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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UUI磁芯的电动自行车

恒功率充电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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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场上存在的数量庞大的铅酸蓄电池在充电时，大多数使用的都是基于EE磁芯(1)的三段式恒流充电器，针对其

恒压阶段充电时间长，电池老化快寿命短，线圈匝数多，电感量低，功率损耗大等问题，设计出了一种基于UUI

（DUI）磁芯的恒功率充电器。该充电器由输入整流滤波、输入滤波电解、开关功率管、变压器、输出整流滤

波、输出滤波电解和散热风扇七部分组成，可根据实际需要去调控高频率交流电，实现了保持恒定功率对蓄电

池进行充电。实验结果表明，该充电器很好地解决了恒流充电器和EE磁芯存在的问题，延长了电池寿命，缩短

了恒压阶段充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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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Electric Bicycle Constant Power Charger 
Based on UUI Magnetic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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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large number of lead-acid batteries on the market are charged using the three-

stage constant current charger based on EE magnetic core. For its constant voltage charging time 

is long, the battery aging is fast and the life is short, the coil turns are many, the power 

loss is big and so on, a constant power charger based on UUI(DUI) core is designed. The charger 

consists of seven parts: input rectifier filter, input filter electrolysis, switch power tube, 

transformer, output rectifier filter, output filter electrolysis and heat dissipation fan. The 

high frequency alternating current can be regulated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is makes it a 

reality to charge the battery at constant power.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charger 

solves the problem of the constant current charger and EE core well, prolong the battery life, 

shorten the constant voltage stage charging time.

Keywords:  constant power, UUI magnetic core, lead acid battery, battery charger, electric bicycle 

1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电动自行车使用范围十分广泛。而要

使其能很好的工作，就必须对车上的电池组进行充电。电

池组一般由 4-6 个单体（铅酸免维护电池）组成，而在电

池的生产过程中，由于诸多原因，无法生产出一模一样的

电池。因此，一个电池组里的单体电池会存在个体差异，

例如内阻差异，容量差异等等。目前，普遍投入使用的是

三段式恒流充电器，三段式指“恒流充电 + 恒压充电 + 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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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式 (3、4) 的第一段为恒流充电阶段，充电功率随电

压升高而升高 ；当充电电压达到恒压设定值时转为第二段

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随电池电动势的升高而降低 ；当

电流下降到转灯设置值时充电器转绿灯，进入第三段涓流

充电阶段。

恒流充电器在第一段恒流充电过程中，电池内部电子

的强烈碰撞和摩擦会使电池温度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

电池的温度会持续升高，从而导致内阻也逐渐增大。根据

U=E+IR、P=IE+I2R，内阻大的单体电池电压高，且内阻

损耗大。损耗增大又会使温度进一步升高，尽而导致电压

再次升高。因此会加速该类单体电池的老化速度，并且会

导致电池组中的各个单体电池两端电压的差值更大。

当电池组总电压达到恒压设定值后，就会进入恒压充

电阶段。各单体的电池电压自由分配，电压低的单体电池

没有充饱电，电压和电动势升不起来，电压会被内阻大和

充饱的单体电池夺去，这种现象导致单体电池电压高的仍

然保持高电压的状态，电压低的充电变得更慢，因此只能

延长时间来进行充电。

电压和电动势升不起来导致电路中的电流降不下去，

只有等到电压低的单体电池电压和电动势升高后电流才会

下降，充电器方能转绿灯。转绿灯标志着恒压阶段充电结

束，接着电池组进入第三段涓流充电阶段，继续为电池充

电。但此时的电流是一个非常小的电流，一般为充电电流

的 1/8，当充到恒压值时，电流开始减小，电流减小到

1/10 充电电流时结束充电。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恒流充电在恒压阶段时，电压

