希望获得更多功能或支

持新的电池类型，只需修改相关固件。PSoC的电路内

和自编程功能可以简化相关操作。  

本应用手册介绍无需硬件和固件修改即可为各种电池

充电的通用充电器。但用户必须通过基于PC的软件选

择适当的电池类型和电池参数。然后相关设置加载到

非易失存储器中，充电器即可作为单独应用随时工作。

另外，充电器还可作为从设备通过PC进行控制，以便

提供实时的电池充电过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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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充电器技术数据 
 

项目 项目价值 
支持的电池容量（由降压转换器参数确定） 0.1-1.5A*h 
大电池电压（由外部电阻分压器确定） 7.8V 

电池温度测量范围（可以通过充电器控制软件重新配置） 0…64℃ 
长总充电时间 18h 

电池电流测量误差（校准后） 1-3% 
电池电压测量误差（校准后） 0.5% 
用户界面 2个按钮，3个状态LED指示灯 
PC通信接口 RS232 
PC通信速度 19200 baud 

 
 
电池充电方式 
接下来将介绍各种化学成分电池的充电方式。有关电池

化学成分、工作方式和充电方式的详细说明，敬请参见

本手册结尾部分所示的网上资料[1-5]。参考资料[1]提供

有关电池和各种使用问题的详细信息。读者应首先阅读

此参考资料。简要介绍能够让用户在几个小时内充满电

池的快速充电方式。  

请注意：本节采用CA, [h
-1

]代表充电电流与电池容量关

系。除非另有说明，所有电池电压都指的是单节电池的

电压。另外，所有数值仅供参考。精确数据必须查阅相

关电池的产品说明书，或者向制造商索取。  

镍镉与镍氢电池 
此类电池的快速充电过程可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激活充电、快速充电与连续补充充电. 在这些阶段必须

采用恒流电源充电。  

首先应当分析电池温度。如果电池温度达不到预定范围

（一般为：+10ºC,～+50ºC），则只允许进行低电流连续

补充充电。只有达到预定温度范围时才允许进行激活充

电和快速充电。 

如果电池进行过度放电，必须首先进行激活充电。

在此阶段，采用0.2～0.3CA的电流充电，直到每节

电池电压达到0.8-1V或者激活充电超时。如果激活

充电阶段超时终止，则视为电池不可用，同时充电

过程以错误结束。如果电池经受过不可逆放电或者

含有短路电池，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电池电压达到快速启动阈值时，快速充电替代激

活充电。电池充电电流在此阶段设定为0.5～1CA。

超时或达到快速充电终止条件时此阶段结束。如果

快速充电阶段由于超时而终止，与激活充电超时终

止一样，充电过程以错误结束。这种情况一般归因

于电池受损或者选择的充电电流不符合电池容量。

快速充电完成经计算可转换150%的额定电池电量；

其相当于90分钟的1CA快速充电电流。如果发生以

下事件之一，快速充电阶段必须切换到连续补充充

电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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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电压降到 高值以下。电池压降∆V必须设置为15～
20mV／节（镍镉电池）以及5～10mV／节（镍氢电池）。

请注意：如果电池长时间不用或者过度放电，电池充满

之前电池电压可能开始降低。必须通过初始延迟消除这

种假终止现象，以防不完全的快速充电终止。典型定时

器时间间隔为5～10分钟。 
 
·  电池电压达到阈值上限。该 大值必须设置为1.8～1.9V

／节，防止电池使用寿命末期电池电阻增大时出现过度

充电。  
 
·  电池的温升速度加快。在充电过程中，部分电能转换成  

电池的化学能，其余部分转换成热量。在快速充电初期

有用部分 高，在电池充满时 低。在这种情况下，事

实上所有电能都转换成热量，从而导致电池温度快速上

升。为检测快速充电是否完成，必须将温度导数

（temperature derivate）设置为1～2°C／分钟。 

请注意：镍镉电池的充电是一种吸热反应，所以

在快速充电初期导致电池温度降低。而镍氢电池

充电是一种放热反应，与镍镉充电反应正好相

反。对于镍氢电池而言，在快速充电 后阶段，

随着导数上升，温度也不断升高。 
 
电池温度超出允许的温度范围。如果在充电过程

中电池放置在温度过高或过低的环境中（如：阳

光直射），则电池温度有可能超过安全的快速充

电范围。如果出现此类情况，应当暂停快速充电，

直到电池温度恢复到预定范围。此情况下只允许

连续补充充电电流。 

连续补充充电阶段的特点是采用极低的电流充

电；典型值为0.02～0.05CA。定时器终止连续补

充充电阶段。相关电池的连续补充充电时间为

15～20小时。  

注：某些镍镉电池存在存储问题，原因是：如果

在开始充电之前未完全放电，经过几次这样的充

电周期后会降低电池容量。为了消除这种现象，

必须采用镍镉充电器使电池完全放电。  

图1说明上述充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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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镍镉／镍氢充电略图 

图例： 
Ich——充电电流； 

�. Iact——激活充电电流（0.2～0.3CA）； 
�. Irap——快速充电电流（0.5～1CA）； 
�. Itrc——连续补充充电电流（0.033～0.05CA）； 
�. ——假终止升压，利用5～10分钟定时器消除； 

Vb——电池电压； 
�. Vmax——快速充电终止电压，1.8～1.9V／节； 
�. ——快速充电终止压降，5-10mV／节（镍氢），15-20mV／节（镍镉）； 
�. Vrs——快速充电初始电压，典型值：0.8～1.0V／节； 
�. Tmax——电池快速充电 高温度（45°C～60°С）； 
�. Tmin——电池快速充电 低温度（5°C～15°C）； 

