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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技术在智能电动车锂电池组BMS

与高效新能源逆变器中的应用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lithium battery pack BMS and
 efficient new energy inverter  

鲁思慧

摘 要：值此本文将对基于主控芯片与技术在的智能电动车锂电池组BMS与逆变器助力高效新能源中的应用作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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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main control chip and technology in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lithium battery pack BMS and inverter power efficient new energy ap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functional module， photovoltaic energy storage， inverter

前言 -问题的导引

当今在智能电动车与高效新能源应用发展中呈现出新

的挑战。那是怎么回事？为此可从二个方面作说明。

* 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储能电源等诸多应用场景

中，通常都需要使用到大功率动力电池组作为电动车或电

器设备的动力来源。大功率电池的特点是能量密度特别高，

尤其是在车辆行驶或负载设备工作时需要高电压、大电流，

其瞬间输出功率非常大，而大功率的充、放电会引起电池

发热，一旦因为过充、过放、发热等原因导致电池自燃或

爆炸，则会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此时如果没有一套可靠

的电源管理系统为其保驾护航，高能量密度电池组就如同

随时可能被激活的炸弹。因此虽然电池化学组成和电池技

术领域的进步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是对于一个可行和根

据电池的备份体系而言，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那就

是电池管理体系 (BMS)。尤其对于大功率电池来说，需要

一套安全高效的电池管理控制系统，才能保证电动交通工

具或电器设备的安全使用。

其 BMS 是专门用来做电池运行管理的控制系统，借

助 BMS 电池管理系统的电芯监控、荷电状态（SOC）估

算以及单体电池均衡等核心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电

池组的电力输出、平衡其功能，确保其安全运行。BMS 控

制模块通常要求具备精准快速测量的高性能处理能力，具

有高共模电压抑制能力，功耗低，平衡电芯，保护电池组

免受危险电压、电流和温度水平的影响，并且可与充电器、

负载、热管理、紧急关停等其他子系统进行安全通信交互。

* 由于交流电在高压传输时比直流电更为高效，应用

场景也更加广泛，因此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兴起，太阳能

等产生的大量直流电源需要转变为交流电并入电网，或者

由锂、氢等储能电池或电瓶输出的低压直流电需要转换为

220V 交流电以供交流设备使用。其逆变器作为助力新能

源电力系统中 DC/AC 转换关键设备，将直接影响能源转

换效率、系统运行稳定性和设备寿命，在整个供电系统中

占有重要地位，大多应用于光伏电站、新能源汽车、户外

用电、应急电源等场景。而如何提高效率与可靠性将成为

新能源产业的热点与痛点。

随着芯片尤其车载与电池技术的主控芯片的面世与发

展，给上述二个问题的应用带来新的机遇，即优势的 BMS

应用可靠性解决方案呈现与提高逆变器效率带来新的机遇。

值此本文将对基于主控芯片 (N32L406 型 ) 技术在的智能

电动车锂电池组 BMS 与逆变器助力高效新能源中的应用

作研讨。

1  提高储能电池管理系统的可靠性设计的理念

大型电池阵列可以作为备份和连续供电的能量存储体

系，这种用法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大型储能锂

电池 BMS 设计理念与功能要求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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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具有模拟量测量功能 ：能实时测量单体电压、温