低的单体电池要延长时间来进行充电，这对电压低的单体

电池来说是在充电，影响不大，但对电压高的单体电池来

说有很大影响，电池组串联，各个电池电流相同，电压高

的单体电池内阻大且有的已经充饱电，此时再有电流流过

的话，电能只会转化为热能，使得电池的温度下降缓慢甚

至是使温度持续升高。具体是温度下降缓慢还是持续升高，

取决于电池老化的程度，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电池内部

的电解液都会因为析气和蒸发，导致电极板氧化、电解液

减少，这样会使该单体电池提前损坏、最终导致整组电池

提前损坏、失效，这就是恒流充电器充电存在的缺点。

2 恒功率充电器工作原理

2.1  恒功率充电器的结构

流充电”，电池组工作一段时间后，各个单体电池两端电

压的差值越来越大，即电池在充电过程中逐渐失衡，导致

电池组无法正常的充放电而失效。而且长时间高电压充电，

会使电池缺水，从而导致电池发热变形。

1.1  铅酸蓄电池

早在 2016 年之前，铅酸蓄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的占

比率就已经达到了 92% 以上。近年来，在我国宏观经济

增速放缓的趋势下，铅酸蓄电池行业总体保持了稳中有进

的发展，产品销量维持稳定增长趋势 (2)。

当铅酸单体电池单独使用时，失水少，充电足，使用

寿命长，并不会存在起跑线失衡的问题。但电动自行车使

用的是电池组，即几只单体串联充放电。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各单体间有差异，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起跑线差异

会变大，从而导致容量失衡。低容量的失水多，高容量的

充电不足。这就需要对起跑线进行优化。提高高容量单体

或者降低低容量单体的电动势，可以使低容量单体失水减

少，高容量单体充电量增加，从而减少各单体起跑线的差异，

达到蓄电池充放电起跑线平衡的效果。对起跑线进行优化

可以提高电池组的续航能力，起跑线优化后续航里程提升

了 33%。

但是，起跑线平衡具有时效性，它只能短时间提高充

放电效率和小幅度延长蓄电池寿命，因此还需要找到一种

新的方法去解决起跑线失衡快，充放电效率低，蓄电池寿

命短等问题。

1.2  三段式恒流充电

单体电池充电电压 = 电池电动势 + 充电电流 × 电池

内阻（U=E+I×R），内阻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充电

功率 P=UI=EI+I2R，∫ I2Rdt 直接转化为热能，当充电电

压 U 小于电池的析气电压 Ux（1220 电池 Ux ≈ 14.1V）

时，∫ EIdt 转化为化学能，当 U>Ux 时，∫ EIdt 转化为

化学能和析气功耗，析气期间氢氧还原成水放出大量的热

能，析气电压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下降，当 U>14.6V 后，

∫ EIdt 大部分转化为析气功耗，充电电能由∫ I2Rdt 转化

为热能，由∫ EIdt 转化为析气功耗再转化为热能。

使用恒流充电器的电池组是采用串联的方式进行充放

电。串联的方式工作电压高，线路使用的导线截面积小，

驱动马达绕组线径小，线路损耗小，所以成本低。但其缺

点就是单体电池在内阻大小、容量大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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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组的充、放电实验和研究，发