Tb——电池温度； 
�. 镍氢与镍镉电池温度与充电时间关系； 
⑾. ——快速充电终止温升，1～2°C／分钟； 

trch——快速充电终止时间，以1CA的电流充电时为90分钟； 
tch——连续补充充电终止时间，10～20小时。 

SLA电池  
SLA电池充电过程也可分为三个不同阶段（激活充电、

快速充电、连续补充充电）。 与镍镉和镍氢电池一样，

每个阶段都必须采用定时器保护。只有电池温度达到预

定范围（典型值：+5°C～+45°C）才可以充电。  

如果电池过度放电，必须首先进行激活充电。此阶段用

于检测短路或受损电池。对于SLA电池，应当采用0.1～
0.2CA的恒流电源充电，直到电池电压达到1.8～2.0V。

激活充电阶段的定时可以设置为3～5小时。电池电压达

到快速充电开始电平时开始快速充电。 

采用以恒流模式工作的稳压电源进行快速充电，直到电

池电压达到预定值。在电池电压达到此电平时，充电电

源以恒压电源模式工作。充电电流低于预定值（典型：

0.05～0.2CA）时结束快速充电。 

电池制造商建议SLA电池的快速充电电流限值应设

置为0.3～1CA，电压限值应设置为2.2～2.45V／节。

快速充电阶段之后进入连续补充充电阶段。在连续

补充充电过程中，电池电压和电流限制水平低于快

速充电，典型值为：2.25V／节以及0.1CA。定时器

终止连续补充充电阶段。 
 
请注意：SLA电池可以采取其他充电算法。算法采

用恒定充电电流，同时分析电池电压的绝对值、快

速充电终止的第二个导数以及脉冲充电方式等。有

关详细说明，敬请参见[1]。这种SLA充电方式是电

池制造商建议的 常用方式。  

图2说明上述SLA充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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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SLA充电略图 

图例： 
Ich——电池充电电流； 

�. Iact——电池激活充电电流（0.1～0.2CA）； 
�. Irap——电池快速充电电流（0.7～1CA）； 
�. Itrc——电池连续补充充电电流（0.025～0.05CA）； 
    Vb——电池电压； 
�. Vrs——快速启动电压，典型值：2.0V／节； 
�. ——恒流/恒压切换点； 
�. Vmax——紧急断电电压：2.6V／节； 
�. ——快速充电终止电流，典型值：0.2CA；  
�. Tmax——电池快速充电 高温度：45°C； 
�. Tmin——电池快速充电 低温度：0°C； 

Tb——电池温度； 
trch——快速充电结束所需时间； 
ttch——连续补充充电终止时间，SLA电池为为1至5个小时； 
tcv——恒压充电时间。 

锂离子与锂聚合物电池 
尽管电池的化学性质存在根本差别，但是锂离子与锂聚合

物的充电原理与SLA电池类似。主要不同在于充电参数值

以及充电设置方面的精度需求。请注意：锂电池对充电电

压、充电电流和放电限值极其敏感，因此专用电池组配备

了内置热敏电阻和保护电路。这种电路可以防止电池过度

充电和过度放电，同时把负载／充电电流限制在安全值

内。如果没有上述电路，电池在不利条件下有可能爆炸。

充电电源的电压限制精度必须不低于1%，而这会给锂离

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器的设计带来更多挑战。  

锂电池采用2步充电设计（激活充电与快速充电）。其未

采用长时间连续补充充电方式，因为含锂的电池无法承受

补充充电，除非降低电池性能。只有电池温度达到预定限

值情况下才可以激活充电过程。 

典型温度值为+5°～+50°C。如果电池电压低于2.9～
3.0V／节，必须首先进入激活充电阶段。在激活充

电阶段采用恒流（0.05～0.15CA）充电，直到电池

电压达到上述电平。激活充电定时设置为1.5～2小
时。激活充电过程可以诊断电池状况并且检测电池

受损或短路等故障。  

激活充电过程正确无误完成后进行快速充电阶段。

快速充电包含两种模式。在电池电压低于预定电平

时（4.1 V或4.2V，取决于电池类型），进行恒流充

电。在电池电压达到上述电平时，充电电源切换到

恒压模式，电流低于预定限值时停止充电过程。电

池制造商建议采用0.5～1.0CA的快速充电恒流和

0.07～0.2CA的快速充电终止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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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充电必须具有定时器保护。快速充电超时时间是

恒流和恒压时间之和。恒流时间预计能够提供100～

120%的电池容量，因为在此阶段电池充电完成高达

70～80%。1CA时额定值 低60～75。根据制造商的建

议，恒压充电时间应限制为2小时。 

如前所述，锂离子电池不进行连续补充充电。 

 

图3说明了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图解： 

 
图3. 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充电略图  

图例： 
Ich——电池充电电流； 

�. Iact——电池激活充电电流（0.1～0.2CA）； 
�. Irap——电池快速充电电流（0.7～1CA）； 
�. Itrc——电池连续补充充电电流（0.025～0.05CA）； 
    Vb——电池电压； 
�. Vrs——快速启动电压，典型值：3V／节； 
�. ——恒流/恒压切换点； 
�. Vmax——紧急断电电压：4.3V／节； 
�. ——快速充电终止电流，典型值：0.2CA；  
�. Tmax——电池快速充电 高温度：45°C； 
�. Tmin——电池快速充电 低温度：0°C； 

Tb——电池温度； 
trch——快速充电结束所需时间； 
tcv——恒压充电时间。 

 
结论 

尽管各种电池采取不同的充电方法和快速充电终止标

准，但是其充电流程存在某些共性： 
 
· 无论哪种电池化学性质，充电过程都可以分为采用不

同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的不同阶段。 
 
· 为安全起见，每个充电阶段都必须采用定时器保护。

· 根据电池温度是否达到预定范围，可以采用不同的充

电方式。对某些电池而言，在温度超出预定范围时，

是绝对禁止进行充电的。而某些电池只允许低电流充

电。 
 
· 充电时必须采用具备恒流／恒压工作模式的可编程

电源完成各种充电阶段。 
 
充电过程的主要区别在于终止条件、可编程的电源电

流／电压值及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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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器硬件  
 

