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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系统的新举措为外环境设备供电

提升效率与可靠性 
New initiatives for photovoltaic systems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of power supply for outdoor equipment

吴康

摘 要：本文从太阳能光伏供电系统光伏供电管理器方案应用与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性管控两方面来实现并提升供电稳定

性、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增加能量转换效率的设计目标作研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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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the solar photovoltaic power supply system photovoltaic power supply manager 

scheme application and lithium ion battery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o achieve and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power supply, extend the battery life, increase th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the design objectives for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Keywords: lithium-ion battery， photovoltaic power supply manager， security control， conversion 

efficiency

前言

在双碳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储能并直接参与储

能系统设计，在电网和工业应用中需要大容量及高压储能

系统。而新兴的户外电源、UPS 备用电源及家庭储能户外

电源等也需要考虑电池管理及多种输入输出结构。而光伏

供电是户外仪器设备最主流的能源方式之一，太阳能板和

蓄电池的监测控制分别都需要专业性设计，需要大量的锂

电池管理与光伏供电管理器方案，以能够提升供电稳定性、

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增加能量转换效率。

众所周知，光伏发电系统是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的发

电系统，利用的是光生伏特效应。它的主要部件是太阳能

电池、锂离子蓄电池、控制器和逆变器。因光伏供电是一

个完整的电路系统，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锂离子蓄电池、

管理器等部分，如下图 1 所示。

值此本文从太阳能光伏供电系统光伏供电管理器方案

应用与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性管控两方面来实现并提升供电

稳定性、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增加能量转换效率的设计目

标作研讨分析。

1  对太阳能照明系统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性的管

控

1.1  应用与挑战

锂离子蓄电池具有电压高、比能量高及优良的循环寿

命，安全无污染，被称为绿色电源。其密度约为铅蓄电池

的 3 倍、镍镉电池的 2 倍、镍氢电池的 1.5~2 倍。因而锂

离子蓄电池应用日益广泛，其典的是在太阳能路灯照明系

统之中。

真因为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的使用具有很多明显的优

势，相应的安全性问题也更加突出，这是因为以锂为基础

原料的电池部是很活跃的，任何不当的使用都可能带来灾

难性的影响。而其中掌握好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的应用特

性是一个重要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对锂离子／聚合物电池

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处理，从而保证产太阳电

池在使用中的安全可靠。而涉及安全可靠性的有围绕锂离

子电池的保护、充电策略及其和温度的关系、充电定时器、

路径管理、端口的过压、过流保护、线性充电与开关式充电、图 1 所示光伏供电是一个完整的电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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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源适配器的检测和适应、状态指示、电池容量的测量

及其解决方案、充电器件的测试模式等多种相关技术问题。

为此从应用的角度出发仅先以离子电池的保护、充电

策略及其和温度的关系和路径管理三个问题的技术与应用

特性及实现方法的管控作分析研讨。

1.2  锂离子电池的保护

锂离子电池在使用中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它不会被过度

充电和放电，这两种行为对它的伤害者都是不可修复的，甚

至可能还是危险的，因为它的内部材料被破坏了，那将什

么问题都有可能表现出来。因此使用中首先要做的就是要

给它加上保护电路，确保过度的行为不会发生。值此可应

用 RT9541 和 RT9545 二种 IC 对锂离子电池保护作保护。

该 IC 都具有实现过流、过压保护和过充、过放保护之功能。

其图 2 是 RT9545 作为锂离子电池的保护的应用电路图。

因为电池本身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

* 充电策略很重要  在此可通过图 2(b)—种容量约为

950mAh 的锂离子电池的容量和循环寿命与充电截止电压

之间的关系来作说明。

图 2(a) 是 RT9545 作为锂离子电池的保护的应用电路图

* 保护功能的实现   通常的应用中，保护 IC 这部分电

路是和电池一起放在电池包里的，用户能够看到的仅仅是

+、- 两个电极。图 2(a) 电路中 Q1 和 Q2 既是用于实现放

电和充电时的保护开关 ( 由于存在寄生二极管的缘故，没

有办法只使用一只管子实现双向的保护，除非使用可双向

关断的其他器件 )，也是过流检测组件。当 IC 在开关两端

检测到过大的电压降时，就会强制 MOSFET 进入截止状

态，从而关闭流过电池的电流，达到保护电池的目的。由

于电流检测是通过对 MOSFET 两端之间的电压差来实现

的，MOSFET 的导通电阻就会成为一个关键参数，这是

设计者需要注意的重点。

对过压状态和欠压状态的检测是通过对 VDD 和 VSS

之间电压的检测来完成的，大部分的锂离子电池会选择

4.35V 和 2.5V 作为过充保护电压和过放保护电压，并会

图 2(b) 为锂离子电池的容量和循环寿命与

充电截止电压之间的关系

从图 2(b) 中可以看到如果仅仅靠锂离子电池保护 IC

所提供的 4.35V 作为充电截止电压，那么它的初始容量是

比较高的，但循环寿命是极短的，而且容量下降速度也是

极快的。那么不同的充电电流对锂离子电池的容量和寿命

有什么影响呢？

从图 2(c) 可知 : 对 900mAh 的锂离子电池以 1.0C

的速率进行充电，500 个循环后的容量大约为 780mAh ；

但若以 2.0C 的速率进行充电，500 个循环后的容量大约

为 500mAh。从几条曲线的趋势来看，我们可以认为随着

充电速率的增大，其容性衰减的速度是以指数特性递增的。

通过这些实测的数据，我们应当知道，我们需要使用正确

的策略来使用锂离子电池，而充电策略就是所有策略中最

重要的。

图 2(c) 为锂离子电池的容量、循环寿命和放电电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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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充电速度和温度的关系

