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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LCC谐振变换器的电

池均衡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池组、开关选通

网络、LCC谐振电路、半桥整流电路、全波整流电

路、变压器、控制单元及采集单元。本发明的另一

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了一种基于LCC谐振变换器的

电池均衡方法。本发明通过实时监测每个单体电

池的电压，判断需要均衡的电池，再通过选通开

关以及均衡电路实现电池组到单体电池的能量

转移，从而实现电池均衡。本发明提出的电池均

衡系统拓扑结构简单，均衡速度快，控制复杂度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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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LCC谐振变换器的电池均衡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池组、开关选通网络、

LCC谐振电路、半桥整流电路、全波整流电路、变压器、控制单元及采集单元，其中：

电池组由N个电池单体串联形成，将N个电池单体分别定义为电池单体Cell1、Cell2、…、

CellN；

采集单元，用于采集电池组中N个电池单体的参数信息，将采集到的参数信息发送给控

制单元

开关选通网络在控制单元的控制下对电池组中需要进行均衡的电池单体进行选择，使

得需要进行均衡的电池单体与全波整流电路导通，并保持不需要进行均衡的电池单体与全

波整流电路断开；

全波整流电路连接在变压器的副边上，变压器的原边与LCC谐振电路相连，LCC谐振电

路连接由控制单元控制的半桥整流电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LCC谐振变换器的电池均衡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开

关选通网络包括2N个由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打开、闭合的开关，分别定义为开关k1、k2、…、

kN、…、k2N，电池单体Celli的正极与开关ki的一端相连，电池单体Celli的负极与开关kN+i的

一端相连，i＝1,2,…,N，开关ki的另一端及开关kN+i的另一端连接所述全波整流电路。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LCC谐振变换器的电池均衡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变

压器为多绕组变压器，所述变压器的副边线圈分为第一绕组和第二绕组，则所述全波整流

电路包括整流二极管D1、整流二极管D2、滤波电容Co和滤波电感Lf，整流二极管D1的正极与变

压器副边的第一绕组上端相连，整流二极管D2的正极与变压器副边的第二绕组下端相连；

整流二极管D1及整流二极管D2的负极均与滤波电容Co上端相连，且与滤波电感Lf左端相连；

滤波电感Lf右端与所述开关k1、k2、…、kN的另一端相连；变压器副边的中间抽头及所述开关

kN+1、kN+2、…、k2N的另一端均与滤波电容Co下端相连。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LCC谐振变换器的电池均衡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LCC

谐振电路包括串联电感Lr、串联电容Cs和并联电容Cp，串联电感Lr的一端与所述半桥整流电

路相连，串联电感Lr的另一端与串联电容Cs串联后连接所述变压器的原边上端，并联电容Cp

与所述变压器的原边并联。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LCC谐振变换器的电池均衡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半

桥整流电路包括N型MOSFET管Q1和N型MOSFET管Q2，N型MOSFET管Q1和N型MOSFET管Q2的门极

均与所述控制单元相连；N型MOSFET管Q1的漏极与所述电池单体Cell1的正极相连，N型

MOSFET管Q1源极与所述串联电感Lr的一端相连；N型MOSFET管Q2的漏极与所述串联电感Lr的

一端相连，N型MOSFET管Q2的源极与所述电池单体CellN的负极相连。

6.一种基于LCC谐振变换器的电池均衡方法，其特征在于，基于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

池均衡电路，包括以下步骤：

由所述采集单元测量每一所述电池单体的端电压，由所述控制单元计算所述电池组的

平均电压，并根据每一所述电池单体的端电压判断电压值是否在所设定的范围，若不在所

设定的范围则启动由所述LCC谐振电路、半桥整流电路、全波整流电路及变压器组成的均衡

电路，并控制所述开关选通网络选通相应开关，并产生PWM信号进行均衡，当被均衡的所述

电池单体的端电压满足所设定的电压范围时，均衡过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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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CC谐振变换器的电池均衡电路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池均衡电路及均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电池能量和端电压的限制，实际应用中通常需要采用多个电池进行串、并联