现电池组如果采用充电电流随着电压的升高而逐渐减小的

充电方法充电，会使各个单体电池两端电压的差值变小，

即起跑线失衡变慢，这就意味着此方法对电池组有一定的

修复作用，同时还会延长电池组的使用寿命。朝着这个方

向去研究，最终成功研发出了恒功率充电器。其外形结构

如图 1 所示。

电器充电过程额外产生的热量及时散发掉，以保证充电器

电路稳定、可靠的工作。

2.2  恒功率充电的实现过程

充电器要实现恒功率充电，关键是输出变压器采用了

UUI（DUI）型磁芯结构，它是在传统 EE 型磁芯的基础

上研发出的一种新型磁芯结构变压器。UUI 结构与传统的

EE 结构在相同磁芯尺寸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5) ：

(1) 绕组窗口漏磁产生的内自感增大，因此总感量有

一定增大 ；

(2) 磁芯的磁通密度分布更加均匀些 ；

(3) 直流叠加特性有所提高 ；

(4) 扩散磁通只局限在气隙附近，不会形成大范围的

扩散影响。

根据矢量分析合成法，散磁通分解为扩散磁通和旁路

磁通，根据线圈位置和磁路结构作磁体磁势图，散磁通强

度正比于磁压 ( 对应点的磁势差 )，反比于磁路长度，磁路

长度与磁体几何结构关系密切。散磁通从磁体表面发出，

对应面接收后只在磁体表面流动 ( 趋肤效应 )，两个和三个

表面趋肤效应叠加产生边角放磁和尖端放磁，导致磁体的

磁密分布更加不均匀，磁体内边角磁通密度较大。散磁通

穿过线圈引起的涡流损耗正比于磁压的平方。图 3 是 EE

型开气隙、UUI 型垫气隙、UUI 型加气隙磁路结构的磁势

分布图。图 4、5、6 中分别给出的是三种磁芯的扩散磁通

和旁路磁通。

传统的 EE 型开气隙，其中柱气隙端面叠加了 6 个散

磁通（内表面：XZ 扩散 +XZ 左边旁路；端面：XZ 右边旁路；

边表面 ：YZ 扩散 +XY 两个旁路）。对于本文中的 UUI 垫

气隙磁芯，其边角磁场较强，尖端磁场较弱，高频热效应

强度强、范围大（五倍气隙距离）。UUI 加气隙，其气隙

端面尖端叠加 6 个较弱的散磁通（内表面一个扩散磁通一

个旁路磁通、端面一个旁路磁通、边表面一个扩散磁通两

个旁路磁通），其高频热效应强度弱、范围小。

表 1 中是相关参数。可以看出，在材质重量相同的

情况下，EE 型边角放磁强，尖端放磁更强 ；UUI 边角强

尖端弱 ；DUI 边角弱尖端弱。电感系数 AL 值 ：EE 型低，

UUI 高，DUI 比较高。 叠加电流 IA 值 ：EE 型低，UUI

比较高，DUI 高。因此，DUI 磁芯的优势明显 ：AL 值高，

IA 值高，线圈损耗低，高频热效应容易控制（是三倍气隙

距离）。

图 1   恒功率充电器外形结构

恒功率充电器主要由输入整流滤波、输入滤波电解、

开关功率管、变压器、输出整流滤波、输出滤波电解和散

热风扇七部分组成，具体组成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恒功率充电器组成结构

输入整流滤波将输入的 220V 交流电转为直流电。输

入滤波电解是对上述的直流电进行滤波，把含有交流正弦

波的脉动成分滤除，使之成为比较平滑的直流电。之后，

开关功率管与变压器（UUI 磁芯）两者再将比较平滑的直

流电转化为可控的高频率交流电。可控的高频率交流电可

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调控，从而保持恒定功率对蓄电池进行

充电。输出整流滤波将高频率交流电转化成直流电，再对

蓄电池进行充电。输出滤波电解则是把含高频的脉动成分

滤除，使之成为比较平滑的直流电。最后，散热风扇将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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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E 型开气隙、UUI 型垫气隙、UUI 型加气隙磁势分布图

图 4   EE 型开气隙

图 5   UUI 型垫气隙

图 6   UUI 型加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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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E 型、UUI 型、DUI 型的相关参数

磁芯结构 最大磁压 线圈匝数 损耗系数 损耗对比
扩散磁通 旁路磁通 扩散磁通 旁路磁通 扩散磁通 旁路磁通 扩散磁通 旁路磁通

EE NI 0.5NI 100 100 (100I)2 (50I)2 100% 100%
UUI 0.5NI 0.5NI 90 90 (45I)2 (45I)2 20% 81%
DUI 0.33NI 0.33NI 95 95 (95I)2 (31I)2 10% 39%