度，测量电池组端电压、电流等参数。确保电池安全、可靠、

稳定运行，保证单体电池使用寿命要求，满足对单体电池、

电池组的运行优化控制要求。

* 应具有在线 SOC 诊断 ：在实时数据采集的基础上，

建立专家数学分析诊断模型，在线测量电池的剩余电量

SOC。同时，智能化地根据电池的放电电流和环境温度等

对 SOC 预测进行校正，给出更符合变化负荷下的电池剩

余容量及可靠使用时间。

* 应具有电池系统运行报警功能 ：在电池系统运行出

现过压、欠压、过流、高温、低温、通信异常、BMS 异

常等状态时，能显示并上报告警信息。

* 应具有通讯功能系统可通过 CAN 与 PCS 进行通讯，

通讯协议支持安科瑞 PCS 通讯协议，与后台采用 RS485

方式进行通讯，通讯协议为标准 Modbus 协议。

* 热管理功能 ：对电池组的运行温度进行严格监控，

如果温度高于或低于保护值，电池管理系统自动切断电池

回路，保证系统安全。

* 又具有自诊断与容错功能 ：电池管理系统采用先进

的自我故障诊断和容错技术，对模块自身软硬件具有自检

功能，即使内部故障甚至器件损坏，也不会影响到电池运

行安全。不会因电池管理系统故障导致储能系统发生故障，

甚至导致电池损坏或发生恶性事故。

* 并具备自诊断功能 ：对 BMS 与外界通信中断，

BMS 内部通信异常，模拟量采集异常等故障进行自诊断，

并能够上报系统。

2  新能源汽车 BMS 电池管理系统设计方案与基

本架构

2.1  电池管理系统为两级架构，其典型结构如下图

1所示

该系统组成有如下功能模块与系统配件构建。

功能模块包括 ：其一、电池控制模块 (BCU) ：BMS

主控单元，电池箱及电池系统高压电路数据采集、分析、

处理，电池系统充放电控制；其二、电池电子模块 (BEU)：

BMS 从控单元，电池单体 ( 模块 ) 及电池箱连接器数据采

集、分析、处理，电池箱充放电控制 ；其三、漏电检测模

块 (LDU) ：电池系统离压电路与车辆底盘之间绝缘电阻监

测。系统配件包括 ：温度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电压、温

度采集线束、高压配电箱（包含直流接触器、熔断器、电

流传感器、BCU 及 LDU）。

2.2  主控芯片在 BMS 电池管理系统中的应用

BMS 的各种复杂控制功能实现，离不开高性能 MCU

主控芯片的参与 ( 见图 2 所示 )。它是锂电池组控制模块不

可或缺的核心部件，它可以时刻管理电池的使用状态，通

过必要措施缓解电池组的不一致性，为锂电池的使用安全

提供保障，并延长锂电池的使用寿命。当今国内外该领城

的主控芯片（MCU）型号种类不少，其新型的 N32 系列

MCU（例 N32L406 型）就是典例，它以其高性能、高集成、

高可靠、低功耗、安全等优势特性，广泛用于 BMS 电池

管理与储能等应用领域，其应用场景十分丰富。图 2 所示

为基于 N32L406 的智能电动车锂电池组 BMS 控制板示

意。

图 1 所示为新能源汽车 BMS 电池管理系统为两级架构

图 2 所示为基于 N32L406 的智能电动车

锂电池组 BMS 控制板示意

2.3  为何要选用 N32 系列 MCU 在 BMS 中的应用

MCU 内置 FLASH 支持指令缓存和预取，支持 FPU

和 MMU 指令，高效率运行 BMS 核心控制算法 ；内置

12bit 的独立 ADC，5Msps 采样率，可同时工作，支持

多达 16 个采样通道，轻松实现过压检测、欠压保护、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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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关断、温度检测、电池均衡控制等功能 ；具有丰富的外

设接口，支持多个 UART、I2C、SPI 等接口，同时支持

CAN，灵活实现故障诊断和警告上报 ；领先的低功耗水平，

更加低碳环保。芯片动态运行功耗低至 60μA/MHz，静态

功耗低至 1.5μA ；内嵌国际及国密加密算法硬件加速引擎，

提供 Security BOOT/FOTA/ 存储 / 认证安全解决方案

方便品牌厂家生态控制，可防止假冒产品，保护核心知识

产权 ；能在 -40℃～ 105℃的工业级工作温度范围，在恶

劣环境下长期稳定运行。其 N32 系列 MCU 的 BMS 的应

用框图见图 3 所示。

N32 系列 MCU 已经在 BMS 电池管理与储能应用领

域已获得广泛应用，其典例应用包括 ：汽车 BMS、短交

通电池 BMS、共享换电系统电池 BMS、电池保护板等电

池管理 ；汽车、两轮电动车充电桩 ；电动车面板、控制器 ；

以及储能电源、电柜补偿、铁塔电池换电、无人机电池、

电源逆变控制板等多种新能源应用场景。

3  基于逆变器助力高效新能源应用

3.1  已进入发展快车道，以风电、光伏、水电、新

型储能技术为代表的新能源电力体系将很快上升为

产业主体

“十四五”期间，我国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装机容量将

快速提升，逆变器出货量将随之大幅增长。根据未来智库

的分析报告，叠加光伏及储能两方面的需求，预计 2025

年全球逆变器新增市场规模可达 969 亿元，市场空间快速

增长。

由于交流电在高压传输时比直流电更为高效，应用场

景也更加广泛，因此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兴起，太阳能等产

生的大量直流电源需要转变为交流电并入电网，或者由锂、

氢等储能电池或电瓶输出的低压直流电需要转换为 220V

交流电以供交流设备使用。逆变器作为新能源电力系统中

DC/AC 转换关键设备，直接影响能源转换效率、系统运

行稳定性和设备寿命，在整个供电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多应用于光伏电站、新能源汽车、户外用电、应急电源等