组合来达到较高的电压和较大的功率输出。而由于电池特性的高度非线性，并且在工作过

程中因为温度、内阻和老化的影响，电池的不一致性也将会越来越严重，造成电池组的电压

不均衡。这在充放电的过程中会引起过充和过放等问题，并最终将影响电池组的循环使用

寿命，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爆炸和火灾。因此，在电池的串并联使用中，需要对一起使用的

各单个电池进行均衡。

[0003] 目前，现有的对电池组中各单个电池进行均衡主要采用以下做法：将电阻并联在

电池两端，通过电阻来耗散过充电池的能量。这种方法具有成本低、易于操作的优点。但是

这种方法发热量大、散热成本高，无法实现大电流的快速均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实现快速均衡的电池均衡电路及采用该电池均衡

电路的电池均衡方法。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了一种基于LCC谐振变换器的电池

均衡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池组、开关选通网络、LCC谐振电路、半桥整流电路、全波整流

电路、变压器、控制单元及采集单元，其中：

[0006] 电池组由N个电池单体串联形成，将N个电池单体分别定义为电池单体Cell1、

Cell2、…、CellN；

[0007] 采集单元，用于采集电池组中N个电池单体的参数信息，将采集到的参数信息发送

给控制单元。

[0008] 开关选通网络在控制单元的控制下对电池组中需要进行均衡的电池单体进行选

择，使得需要进行均衡的电池单体与全波整流电路导通，并保持不需要进行均衡的电池单

体与全波整流电路断开；

[0009] 全波整流电路连接在变压器的副边上，变压器的原边与LCC谐振电路相连，LCC谐

振电路连接由控制单元控制的半桥整流电路。

[0010] 优选地，所述开关选通网络包括2N个由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打开、闭合的开关，分别

定义为开关k1、k2、…、kN、…、k2N，电池单体Celli的正极与开关ki的一端相连，电池单体Celli

的负极与开关kN+i的一端相连，i＝1,2,…,N，开关ki的另一端及开关kN+i的另一端连接所述

全波整流电路。

[0011] 优选地，所述变压器为多绕组变压器，所述变压器的副边线圈分为第一绕组和第

二绕组，则所述全波整流电路包括整流二极管D1、整流二极管D2、滤波电容Co和滤波电感Lf，

整流二极管D1的正极与变压器副边的第一绕组上端相连，整流二极管D2的正极与变压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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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第二绕组下端相连；整流二极管D1及整流二极管D2的负极均与滤波电容Co上端相连，且

与滤波电感Lf左端相连；滤波电感Lf右端与所述开关k1、k2、…、kN的另一端相连；变压器副边

的中间抽头及所述开关kN+1、kN+2、…、k2N的另一端均与滤波电容Co下端相连。

[0012] 优选地，所述LCC谐振电路包括串联电感Lr、串联电容Cs和并联电容Cp，串联电感Lr

的一端与所述半桥整流电路相连，串联电感Lr的另一端与串联电容Cs串联后连接所述变压

器的原边上端，并联电容Cp与所述变压器的原边并联。

[0013] 优选地，所述半桥整流电路包括N型MOSFET管Q1和N型MOSFET管Q2，N型MOSFET管Q1

和N型MOSFET管Q2的门极均与所述控制单元相连；N型MOSFET管Q1的漏极与所述电池单体

Cell1的正极相连，N型MOSFET管Q1源极与所述串联电感Lr的一端相连；N型MOSFET管Q2的漏

极与所述串联电感Lr的一端相连，N型MOSFET管Q2的源极与所述电池单体CellN的负极相连。

[0014] 本发明的另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了一种基于LCC谐振变换器的电池均衡方法，其

特征在于，基于上述的电池均衡电路，包括以下步骤：

[0015] 由所述采集单元测量每一所述电池单体的端电压，由所述控制单元计算所述电池

组的平均电压，并根据每一所述电池单体的端电压判断电压值是否在所设定的范围，若不

在所设定的范围则启动由所述LCC谐振电路、半桥整流电路、全波整流电路及变压器组成的

均衡电路，并控制所述开关选通网络选通相应开关，并产生PWM信号进行均衡，当被均衡的

所述电池单体的端电压满足所设定的电压范围时，均衡过程结束。

[0016]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通过实时监测每个单体电池的电压，判断需要均衡的电池，再通过选通开