图4说明充电器总体流程图。器件由以下组件组成： 

· 电源（PS）：用于为所有充电器模块供电； 
· 降压转换器（SDC）：提供充电能量；  
· 电池接口（BI）：用于转换电池电流和电压，以便PSoC
信号进行适当处理； 
· 转换矩阵（SWM）：转换电池接口信号；  
· 仪表放大器（INA）：测量充电电流； 
·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测量电池电压与温度；

· 多路复用器（MUX）：用于PGA／INA输出信号转

换； 
· 模数转换器（ADC）：实现模拟信号的数字化； 
· 中央处理器（CPU）：实现充电算法并且执行充电器

控制功能； 
· 脉宽调制器（PWM）：驱动降压转换器； 
· RS232电平转换器：用于远程监控； 
· 用户界面（UI）：实现用户与器件的互动； 
· SMBUS接口：用于与智能电池组交互，也可以用作

备用数据交换通道。 
 

 

图4：充电器流程图  

示意图  
图5和图6说明了充电器示意图。请注意：充电器仅占用P0和P1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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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充电器部件示意图 

 

 

图6：充电器电源示意图 

双MOSFET Q1是降压转换器电流开关。Q1A用作电平

转换器，Q1B具有电流开关的作用。降压转换器工作频

率设为100kHz，不过可以轻松通过固件进行调节。

MOSFET Q2是电池放电开关，用于镍镉电池的处理器

控制放电，以便消除前面介绍的电池记忆效应。 

请注意：有关开关式转换器的设计和定制的详细说明，

请参见[8]。 
 
电阻网（R9-R12、R15、R17-R20-R22）构成电池接口，

该接口可以把电池电流和电压转换成适合PSoC的信号

电平。 
 

[+] Feedback 

http://ccc01.opinionlab.com/o.asp?id=wRiLHxlo&prev=docurate_power_management___a_multi_chemistry_battery_charger__chinese____an2107c_12_pdf_p_8


AN2107 

 

此接口允许用户准确地测量电池电压、充／放电电流

与温度。 

组成R17-R20的电流感应电阻已从电池负载电流环路

拆除，以便消除电池驱动负载时产生的电流感应电阻

损耗。  

请注意：对于具有高电池电压的应用， 好把电流感

应电阻转移到负极电池引线通道，以消除高共模电压。

实现上述修改只需对固件做微小调整。  

电池组通过3引脚连接器J2连接。热敏电阻必须连接到

负极电池引线（电池制造商只采用这种方式连接热敏

电阻）。连接器J1用于连接电池负载。J3是SMBUS数
据连接器。 

充电器用户界面采用SW1和SW2两个按钮，用于控制

充电过程的开始／停止，同时采用3个LED显示充电状

态。 

LED L2显示激活充电或快速充电。L3显示连续补充充

电或等待状态，而L4显示充电器差错状态。L2和L3同
时点亮指示电池放电过程。电平转换器U2把RS232信
号转换为CMOS兼容电平。模拟接地偏置设为2Vref或
2.6V。 

电源包含线性稳压器U3，用于为处理器和电平转换器

供电。请注意：必须采用外部DC电源为电源充电。可

以采用多家制造商生产的现代低成本高压开关式电源

稳压器[6]开发AC充电器总电源。 

PSoC内部结构  
大部分充电器功能都是由项目的主配置中的用户模块

实现，不过，可以采用动态、可重新配置的功能块来

完成某些测量工作。图7说明处理器的内部结构： 

 
图7：PSoC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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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脉宽调制器放置在DBA00和DBA01位置上。此模块

通过软件配置为9位PWM单元，它能够提供充分的稳压

步阶。PWM的开关频率设为100kHz。串行端口波特率

定时器放置到DBA03。此定时器的输出用作UART的时

钟源。UART由单独布置的串行发送器和接收机组成，

其已经分别放置到DCA04和DCA05。尽管PSoC设计人

员建议采用UART用户模块，但是它并不适合本设计，

因为当前的API版本不提供单独禁止／启用接收机／

发送器中断的程序。默认的交换速度设为19200波特。 

波特率定时器的输出用于其他用途。首先，它可以驱

动用作实时时钟的间隔定时器。采用波特率定时器作

为实时时钟源有点奇怪，因为存在低速内部振荡器。

但是PSoC产品说明书目前未提供有关此振荡器的任何

时间／温度频率关系说明。众所周知，产生的频率可

能发生几倍的变化。不过，高速振荡器可以提供有保

证的频率稳定性。因此，使用数字PLL的唯一方法就是

在充电器工作期间调整低速振荡器，或者采用高频信

号作为实时时钟。本设计中已实现 后一种解决方案。 

定时器以0.25s的频率产生中断信号，其用于计算其他

时间间隔。 

将∆-ΣADC放置到ASA12与DBA02功能块。尽管其他类

型的ADC可以提供更高的分辨率、动态范围和信躁比

（SNR），不过仍然选用了此类ADC，因为ADC的效

果与中断延迟无关。以下软件的数字滤波和平均功能

增强了∆-ΣADC SNR并且提高了测量精度。用户可以通

过更换PSoC设计中的ADC检测其他类型ADC的性能。 

波特率定时器的输出用作温度传感器的时钟源－该传

感器用于在自编程内置存储器保存充电器设置之前测

量裸片的温度。在室温条件下使用充电器时，此元件

可以用作备用元件，但是用于极端应用条件。 

电池测量  
为了正确实现充电算法和电池电压，我们必须准确测

量充电电流和温度。为了实现这些功能，充电器可以

执行动态重新配置。由于需要在存在强共模信号情况

下通过测量检测电阻器的压降来确定电池电流，因此

测量电流的 佳方式是采用仪表放大器（INA）放大检

测电阻器的弱信号。但是PSoC仪表放大器的 低增益

为2，而且有限的电池电压范围（利用上述方式可以准

确测量）。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是测量电池电

压的理想选择，因为它可以提供值为1的增益电平。如

果设置PGA进行衰减，则需要附加的PGA来缓存输出。

输入电压只受PSoC输入级接纳电平的限制。  

 