场景。

3.2  基于芯片 N32G457 型的逆变器应用案例

逆变器是基于电压逆变工作原理将 DC 转化为 AC 的

一种特殊变压器，通常由逆变桥、控制逻辑和滤波电路等

部分组成，而 MCU 作为逆变器主控制芯片，在控制逻辑

电路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例如，通过 MCU 集成的先

进模拟控制外设可实现更高的控制精度，在逆变器中实现

更低的延迟、更低的总谐波失真（THD）和更高的输出电

能质量 ；通过 MCU 集成功能还可缩减整个逆变控制电路

尺寸和减少外围器件使用量，从而降低系统 BOM 成本。

新技术在新能源应用领域持续发力，以增强工业级

通用 MCU 芯片等高效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不断提升电

图 3 为基于 N32 MCU 的 BMS 应用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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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能源管理效率，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添砖加瓦。推出的

N32G457 是一款具有高性能、高集成、高可靠等优势特

点的通用 MCU，在储能逆变器、充电桩、汽车 BMS 等产

品上得到广泛应用。

值此以 N32G457 芯片为应用典例作分析说明。下

图 4 是基于 N32G457 系列通用 MCU 实现的一个车载逆

变器应用方案结构为典例的框图。该逆变器将车载电瓶的

12VDC 转换为 220V 纯正弦波 AC 供负载设备使用，输

出功率可达 1200W。该车载逆变器具有启动速度快、转

换效率高，带负载适应性与稳定性强的特点，产品具备短路、

过载、过 / 欠电压、超温等保护功能，安全性能好。

5  光伏储能逆变器新趋势

作为新趋势光伏储能逆变器在家用储能系统也随着配

套起来，而家用储能系统其本架构见图 5 所示，其应用特

征有为 5 大功能模块。

图 4 是基于 N32G457 MCU 芯片实现的一个

车载逆变器应用方案结构框图

4  N32G457 MCU 芯片在逆变器应用中的优势特

性

32 位高性能 ARM Cortex-M4 内核，运行主频高达

144MHz，144KB 的 SRAM 可实现逆变器高效控制算法

计算和处理 ；内置高性能模拟接口，4 个 12bit 5Msps 高

速 ADC 支持差分模式，4 个轨到轨运算放大器等，满足

电流电压采样和检测的高速 A/D 转换需要 ；通讯接口丰

富，芯片配置了 7 个串口，3 个 SPI 接口，4 个 I2C 接口，

2 个 CAN 总线接口等，丰富的主通讯接口能够适应与数

码管显示屏等各种不同设备的通信要求 ；高精度的定时器

资源，包含 2 个高级定时器，每个定时器有 4 个独立的通

道，其中 3 个通道支持 6 路互补 PWM 输出，最高控制精

度6.9nS，提供逆变器驱动电路需要的控制精度；高可靠性，

芯片 -40℃至 105℃的工作温度，在户外各种恶劣天气条

件下长期稳定工作 ；内置密码算法硬件加速引擎，实现硬

件级安全，保护用户核心知识产权。

图 5 所示为家用储能系统其本架构

5 大功能模块应用特征与各工作模式能量流动程式 ：

其一、Charge 模块 ：负责电池的充放电，以及接收

指令，实现能量分配 ；其二、BOOST 模块 ：负责追踪太

阳能面板的最大功率点 ；其三、INV 逆变模块 ：将直流电

转换为交流电输送出去 ；其四、市电电流采样模块 ：实时

采集市电电流信息，将电流信息反馈给主控板 ；其五、控

制模块 ：实现 Charge 模块、BOOST 模块以及 INV 逆变

模块之间的能量调度。具体工作模式能量流动如下 ：

Charge 模 块 太 阳 能 能 量 刚 好 与 家 用 负 载 平 衡 ；

BOOST 模块实现太阳能能量大于家用负载，其余能量绘

电池充电 ；INV 逆变模块太阳能能量大于家用负载和电池

充电，多余能量输送给电网 ；太阳能能量小于家用负载，

电池放电供给负载 ；太阳能能量和电池放电能量小于负载

功率，市电补偿所缺能量 ；晚上家用负载功率较小时，电

池释放能量供电 ；晚上家用负载功率较大时，电池释放能

量不足，市电补偿所缺能量。

6  后话

* 该电池管理系统解决方案和设计资源可助并克服设计

挑战，成功开发更加高效、持久且可靠的电池供电应用。它

面向消费、工业、汽车电子等领域研发新能源电池及电源管

理技术，是提高储能电池管理系统的可靠性的设计典例。

* 具有新技术的工业控制核心器件在工业领域获得广

泛应用。应该说上述 N32L406 与 N32G457 型芯片均属

于N32系列32位工业增强级MCU产品，并已在数字能源、

工业电器、工业机器人、工业打印机、智能楼宇、交通等

方面获得行业批量应用。目前，该技术正在与更多工业领

域伙伴携手，进一步赋能我国工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