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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48V電源的完整單IC 電
源管理電池維護/備援系統

■作者：Jay Celani/
凌力爾特電源管理產品設計工程師

提高可攜性是電子裝置一項共同的發展趨

勢；就是因為有人“拔掉了電源插頭”裝置就被關

了，這種說法不再會被普遍接受。為了實現可攜式

功能，裝置必須內建進階電源管理系統，其可控制

從可用能量源至合適系統的電源通路、保持備援元

件處於充飽電和就緒狀態、並確保系統始終擁有足

夠的功率。

對於許多可攜式裝置(例如：工作在低電壓和

低功率級別的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我們擁有現

成的精緻、單 IC 電源管理解決方案。因應高功率

和高電壓系統(比如：許多工業或醫療裝置所需的

此類系統)的電源管理解決方案通常需要使用笨重

和複雜的專用分立式元件解決方案。 LTC4020 將先

進的電源管理功能整合到一款高電壓和高功率單 IC

解決方案中，從而簡化了這些環境中的電源管理。

LTC4020 具有一個四組開關升降壓 DC/DC 電

源轉換器、針對優化電池充電的支援、以及凌力爾

特專有的電源通路(PowerPath)系統/電池電源管理

功能。 LTC4020 能針對負載變化、電池充電要求和

輸入電源限制條件來管理系統輸入電源、後備電池

和轉換器輸出之間的功率分配。

單一電感 D C / D C 升降壓控制器可接受高達

55V 的輸入電壓，並產生低於、高於或等於輸入電

壓的輸出電壓。內建的電池充電器可透過配置以提

供專為基於鋰電池而優化的定電流 / 定電壓(CC/
CV)充電模式、 3 級鉛酸電池充電模式或者改進型

計時器充電終止恒定電流演算法(CC)，該演算法類

似於鋰電池充電模式，但其不包含低電壓預查驗和

充電週期重啟功能。

採用CC模式充電以放寬針對 48V鉛
酸電池充電器的規則要求

當 LTC4020 被配置在專為鉛酸電池而最佳化

的充電模式中時，吸收充電期間的調節電壓為典型

電池系統電壓的 120%(即：對於一個“12V”鉛酸

電池為 14.4V)。不幸的是，內建的鉛酸電池充電演

算法不能用於 48V 系統電池，因為吸收充電電壓將

超過 LTC4020 的最大工作電壓。這可透過實現一個

採用定電流(CC)充電演算法的高電流浮動充電器來

輕鬆地解決。

CC充電演算法透過將LTC4020的MODE引腳

置於不連接狀態來啟用。一個回饋電阻分壓器負責

設置對應於 VFB = 2.5V 的期望電池浮動充電電

壓。 CC 充電演算法啟用最大程式設計充電電流，

直至達到浮動調節電壓。當保持浮動調節電壓時，

鉛酸電池浮動充電器必須能夠持續為電池供應電

流，因此充電功能不會終止。 CC 充電模式能夠透

過設定 TIMER = 0V 來因應此要求，採用這種設定

將停用計時器功能，進而停用充電終止功能，於是

充電迴圈將無限期地繼續下去。

具有後備鉛酸電池的 48V 系統電源
 圖 1 所示為將 LTC4020 配置為具有一個整合

式備援電池浮動充電器的 48V 系統電源的情形。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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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的核心元件是一個平均電流模式升降壓 DC/DC