 
 

 
 

图8：电池测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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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放大器可以有效地用于测量电池温度，因为PGA具

有广泛的增益电平范围（有效值为0.5～16）。 
 
请注意：热敏电阻值随温度的升高呈指数降低，因此热

敏电阻电压变化范围很大 [7]。 
 
图8说明了测量配置的实现。电池电流的测量分2级进

行，以便消除仪表放大器和ADC输入第一次和第二次测

量的电压失调。 

开关SW2进入2号位置，INA输入在第一级短路。请注

意：电流线路规划方案不允许把INA输入连接到

AGND。此位置用于测量INA失调电压。开关SW2进
入1号位置，测量电流检测电阻器信号。如果

R10=R11=R12、R15=R21=R22并且R17<<R15，则ADC
代码之间的差异（其对应于SW2的1号和2号位置）与

电池电流成正比，而且不受INA和ADC失调电压的影

响。下式说明电流测量方案： 

 
式中，nmax是 大ADC代码，对于双极模式的11位
∆-ΣADC，该值等于1024；n1和n2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

时的ADC代码。 

Vos是INA失调电压；Ibat是电池电流；Gina为INA增益，

Vref是带隙参考电压（1.3V），而β是电阻分压器系数： 
 

 

 
 

请注意：INA输入电流对所选择的电阻分压器的值影响

很小（并联值低于10k），此时可以忽略。 重要的一

点是在电阻分压器中采用精密电阻器获得高值共模信

号抑制。 
 
 

R10-R12与R15以及R21与R22的建议容差为0.1%。

高电池电压（Vbat max）、 高电池电流（Ibat max）和电

阻分压器值的选择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INA的 高输入电压必须低于容许的仪器放大

器的共模电压Vcmmax=4V（5V电源），或者； 

 

 
 

· 为了防止电流检测电阻器差动电压产生ADC饱和，必须满足以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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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必须具备由高INA失调电压造成的约为15～
20%的ADC输入范围裕度。 
 
另外还可采用2级PGA测量电池电压。 

首先，将SW3置入4号位置。测量负极电池引线电压。

然后将SW3置入3号位置，测量正极电池引线电压。上

述测量的差额使程序能够计算准确的电池电压，而不

受PGA／ADC输入电压失调误差的影响。下式对此作

了说明： 

 

式中，GPGA为PGA增益。Vos为PGA输入电压失调。Vref

为参考电压。Nmax是 高ADC代码值。n1和n2是第一次

和第二次测量时的ADC代码。 

为了防止电压测量期间出现ADC饱和，必须满足以下

压差： 

 

请注意：INA的默认增益值为16，PGA的默认增益值为

1。基于充电器固件／PC的以下版本的软件支持具体电

池类型和电池数量的自动增益选择和电阻分压器优

化。必须在式(3)、(4)和(6)中为给定电池电压和充电电

流正确选择电阻分压器值。计算合理电阻值的原则非

常简单。对于给定的 大充电电池电压，利用式(3)、
(4)和(6)计算β值。然后在这些数值中选择 低值，并且

采用R12的固定值、根据式(2)计算R15的值。 

通过测量R9和R10的压降测量温度。已经采用PGA扩展

了测量范围。测量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通过把

SW3切换到2号位置测量PGA输入失调。第二，将SW3
切换到1号位置，测量R9低位引脚电压。第三，将SW3
切换到4号位置，测量R10低位引脚。利用上述三个值、

通过下式可以获得热敏电阻的电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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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PGA是测量温度过程中的PGA增益。根据当前

ADC代码值，GPGA自动设为1或8。nmax 为 高ADC
代码值。 

从式(7)很容易看出温度代码与参考电压值Vref无关。为

了实现ADC无饱和温度测量， 高预期温度的热敏电阻

值必须满足以下压差： 

 

由于GPGA min=1，因此Rth（tmax） >R9。 
PSoC第2和第3列多路复用器为SW2和SW3提供服务。

通过直接在充电器固件中修改为AMX_IN寄存器实现

切换。 

在确定稳压器电压与电流值之后，即可测量当前电池电

压和充电电流，同时根据所选择的稳压规则更新降压转

换器PWM值。 

充电器固件 
充电器固件分为服务于不同功能的多个模块－这些功

能包括：测量、电池充电过程稳压、定时器功能、充

电算法实现、充电终止条件检测、所选择的定时器参

数储存、PSoC闪存中的校验设置、远程控制与数据交

换。 

在更新PWM值之后，执行一系列条件测试。首先检查

总充电时间，在总充电定时超时时以超时错误停止充电

器。然后检查电池的充电电压。如果电压高于容许的

高值，必须终止充电过程，同时提供电池电压错误标记。

一般在充电过程拆去电池并且稳压器没有足够的时间

降低充电电流情况下出现上述情况。另外，这种条件测

试可以用于检测内部电阻过高的受损电池。 
电池充电算法 

以下电池充电算法针对各种电池进行了充电过程分

析。首先分析放电设置。如果电池需要放电，则打开

放电开关。然后，充电器持续测量电池电压并且等待

电压降低到低于放电停止阈值。完成放电后可以开始

充电过程。请注意：定时器在整个放电过程提供保护。

定时器超时情况下，放电过程会因超时错误而终止。 

然后必须检查电池温度。如果电池温度超出规定范围，

则把电池的充电电压与电流空闲值发送到充电稳压器，

同时暂停工作定时器。该定时器计算快速充电、激活充

电或连续补充充电时间。充电器返回到充电电压／电流

测量和PWM稳压。 

通过重置充电终止标记和设置电池电流／电压空闲值

开始电池充电过程。在电池温度超过容许范围时，上

述值发送到充电稳压器。请注意：在电池温度超过容

许范围时，镍电池允许进行低电流充电，但是其他类

型的电池不允许。因此，对于SLA、锂离子与Li-Pol
电池，空闲模式充电值必须设为0－其禁止一切充电电

流。 

如果电池温度合适，则检查终止标记。如果设置了该标

记，则把连续补充充电值发送到稳压器，工作定时器继

续运行。然后检查连续补充充电总时间。如果连续补充

充电超时，充电过程终止，无任何错误。如果终止标记

未设置，则分析电池电压。如果电平超过快速充电开始

电压，则选择快速充电模式（否则选择激活充电）。针

对激活充电和快速充电模式重新启动工作定时器，同时

检查相应超时。如果所有超时都期满，则充电过程会因

超时错误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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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达到终止标准，设置终止标记即可终止快速充电。