图 7 是本文使用的 UUI 型变压器的基本结构。UUI

型变压器采用了双气隙磁路，将较大的单气隙磁路改为

较小的双气隙（原单气隙的 1/2）磁路，大幅度地减少

了深入线圈内部的扩散磁通（下图紫色线条），使得 UUI

变压器具有了较高的磁耦合系数，通过测量，在 10kHz-

500kHz 范围内，漏感降低了 17%-21%，原副边之间耦

合系数比传统的 EE 型变压器提高了 2.2% ；原边与辅助

绕组之间的耦合系数提高了 3%，使整个闭环控制回路能

够精准地控制充电电流，且具有更强的能量传输能力。因

此充电器上用了 UUI 型变压器，自然而然地就实现了恒功

率充电的效果。

图 7   UUI 型变压器基本结构

DUI 和 UUI 变压器的组成结构相似、功能相同，所

不同的是DUI变压器中柱磁芯从正中间分成两段（见图7），

采用更小的磁路三气隙（原单处 1/3）的磁路结构，进一

步提高变压器的抗饱和能力，这样可以缩小变压器的体积，

其它的地方都和 UUI 变压器相同。

3 实验验证

3.1  恒功率充电器充电过程

恒功率充电器之所以称之为恒功率，是因为其在充电

过程中基本保持功率恒定不变。恒功率充电器在电路工作

稳定后，充电器的充电功率不会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而逐

渐升高，相反充电电流会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而逐渐下降，

但它始终遵循着充电功率 P=UI 的规律在工作，直至充电

过程进入恒压充电阶段，恒压充电期间电流下降、功率逐

步下降直至转灯进入涓流充电阶段。具体情况如图 8 和表

2 所示。

从图 8 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恒功率充电器充电过程中

电流的变化。从表 2 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恒功率充电器

在充电的过程中，对电池组充电的功率虽有小波动变化情

况，但其充电功率基本保持恒定。通过对其它很多个不同

规格的恒功率充电器的试验和测量，也都表明了恒功率充

电器充电过程功率基本保持恒定，这就是恒功率充电器的

特点 ：恒功率。 

图 8   恒功率充电器充电电流曲线

3.2  恒功率充电与恒流充电的对比

3.2.1  充电过程中的电流比较

通过实验进行恒流充电和恒功率充电的比较，其充电

参数对比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相比于恒流充电，恒功

率充电阶段的充电电流随着充电电压的升高而下降，充电

前期电流大，析气期时间短且电流小。实验过程中还发现

恒功率充电的电池温度低。

3.2.2  充放电过程能量转换关系

放电时化学能转化为放电量和放电内阻损耗，化学能

= 放电量 + 放电内阻功耗 ；充电时电能转化为化学能、充

电析气损耗、充电内阻损耗和充电器功率损耗，如图 9 所示。

图 9   充放电时的能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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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充放电效率的对比

直流充电量 = 化学能 + 充电内阻功耗 + 充电析气功耗

化学能 = 放电量 + 放电内阻功耗

交流充电量 = 直流充电量 + 充电器功率损耗 

充电器充电效率 =（直流充电量）/（交流充电量）

充放电总效率 =（放电量）/（交流充电量）

蓄电池充放电效率 =（放电量）/（直流充电量） =（充

放电总效率）/（充电器充电效率）

实验过程结合上面 5 个计算公式得到了表 4 所示的数

据对比。

由实验得知，在本文 1.1 中提到的起跑线优化使

得电池续航跑远了 33%。由表 4 得出，充放电总效率

提 升 了 (75.6%)/(70.5%)-1=7.2%， 充 放 电 次 数 提 高

了 (1-81.5%)/(1-87.6%)-1=49%，耗电量减少了 1-(1-

33%)*(1-7.2%)=37.8%，蓄电池寿命延长了 (1+33%) 