控制器，其採用了 4 個外部 NFET 作為開關元件，

能提供 265W 的可用系統輸出功率。

該轉換器依靠一個 36V至 55V的輸入電源供電

運作，其平均電感器電流被限制在 8.3A 。轉換器

電流限值利用兩個與 SiS862DN開關 FET M1 和M2

相串聯的 6 m Ω檢測電阻器 ( R S E N S E 1 和

RSENSE2)來設定。在整個工作電壓範圍內， DC/
DC 轉換器可在其輸出端上提供至少 5A 的電流。

RSHDN1和RSHDN2在SHDN引腳上形成了一

個分壓器，其負責將輸入關機電壓設定為 VIN  =
35V，從而在輸入低於 35V時停用DC/DC轉換器和

電池充電器功能，這就可在電源使能時提供滿負載

電流。這裡使用的SiS862DN開關FET具有各10nC

左右的典型 QG ，因此，當利用電阻 RT

將工作頻率設定為 250kHz 時， VIN =

55V 條件下的 QG(TOTAL)‧ fO 處在

LTC4020的規定INTVCC傳輸元件SOA指

標範圍內。

如前文所述，該 I C 採用一種定電

流 / 定電壓充電模式來對一個含 2 4 節

(48V)鉛酸電池的後備電池組進行充電和

保持。最大電池充電電流由 RCS 設定為

5A，到實現了 53.75V的滿充電浮動電壓

時可提供該電流。電池電壓利用一個電

阻分壓器(RFB1 和 RFB2)來監視，其負

責設定 53.75V(即每節電池 2.24V)的滿充

電浮動電壓。該分壓器透過 FBG 引腳來

參考，當 LTC4020 處於運作狀態時，

FBG 引腳短路至地，而當該 IC 停用時，

FBG 引腳則變至高阻抗，從而減小了電

池上的寄生負載。

LTC4020 優先向系統負載和電池充

電功能電路供電，而系統負載的優先順

序始終高於充電電源，因此在承擔重負

載期間如有必要將減小電池充電電流。

倘若系統負載超過了 LTC4020 DC/DC 轉

圖 2 ：針對圖 1 所示電路的最大電池充電電流

圖 1：具有 265W 轉換器輸出能力、 5A 電池充電電流和 53.75V 系統 / 浮動充

電電壓輸出的 36V~55V 至 24 顆鉛酸電池( 48V )浮動充電器 / 系統電源



CompoTech  Asia / 2015.0746

換器的供電能力，那麼電池電流將改變方向，而且

負載電流將由電池提供以補充轉換器輸出。

當VIN電源斷接時，所有的LTC4020功能將終

止，電池負責向輸出提供所需的功率。從電池經由

轉換器的反向傳導被開關 FET M4 所阻斷，電池電

壓監察電阻分壓器通過引腳 FBG 實現斷接，流入

IC 的總電池電流減小至 10 μ A 以下，從而可在需

要一種無負載儲存條件時最大限度地延長電池壽

命。

結論

LTC4020 是一款單 IC 電源管理解決方案，適

用於任何需要電池備援或電池供電型遠端操作的高

功率裝置。整合式升降壓 DC/DC 控制器能夠為一

個高於、低於或等於輸入電壓的電壓軌供電。該 IC
運用了一種智慧電源通路(PowerPath)架構，其將控

制器輸出合併到一個全功能多化學組成電池充電器

中。該充電器包括一個用於充電週期控制和即時充

電週期監督的內部計時器，其採用二進位編碼狀態

引腳。三種引腳可選的充電模式利用優化的充電特

性提供了適合大多數常見電池類型的通用性。

圖 3 ：可用轉換器輸出電流( 系統負載電流 + 電池充電電流)

與輸入電壓的關係 雲端轉型交叉口 硬體廠商商機再現

放眼兩岸，雲端服務商正持續茁壯發展，

也帶動更多企業開始思考如何進行 I T 轉型。

Gartner 研究總監張毅指出，由於資料中心所包

含的服務專案，包括自動化、政策、軟體程式

設計、雲端服務等，已經成為企業運作的主要

支撐，而資料中心的實體層、應用服務，甚至

基礎設施，都可以透過定義良好的應用程式設

計發展介面(API)來管理，幾乎等同於「軟體正

在定義一切」。

張毅指出， Gartner 預計到了 2020 年，至

少會有 70% 的新應用開發專案，會部署在雲端

基礎架構上，遠較目前的 10% 來得高。現在甚

至可以說「每一家公司都要成為軟體公司」，

如何利用 SDx 技術供應商，提升企業競爭力，

也就成為企業發展的關鍵。

根據 Gartner 的預測，到了 2025 年，全球

將會有一半以上的企業業務，是建立在伺服器

的計算能力上。 Gartner 首席研究分析師田宇

(Uko Tian)指出，目前中國大陸市場主要是集中

在超大規模的企業，如互聯網三巨頭－百度、

阿裡及騰訊，以及提供各種網路服務的企業

(xSP)，兩者都有 10% 以上的成長表現。由於

相較於大型或中小企業， x S P 的預算約束較

小，且對於降低 IT 複雜度的需求更高，也更在

意部署時間對創造營收的影響，相關軟硬體商

機浮現的空間也因此比較大。但想要抓住中國

大陸的資料中心市場商機，一定要好好設計完

整的的售後服務戰略，因為中國大陸市場不像

歐美先進國家，已經有相當完整的協力廠商服

務體系，所以應該要設法從傳統銷售模式，轉

型為價值驅動的銷售模式，提供完整的解決方

案，才能積極滲透到垂直產業的市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