不同电池类型采用不同终止标准。例如，SLA电池的快

速充电在充电电流低于规定水平时终止。 

在完成上述条件测试后，充电器开始进行电池测量和

PWM稳压。 
 
图9说明了建议的算法： 

 
 
 

图9：通用充电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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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通过改变算法设置并修改充电终止标准，还

可以支持新的电池类型。  

这种算法作为状态机在充电器固件中实现。  

采用了以下状态： 
· STOPPED（停止）表示充电初始状态； 
·STARTING（开始）表示充电过程初始

化； 

·DISCHARGE（放电）表示电池放电过程； 
·WAITING（等待）表示电池温度超过容许范围时的空

闲状态；  
·ACTIVATION、RAPID和TRICKLE分别表示电池的激

活充电、快速充电和连续补充充电。 

图10说明了充电器的状态图： 

 

 

图10：充电器状态图 

初充电器位于STOPPED状态，在从用户界面或串口

收到外部事件之前一直保持该状态（2）。如果发出充

电开始指令，则充电器进入STARTING状态（3）。如

果电池必须首先放电，则充电器跳转至DISCHARGE
状态（4），否则直接进入WAITING状态（6）。充电

器在电池完成放电之前一直保持DISCHARGE状态

（22）。 

充电器在电池温度达到预定范围之前保持WAITING状

态（7）。如果电池温度适合，则切换到ACTIVATION
或RAPID状态。 

如果电池电压低于快速充电开始电压，则充电器进入

ACTIVATION状态（11），否则进入RAPID状态（15）。 
 
在电池电压达到快速充电开始电压时，充电器退出

ACTIVATION状态，同时切换到RAPID状态（13）。

如果达到终止标准，则TRICKLE状态取代RAPID状态

（16）。在TRICKLE状态超时后，充电器进入STOPPED
状态（8）。如果电池温度超出容许范围，充电器可以

暂时从RAPID、ACTIVATION或TRICKLE状态返回到

WAITING状态（12）、（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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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定时／工作充电定时超时或者充电电压超过充

电终止电压（1）、（8）、（18）、（19），则由于

错误而终止充电过程。 
 

定时器 
如上所述，充电器采用0.25s中断信号作为主实时时钟。

该双字节变量每一定时器滴答（timer tick）递增一次，

同时用作时间计数器。此接收器每4.5小时溢出一次，

但是不影响充电器的运行。通过此计数器的分析产生

连续时间间隔。当前固件版本采用3个软件倒计时定时

器计算各种时间间隔。 

每个定时器都具有不同的精度，用于不同用途。Timer1

的精度为1秒，用于提供电池温度测量间隔。电池温度

每4秒测量一次。Timer2用于提供工作超时定时，精度

为64秒，无需复位即可支持暂停／恢复操作。Timer3用

于计算总充电时间，精度为256秒。 
 

电池温度计算 

现代电池组广泛采用的热敏电阻具有非线性转换功

能。采用下列等式可以计算电阻-温度关系[7]： 

 

 
 
式中，A、B、C是近似系数。Rt是热敏电阻的电阻值，

Tk是热敏电阻的绝对温度（K）。式(9)的直接计算需要

采用复杂的浮点计算，因此不适合本充电器设计。由

于温度范围限制在0－60°C以内（在超过0～60°C范围

时任何电池都不允许启动／快速充电），更好的方式

是采用查询表计算电池温度。为了消除所有复杂的数

学计算，查询表必须包含ADC代码阵列－其对应于具

体温度。这种搜索算法是查找 接近所测量的ADC代
码的查询表值。表索引以线性方式反应电池温度。 

可以利用式(9)的反函数计算查询表代码（采用卡尔达

诺公式），以便找到具体温度的热敏电阻值，同时可

以采用式(7)计算相应ADC代码。在完成充电器校正后

可以把上述代码保存到PSoC的闪存中。充电器采用256
点查询表，起始点为0°C，按0.25°C递增。查询表占用

512字节闪存，不会造成任何容量问题，因为PSoC具有

充足的闪存。因此， 高温度（采用此查询表测量时

可达到63.75°C）足以满足此应用的需求。 

充电完成检查  
不同的电池采用不同的快速充电终止策略。对于SLA
和锂离子电池，在充电电流低于预定水平时结束快速

充电。通过软件很容易实现上述标准。镍镉与镍氢电

池采用两种补充终止标准：检测温度微分升高

（temperature derivate rising），或者检测电池电压从

高值的降低。大部分充电器定期测量温度并且计算相

邻温度点的差值。虽然这种算法易于实现，但是噪声

抗扰度较差，在高噪声环境中有可能错误地终止充电

过程
1
。建议的积分方法不存在这种缺点。 

 
该方法的基础是计算以及对比相邻时间间隔的积分总

和。图11说明了这种算法的实现： 

 
 

 

 

 

 

 

 

 

 

1
 当热敏电阻线路过长并且其他系统部件产生噪声

的情况下，作者已经在某些商用充电器中观察到了

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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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电池温度微分积分分析 

 
 

 
假设温度在两个累积间隔期间线性升高。 如果累积间隔与温度微分改变时间相比很小的话，上

述假设完全正确。因此，下式可以表达温度改变规律： 

 
式中，i是采样点数量，T0和Ta是近似系数。 
 

估算两个相邻的积分总和。 
指数i对于第一个总和在0～N-1之间变化，对于第二个

积分总和在N～2N-1之间变化。 

 
 