(1+49%)-1=98%。

由此可见，铅酸蓄电池的保养，除了起跑线优化外，

再加一个恒功率充电，保养效果特别好。

XXX 公司的恒流充电器和厦门荣嘉福 6020 恒功率充

电器的实验数据情况如表 5 所示。

由此可知，相比于 XXX 公司，厦门荣嘉福的恒功率

充电器充电，电池组放电量大，充电时间长，充电量高，

充放电总效率也高，性能更好一点。 

由实验可知，三段式 1220 智能充电器充电电压达

到 14.5V 转入恒压阶段，单体电池电压由 12.5V 上升到

14.5V，恒流模式耗时 300min，充电电流 2.80A ；恒功

率模式耗时 360min, 电流由 2.91A 下降到 2.51A。充电

电压 U= 电池电动势 E+ 充电电流 I× 内阻 R，充电功率

P=IE+I²R，∫ IEdt 转化为电池储电量，∫ I²Rdt 转化为

热能，内阻 R 随温度的升高而升高。恒流模式如图 10，

恒功率模式如图 11。

表 2    恒功率充电器充电数据表
充电电压 U(V) 60.50 61.52 62.51 63.50 64.51 65.49 66.51
充电电流 I(A) 2.983 2.855 2.842 2.792 2.764 2.753 2.718
充电功率 P(W) 180.47 175.6 177.6 177.29 178.311 180.29 180.77
充电电压 U(V) 67.51 68.51 69.51 70.51 71.50 72.49 73.32
充电电流 I(A) 2.661 2.661 2.627 2.582 2.536 2.502 2.434
充电功率 P(W) 179.6 182.30 182.60 182.05 181.32 181.36 178.46
电压从 60.5V 上升到 73.32V ，升高 20.99% ；电流从 2.983 下降到 2.43V, 下降 18.40% ；功率恒定 179W±2.0%

说 明

①表中数据为 6020 恒功率充电器充电过程的数据记录 ；

②充电电压达到 73.32V，蓄电池进入恒压充电阶段 ；

③恒功率充电期，电压上升 20.99%，电流下降 18.40%，充电功率恒定 ：179W±2.0%。

表 3   恒流和恒功率充电参数对比表
充 电

参 数

对 比

充电模式 磁芯结构 第一阶段电流 析气时间 析气期电流 充电电压

恒流模式 PQ 或 EC 2.81A-2.82A 86 分钟 2.82A-0.55A 73.34V

恒功率模式 UUI 或 DUI 3.16A-2.50A 72 分钟 2.50A-0.64A 73.57V

图 10   恒流模式

直流充电量 216wh ；析气损耗 9.0wh ；

内阻损耗 3.82wh ；化学能 206.8wh

图 11   恒功率模式

直流充电量 237.4wh ；析气损耗 6.4wh ；

内阻损耗 2.92wh ；化学能 228.1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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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流模式温度上升快，假设 U=12.5V 时 R=0.05Ω，

充 电 300min 后 U=14.5V， 温 升 大 内 阻 升 幅 高 假

设 R=0.10Ω ；恒 功 率 模 式 温 度 上 升 慢，U=12.5V 时

R=0.05Ω，充电 360min 后 U=14.5，温升小内阻升幅小

假设 R=0.07Ω。根据 E=U-IR，充电电压 U=14.5V 时，

恒流模式单体电池电动势 E=14.5-2.8×0.1=14.22V ；恒

功率模式 E=14.5-2.51×0.07=14.32V。恒压充电阶段

电流 I=(14.7-E)/R，恒流模式电流 I 从 2.80A 下降到 0.7A

耗时 90min ；恒功率模式 E 高 0.1V，(14.7-E) 低 0.1V，

电流 I 从 2.51A 下降到 0.7A 耗时小于 60min。

由表 6 可知，恒功率充电器的充电效果良好 ：电动势

上升 0.1V ；储电量提升 10.3%(21.3wh); 析气功耗下降

表 4    相关数据对比

6020 新电池放电至 60V 放电量
交流

充电量

充放电

总效率

充电器

充电效率

蓄电池

充放电效率
起跑线不动 + 恒流充电 635.5wh 901wh 70.50% 86.50% 81.50%

起跑线平衡 + 恒功率充电 681.5wh 900wh 75.60% 86.30% 87.60%

表 5    XXX 公司和厦门荣嘉福实验数据对比表
蓄电池编号 200904-1 200904-2 200904-3 200904-4 200904-5 海宝 6-DZF-20.5