关以及均衡电路实现电池组到单体电池的能量转移，从而实现电池均衡。本发明提出的电

池均衡系统拓扑结构简单，均衡速度快，控制复杂度低。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电池均衡电路；

[0019] 图2为实施实例图；

[0020] 图3(a)至图3(d)为四节电池均衡电路的模态图；

[0021] 图4为均衡电路电流增益与工作频率的对应关系；

[0022] 图5为均衡电路的输出电流与输出电压的对应关系；

[0023] 图6为均衡控制逻辑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

的范围。

[0025]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电池均衡电路包括由N个电池单体Cell1、Cell2、…、

CellN串联连接所形成的电池组；开关选通网络，用于对所需均衡的电池单体进行选择；均

衡电路，包括LCC谐振电路、半桥整流电路、全波整流电路；采集单元，用于采集电池组中各

电池单体的参数信息；变压器；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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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开关选通网络包括2N个由控制单元控制打开、闭合的开关k1、k2、…、kN、…、k2N。开

关k1、k2、…、kN的左端相连后连接全波整流电路；开关kN+1、kN+2、…、k2N的右端相连后连接全

波整流电路。开关k1的右端与电池单体Cell1的正极相连，开关k2的右端与电池单体Cell2的

正极相连，……，开关kN的右端与电池CellN的正极相连。开关kN+1的左端与电池Cell1的负极

相连，开关kN+2的左端Cell2的负极相连，……，开关k2N的左端与电池CellN的负极相连。

[0027] LCC谐振电路包括串联电感Lr、串联电容Cs和并联电容Cp。串联电感Lr左端连接如

图1所示的a端，串联电感Lr右端与串联电容Cs左端相连，串联电容Cs右端与变压器原边上端

口相连，且与并联电容Cp上端相连。并联电容Cp下端与变压器原边下端相连。

[0028] 半桥整流电路由上下两个N型MOSFET管Q1和Q2构成。N型MOSFET管Q1的漏极与电池

单体Cell1的正极相连，N型MOSFET管Q1的源极与如图1所示a端相连。如图1所示a端与N型

MOSFET管Q2漏极相连，N型MOSFET管Q2源极与图1中b端相连，b端连接电池单体CellN的负极。

N型MOSFET管Q1和Q2的门极均与控制单元的输出端相连。

[0029] 本实施例中，变压器为多绕组变压器，副边线圈分为第一绕组和第二绕组。全波整

流电路包括两个整流二极管D1和D2、滤波电容Co和滤波电感Lf。二极管D1的正极与变压器副

边第一绕组上端相连，二极管D2的正极与变压器副边第二绕组的下端相连。两个整流二极

管D1和D2的负极均与滤波电容Co上端相连，且与滤波电感Lf左端相连。滤波电感Lf右端与开

关k1、k2、…、kN左端相连。变压器副边的中间抽头及开关kN+1、kN+2、…、k2N右端均与滤波电容

Co下端相连。

[0030] 本发明的另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了一种基于LCC谐振变换器的电池均衡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31] 由采集单元测量每一电池单体的端电压，由控制单元计算电池组的平均电压，并

根据每一电池单体的端电压判断电压值是否在所设定的范围，若不在所设定的范围则启动

由LCC谐振电路、半桥整流电路、全波整流电路及变压器组成的均衡电路，并控制开关选通

网络选通相应开关，并产生PWM信号进行均衡，当被均衡的电池单体的端电压满足所设定的

电压范围时，均衡过程结束。

[0032] 实例的具体电路链接关系见图2，其中电池组的电池单体个数为4，谐振频率设为

200kHz，控制器产生的PWM控制信号频率也为200kHz，控制逻辑见图6。由采集单元测量四节

电池单体的端电压，并计算平均电压，判断每节电池单体的端电压是否在所设定的范围，若

某单体电池不在范围，则控制器控制选通开关，同时产生PWM信号，启动均衡。当被均衡电池

端电压满足所设定的电压范围时，均衡过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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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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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3(c)

图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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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8

CN 110808622 A

8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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