请注意：此处采用了用于计算算术比例总和的公式，在

估算过程中未考虑量化效应。 

两个和的差值如下： 

 
两个总和之间的差值与初始温度T0无关。为了在实践中

采用该标准，可以通过温升估算参数α。 
假设在累积时间�t内采集了N个点，同时观察到温升

�T。通过在式(10)中替换这些值，可以利用下式计算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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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器定期测量电池温度并且计算N个温度值的总和。此后，

对比两项积分总和。如果两个积分总和的差值大于预定阈值，

则可以认定电池温度微分已经达到充电终止阈值，充电器必须

切换到下一个状态。在本固件版本中，每4秒进行一次温度测量，

同时积分总和累积时间为64秒（其中考虑了16个温度采样）。 

通过不断更新充电电压的 高值并且估算 大

值和 新充电电压的差值可以不断减少电池电

压检测。如果差值达到预定阈值，则视为达到

终止标准。为了提高检测器的抗噪性和充电器

的可靠性，首先用IIR LPF过滤电压采样。滤波

器转换函数由下式确定： 

 
式中，yj是滤波器输出信号j采样，vj是输入电压采样，γ，

γ＜1是滤波器系数。该滤波器的特点是增益γ-1，电压阈值

按滤波器增益的比例乘以γ-1。这种滤波器实现可以降低定

点舍入误差的影响并且提高低压降检测精度。相反，已经

进行了二进制移位的乘／除γ=2-k，其中K=1..3。 

此充电器采用更简单的稳压器－其动态特征较差，但

是不需要估算稳压器系数。如果充电电压和电流低于

预定值，稳压器的工作基于不断递增的PWM计数器

值。如果充电电压或电流高于预定值，则递减PWM
计数器。计数器值限制低于和高于0和PWM 大值。

图12说明了这种稳压器工作情况： 
充电稳压器 

本应用手册的第一章探讨了电池充电算法。为了实现通用

的充电器功能，稳压器必须能够同时调节充电电流和充电

电压，并且在加载各种动态特征时保持稳定性。传统的数

字比例积分微分控制（PID）稳压器在选择适当稳压器系

数情况下可以提供优异的稳压特性。这些系数必须反映降

压转换器／负载动态行为以及预期采样频率。为了实现

佳的稳压，稳压器系数必须动态更新，以便反映负载属性

的变化[2]。一种变通的方法是采用模糊逻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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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Ibat——电池充电电流； 
Vbat——电池电压； 
Iset——额定充电电流 
Vset——额定电池充电电压； 
Id——电流容差； 
Vd——电压容差； 

 

图12：充电稳压器的工作 

数据交换协议  
充电器采用串行端口通信进行远程控制和充电过程监

控。它可以用作采用2个控制按钮的单独应用，但是必

须首先加载热敏电阻查询表和电池设置。这些设置保

存在非易失PSoC闪存中。通信模式是基于主／从模式。

在专用控制下，PC用作主控制器，充电器用作从属单

元。任何具有UART的主机控制器都可以远程控制充电

器。 
PC或主机控制器发送预定指令，充电器应答每项指令。

当前的固件版本支持以下指令： 

· 测试数据链路，以检测充电器连接； 
· 测量PSoC裸片温度并且设置闪存起始块编号； 

· 写入闪存块（用于加载热敏电阻查询表和电池设置）； 
· 开始／停止充电； 
· 请求充电器状态信息；响应包括状态机状态、错误代

码、当前时间、电池温度、充电电流／电压。 
  
数据通信协议采用简单协议。每个数据包都包含起始

字节S、数据字节和停止字节P。根据指令类型，报文

具有不同长度。数据字节为十六进制编码，因此每个

数据字节都需要发送或接收2个字节。100%的开销不会

造成任何问题，因为数据交换速率一般很低（每秒钟

几十个字节），而且字节是在传输过程中进行编解码，

无需占用附加存储器。  

图13说明了数据包结构： 
 
 
 

 

起始字节      数据字节1        数据字节2        其他字节          数据字节N    停止字节 

图13：数据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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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接收机和发送器的工作完全基于中断，以消除UART轮询。接收机包含状态机。图14说明了接收机的

工作原理： 
4  

 

图14：串行接收机状态机 

接收机 初处于READY状态。接收机在收到起始字节

之前一直保持该状态（1）。接收机收到起始字节之后

转变为RECEIVING状态（2）。在收到停止字节之前保

持该状态（4）。如果收到停止字节，接收机进入

COMPLETE状态（5）。如果发生以下任何事件，接收

机都可以从RECEIVING切换到READY状态（3）： 
· 收到新的起始字节； 
· 收到的符号无法解码或者接收错误； 
· 收到超过缓冲区容量的数据字节，但是未收

到停止字节。  
 

接收机在读取和处理数据包之前保持COMPLETE状态

（6）。通过在处理收到的数据之后调用相应程序，接

收机将在主程序循环期间复位（7）。 
 
充电器控制软件  
已经开发了专用的充电器控制软件，以便简化充电器

的配置并且监控充电过程。软件的特性包括： 
 

· 基于对话框的电池参数设置，具有磁盘加载／保

存功能。  
· 电压／电流校正。 
· 电池电压、电流与温度显示，具有磁盘加载／保

存／添加功能。 

· 自动电池设置与热敏电阻查询表生成，同时可以

上传到PSoC闪存。 

该软件是多线程Win32应用程序，在Microsoft Windows 
98／NT／2000／XP下运行。  

程序界面非常简单；用户必须进行若干步操作来完成

充电器设置。操作步骤包括： 

设置程序选项和串行端口设置 
在程序安装后，必须检查串口的设置。在程序主菜单

中，选择“设置>串行端口设置”，选择空闲的串口和

19200波特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流量控制和奇偶

校验。然后点击“确定”关闭窗口。可以点击“查询”