E1-E5 ：串联放电 20min → XXX 公司恒流充电器充电

09 月 

10 日

放电

放电前 Ei 13.445 13.462 13.461 13.435 13.441 放电至 60.00V

时间 ：62min

安时数 ：

10.321ah

放电量 ：635.5wh

放电后 Ei 12.531 12.548 12.539 12.531 12.530
ei 0.914 0.914 0.922 0.904 0.911

∑ (ei-emin)=0.045   ∑ (emax-ei)=0.045   ω=1.0

XXX 公司 6020 恒流充电器充电 ：时间 277 分钟 ；充电量 901wh ；充放电总效率 =635.5/901=70.5%
E1-E5 ：并联放电 ⇒ 并联充电 ⇒ 串联放电 20min⇒ 厦门荣嘉福 6220 恒功率充电器充电 ；

09 月 

11 日

放电

放电前 Ei 13.487 13.496 13.501 13.482 13.490 放电至 60.00V

时间 ：67min

安时数 ：

10.993ah

放电量 ：681.5wh

放电后 Ei 12.549 12.554 12.541 12.541 12.540
ei 0.938 0.942 0.960 0.941 0.950

∑ (ei-emin)=0.041   ∑ (emax-ei)=0.069   ω=0.59

起跑线平衡 0.00 0.00 +1.00wh 0.000 +0.50wh 放电 

1wh ≈ 10mV

充电 1wh ≈ 8mV
起跑线模拟 12.549 12.554 12.549 12.541 12.544

厦门荣嘉福 6020 恒功率充电器充电 ：时间 320 分钟 ；充电量 900wh ；充放电总效率 =681.5/900=75.6%
注 ：ei= 放电前 Ei- 放电后 Ei ；容量失衡倾斜系数 ω= ∑ (ei-emin)/ ∑ (emax-ei)

表 6    恒流和恒功率的充电数据

充电模式 充电第一阶段 恒压充电阶段 能量转换
电流 电动势 E 时间 电流 14.7-E 时间 储电量 析气功耗

恒  流 2.80A 14.22V 300min 2.80A → 0.7A 0.48V 90min 206.8wh 9.0wh
恒功率 2.91A→2.51A 14.32V 360min 2.51A → 0.7A 0.38V 60min 228.1wh 6.4wh

28.9%(2.6wh)。

3.3  恒功率充电器实物

目前已经研发出来的恒功率充电器规格如 ：1220、

4812、4820、6012、6020、7220 等六个规格，其中

1220、4812、4820 和 6012 充电器使用 UUI-23（或

者 DUI-23）变压器，6020 充电器使用 UUI-32 变压器，

7220 充电器使用 DUI-32 变压器。DUI 变压器完全可以

替代 UUI 变压器，而 UUI 变压器则不可以完全代替 DUI

变 压 器。 后 续 还 将 研 发 1240、2412、2420、3612、

3620、4830、6030、7230……等规格的恒功率充电器。

图 12 是 UUI-23 变压器的实物图以及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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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UUI-23 变压器的实物图以及充电器

4 结论

本文根据市场上广泛使用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恒流充

电器存在的一些问题，设计出了一种新型的恒功率充电器。

其变压器采用了 UUI（DUI）磁芯，与传统的 EE 磁芯相比，

其耦合系数提高了，而且整个闭环控制回路能够精准地控

制充电电流，还具有了更强的能量传输能力。采用恒功率

的方法，充电时间变短了，电池温度变低了，充放电效率

也提高了，还可以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池损耗。实验表

明，基于 UUI（DUI）磁芯的恒功率充电器的充电效果良好。

目前研发出的恒功率充电器在市场上已经开始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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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增加隔离胶带，减少线交叉预计耐压不良。

4.3.4） 组装段导入载板传递作业，减少产品取放时碰

撞引起不可控因素。

5 结论

采用新的材料，更高精度的设备，并且对工艺进行优

化后，贴片变压器生产过程中的直通率由原来的 96.7%

上升到 98.5%，在模块电源上批量使用后，失效率由原来

的 200PPM 降低到 42PPM。

6 结束语

随着贴片变压器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变压器生产厂商

必须对设备、材料、工艺等方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才

能把开路、短路、耐压不良等异常情况降至零，为整机厂

商提供更加可靠的产品。这本身也是对变压器制造业的又

一次升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