按钮测试串口设置。必须在“消息”窗口“输出”标

签中看到“已收到诊断消息”。如果看到红色的“充

电器无响应”提示，请检查串口连接和充电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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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串行端口对话框 

 
 
 
图16：程序选项对话框 

程序选项对话框（设置->程序选项）允许用户选择充电

器查询间隔和充电器响应超时。所有值的单位都是毫

秒。用户可以选中相应选择框，以便自动把新的电池

设置加载到充电器闪存（但是不加载热敏电阻查询表，

用户必须手动选择相应的菜单项）。 

请注意：串口设置和程序选项自动保存到系统注册

表，因此在程序下次启动时可以检索。所有诊断信息

都发送到“消息”窗口（包含两个标签）。“输出”

标签显示各种诊断信息，“值”标签显示当前充电器

信息，如：测量的电池电压、电流、温度、充电器状

态机状态、错误代码……。以下是信息示例： 

  
图17：信息窗口标签 

设置电池参数  
设置电池参数必须小心，因为无效的电池设置可能会损坏电池，甚至损坏充电器。  
 
通过“设置->电池设置”或者快捷键可以调用相关指令。此对话框提供2个标签。第一个标签用于提供电池设

置；第二个用于选择充电器硬件组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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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电池设置对话框 

首先选择电池类型。然后根据下表填写所有电池属性。  

表2：镍镉与镍氢电池设置表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与单位 

激活充电比率 激活充电阶段电池充电电流与容量的关系，h-1

激活超时 激活充电超时，分钟 
转换接口（Alias） 用户友好的电池名称或型号，与其他参数保存在一起 

电容 电池容量，A*h 
电池组 电池节数 
检测温升 确定是否希望把温度微分升高作为快速充电终止标准 

检测电压衰减 确定是否希望把电池压降用作快速充电终止标准 
微分超时 防止初始压降造成假快速充电终止的超时，分钟 
事先放电 确定在充电之前是否需要放电 
放电停止 放电终止电压，V／节 
高温度 容许温度间隔上限，°C 

快速充电比率 快速充电阶段充电电流与容量的关系，h-1

快速启动电压 激活充电与快速充电切换阈值，V／节 
快速超时 快速充电超时，分钟 
启动温度 容许温度间隔下限，°C 
温度增加值 检测快速充电终止的电池温升速度，°C／分钟 
总充电超时 总充电超时，分钟 

连续补充充电比率 阶段充电电流与容量的关系，h-1

连续补充充电 连续补充充电超时，分钟 
电压衰减 用于终止快速充电的电池压降电平，V／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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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锂离子、锂聚合物与SLA电池设置表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与单位 
激活充电比率 激活充电阶段电池充电电流与容量的关系，h-1

激活超时 激活充电超时，分钟 
转换接口（Alias） 用户友好的电池名称或型号 

电容 电池容量，A*h 
电池组 电池节数 
事先放电 确定在充电之前是否需要放电 
放电停止 放电终止电压，V／节 
高温度 容许温度间隔上限，°C 

快速充电比率 快速充电阶段充电电流与容量的关系，h-1

快速启动电压 激活充电与快速充电切换阈值，V／节 
快速终止电流 电池充电电流与电池容量之间的关系来决定快速充电终止电流，h-1

快速超时 快速充电超时，分钟 
快速电压限制 在快速充电阶段的 高充电电压，V／节 
启动温度 容许温度间隔下限，°C 

连续补充充电比率 连续补充充电阶段充电电流与容量的关系，h-1

总充电超时 总充电超时，分钟。您可将锂离子电池设为0。 
连续补充充电限制 在连续补充阶段的 高电压 

 
 
完成充电参数设置之后，点击“确定”按钮。请检查

“消息”窗口，确保电池参数计算过程中无任何错误。 
如果看到与图19所示类似的消息，表明电池设置

不符合电阻分压器值。请根据前文所示公式纠正

相关值。 
 

 
图19：错误消息示例 

 
然后选择电阻分压器标签，根据“充电器硬件”章节介绍

的公式修改电阻值。另外已经实现了充电器校正功能。带

隙电压误差、PSoC块增益误差、电阻分压器电阻误差和

PCB压降跟踪会造成电池电压／电流测量误差－其可以

降低充电过程的准确度。 
 
 

通过对比充电器数据和外部测量值可以减小上述

误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校正：把电压与电

流测量误差设为0，点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并将电池设置加载到充电器。然后开始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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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充电阶段，采用高精度外部U-I仪表测量真实的

电池电流与电压，同时把它们与充电器测量值对比，

后者在“消息”窗口“值”标签中显示。  

计算它们之间的比例差值。这些值必须输入“U测量误

差”和“I测量误差”编辑框。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检查“值”标签中的新电压／电流值。它们必须十分

接近外部仪表测量的值。把重新计算的电池设置加载

到充电器，并且保存到文件中，以便调用。至此完成

校正过程。上述操作过程中，可以使用电阻器代替真

正的电池。可以根据额定电池电压与快速充电电流的

关系计算电阻器值。 

完成电池参数设置后，可以把设置全部保存到一个文

件中。可使用“文件->保存电池设置”选项，随后可以

通过“文件->打开电池设置”打开。请注意：充电器电

阻分压器值／校正数据与电池设置相关，将一同保存

／打开，因为这些值与电池相关。在正确选择电池设

置后，可以点击“操作->加载电池数据”把这些值加载

到充电器。这样可以同时在充电器设置计算和数据显

示中考虑校正。 

输入热敏电阻校正数据  
不同电池组采用不同热敏电阻温度系数。为了正确生

成充电器查询表，必须根据热敏电阻温度曲线估算这

些系数。充电器控制软件使用户能够采用经验或基础

数据获取任何热敏电阻的电阻近似系数。点击“设置-> 
热敏电阻校正”可打开以下对话框。 

 

 

图20：热敏电阻校正对话框 

在上部的编辑框输入R9的值。通过式(8)可以轻松看出，

分压器电阻不能大于 高操作温度时的热敏电阻值，

以防ADC饱和。根据经验法则，可以把分压器电阻设

置为65°C时的热敏电阻值。如果R9值选择错误，则可

以在“消息”窗口看到相关提示。 

采用Insert、方向键和Page Up以及Page Down键在值编

辑器中创建新行，输入温度和电阻的数值。将所有值

输入以后，您就可以通过值编辑器的上下文相关菜单

把它们保存到文本文件中。下次可以使用与上下文相

关菜单打开保存的文件。查找热敏电阻系数时，可以

采用热敏电阻产品说明书的测量数据。用户必须提供

至少3个电阻-温度对。软件可以自动计算热敏电阻系数

和查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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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热敏电阻数据比较繁杂，可以输入3个以上的点，

以便提高估算精度。切记应当包含接近0°C和60°C的

点。点击“生成”按钮。然后就可以看到近似图形和

近似系数，同时在“消息”窗口显示相关统计信息。

如果需要，可以通过设置“消息”窗口检查近似计算

结果。  

请注意：通过图形的上下文相关菜单可以在日志和直

线之间来回切换图形Y轴的比例。在估算热敏电阻系数

并且填写查询表之后，您可以选择“操作->加载热敏电

阻表”将查询表加载到充电器。 

开始充电 

在生成并且把电池设置和热敏电阻查询表加载到充电

器的PSoC闪存之后，用户就可以点击“开始”按钮开

始充电过程。然后可以在“消息”窗口的“输出”标

签中看到相应信息。“值”标签显示电池电压、电流、

温度、当前充电器状态和解码错误代码。 

这些信息可以用于电池评估或测试。请注意：通过上

下文相关菜单可以清除“消息”窗口的内容。用户可

以点击“中止”按钮随时中止充电过程。充电器然后

返回STOPPED状态。 

数据可视化 

在充电过程开始后，软件定期查询充电器。用户可以

通过“程序选项”对话框实时修改查询间隔。软件在

充电过程中连续更新图形窗口，从而用户能够实时查

看电池充电时间图形。同时还实现了数据点隐藏／显

示以及图形缩放功能。若需显示／隐藏数据点，可以

采用图形的上下文相关菜单。若需进行图形缩放，可

以在按下[Shift]键的同时用鼠标左键在目标图形区域

画出一个矩形。松开鼠标左键后图形就会缩小到矩形

区域。若需恢复完整视图，可以在按下[Shift]键的同时

双击图形区域。 

 

 
图21. 图形缩放 

 

选择“文件->图形数据”可以保存图形数据。软件允许用户通过“文件->打开图形数据”打开以前保存的数据，

而且允许把其他图形添加到当前图形，以便进行对比和细节分析。  

为此，可使用“添加图形数据”。 

 

图22：同一对话框中的若干充电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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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  

建议的充电器不包括某些高级充电主题，如：电池再

生、高级诊断与测试、可燃气体测量、剩余电量估计、

带充电温度参数纠正的自适应充电方式等。下一个固

件版本可以增加这些功能。另外还将提供PSoC自编程

闪存功能块的CRC检查功能，以便检测受损电池设置。 

充电器控制软件中将增加同时用于电池设置和热敏电

阻查询表的‘C’报头文件创建功能。在用户完成充电

器测试并且希望将器件（不带串行接口且使用单一电

池类型）投入量产时，该功能极其有用。其次将实现

多用户输入检查。 后，将增加根据电池参数对所有

充电器硬件系数进行自动计算和优化的功能。这些参

数包括PGA／INA增益电平、电阻分压器值等。 

结论  
本文探讨了通用的多化学成分充电器。充电器参考设

计包括完整的固件源代码、Orcad示意图和布局文件。

充 电 器 控 制 软 件 源 代 码 可 以 从 http: ／ ／

www.cypress.com／“PSoC >>参考设计”栏目免费获

取。本软件的编写采用了Borland Delphi 7。不过，充

电器的应用并不限于传统的电池充电。由于PSoC架构

的灵活性，我们可以轻松实现其他功能。例如，作者

的朋友采用本充电器在比赛期间为小型电动赛车进行

快速充电，而且还用于电池筛选（battery screening）和

诊断等用途。此时这种成本仅10美元的设计可以取代

十分昂贵的电池诊断设备。 

参考资料 
1. Isidor Buchmann编著的《便携世界的电池》。这

本精彩的著作探讨了电池化学、操作和充电方案，

其可以从以下地址免费下载：http:／／

www.buchmann.ca／toc.asp。 
 
2. Benjamin Kuo编著的《数字控制系统》；其中探讨了

数字控制系统问题。  
3. 《镍镉电池充电方法》。  
4. 《镍氢电池充电方法》。 
5. 《锂离子电池充电方法》。上面 后三种参考资料

介绍了特殊化学成分的充电方法，可以从以下地址

下载：http:／／www.panasonic.com／industrial／batt 
ery／。 

6. AC-DC主电源组件由Power Integration、
On-Semiconductor、International Rectifier和Infineon
制造。有关详情，请访问其网站。  

7. NTC／PCT热敏电阻，AVXKYOCERA参考手册，可

以从以下地址下载：http:／／www.avxcorp.com／。 
 
8. P.P.K. Ghetty编著的《开关式电源设计》，TAB Book，
1986年版。 
 
您可以从赛普拉斯网站下载完整的充电器控制软件源

代码，地址：http:／／www.cypress.com／，栏目：“PSoC 
>>参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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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以下是各种电池的充电略图（charge profile）示例。充电器先将电池放电，然后连续打开激活充电、快速充电

和连续补充充电方式。  

 

图23：2节镍镉电池充电略图 

 

图24：2节镍氢电池充电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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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电池温度时间性能方面的差异。  

 

图25：单体锂离子电池充电略图 

 

图26：3节SLA电池充电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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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图27：充电器实际尺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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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图28：充电器固件功能调用树（便于理解固件如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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