* 充电速度不易太快   在充电的过程中，在充电器施

加的外电场作用下，Li+ 从正极中脱出进入电解液并向负

极移动，依次进入石墨组成的负极，在那儿形成 LiC 化合

物。如果充电速度过快，会使得 Li+ 来不及进入负极栅格，

在负极附近的电解液中就会聚集 Li+，这些靠近负极的 Li+

很可能从负极俘获一个电子成为金属 Li。持续的金属锂生

成会在负极附近堆积、长大成树枝状的晶体，俗称枝晶。

另一种情形，随着负极的充满程度越来越高，LiC 晶格留

下的空格越来越少，从正极移动过来的 Li+ 找到空格做的

机会就越来越小，所需时间就越来越长，如果充电速度不

变的话，一样可能在负极表面形成局部的 Li+ 堆积，因此

在充电的后半段必须逐步缩小充电电流。树枝状的晶体的

长大最终会刺破正负级之间的隔膜，形成短路。可以想象，

充电的速度越快越危险，充电终止的电压越高也越危险，

充电的时间越长也越危险。如果你不能想象电池内部发生

的状况，请把这个电池想象成肥皂泡，你往肥皂泡中吹入

气体的过程就相当于给电池充电的过程，如果你欢得太快，

肥皂水形成的水膜扩张速度赶不上气体吹入的速度时，肥

皂泡就很容易破裂了。

* 锂离子电池温度充电操作的影响

先从锂离子电池进行充电时的三阶段策略述起。如今

业界已经形成了对锂离子电池进行充电时的三阶段策略 ：

预充电、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预充电的意义是要对电池

状态进行调整，使之进入可以进行大电流快速充电的状态；

恒流充电的作用是将电能快速地储存到电池中 ：恒压充电

阶段则是最后的调整阶段，它使电池的容量最大化，但其

进行过程是完全依照电池自身的需要进行的，不像恒流充

电阶段那样对电池有强大的外来压力 ( 电场力 )。任何违背

电池本身特性的行为，尤其是超过电池接受能力的过大电

流或是超过电池过充电压的操作都会对电池的寿命带来无

法挽回的影响，所以任何完善的充电管理方案都必须按照

严格的规范来进行设计。

前面提到的 RT9503A 是具有路径管理功能的一个例

子，但它的功能相对简单 ：当外部电源接入时，由此电源

同时给充电部分和系统部分供电 ( 这要外部电源要有足够

的负载能力 ) ；当外部电源撤离时，自动切换到由电池为

系统供电的状态。这种方式存在一个缺陷 ：在外部电源接

入和撤离的瞬间，供给系统的电压会有比较大的跳变，这

种跳变对于负载部分使用的稳压器件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

它也可能输出一个比较大的跳变，对于某些系统来说，这

可能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特性。

1.4  锂离子蓄电池应用

应该说对太阳能供电系统个中锂离子蓄电池应用涉及

安全性的管控的技术、方法与芯片有多种，在此仅着重从

锂离子电池的保护角度出发对三个问题作研讨，除此以外

还有从锂离子蓄电池应用系统的接口等多种测试技术。

由此需要指出的是，对目前在室外长期部署的智能化

仪器设备中无论是锂离子蓄电池还是仍然以铅酸免维护蓄

电池为主铅酸蓄电池的充电过程，均需要有规律地进行控

制，才能够尽量延长其使用寿命。

2  光伏供电管理器安全方案的实施

2.1  光伏供电系统应具有最大功率点跟踪 (MPPT) 的

缺陷

缺陷的引发  传统光伏供电系统虽然结构简单，但每

个部件的运行控制都有技术难点。对于太阳能光伏板，其

主要成分是特殊处理的单晶或多晶硅，对于光伏板的输出

伏安特性曲线，其输出功率与光照强度直接相关，且具有

一个最大值，因此它并非是单一的恒压源或恒流源。当光

照强度足够时，其输出电流的增大基本不影响电压幅值 ；

当光照较弱时，其输出电流的变化会显著影响输出电压。

这就是说随着光照强度变化，功率峰值点会发生偏移，这

就要求管理器能够判定并主动调节到这个工作点位，这个

技术被称为最大功率点跟踪 (MPPT)。如何克服可应用以

下二大方案，即太阳能发电自动光源跟踪系统准确定位与

跟踪及光伏供电管理器安全方案。

2.2  太阳能发电自动光源跟踪系统重要的是准确定

位与跟踪

众所周知，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太阳能，必须应用太

阳发电自动光源跟踪系统来判断不同方向的阳光强度，不

断调整至最佳方位，以便太阳能电池面向最强的阳光。其

太阳发电自动光源跟踪系统凭借多轴运动控制系统，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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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可知，由于太阳发电自动光源跟踪系统安装在

户外强光直射地区，为此对系统设备要求很高，可概括有

三点 ：第一、系统需要一个功能强大的数据采集模块，测

量来自不同发射器的电压 ；第二、能支持宽温度范围下工

作。以便使系统能够在严苛恶劣的环境中可靠运行 ；第三、

具有可靠的控制器实现对伺服电机精确控制，这是太阳能

发电系统获得最强烈的阳光的重要支撑。

2.3  光伏供电管理器方案设计思想

由上问题还必须应有光伏供电系统中管理器方案才能

弥补或克服光伏供电系统中的的缺陷。以实现光伏供电管

理器来显著提高系统能量利用效率和持续使用寿命的目的。    

 * 那么什么是具备高集成性与智能化的管理器模块方

案呐？ 即就是将智能型模块在光伏供电系统中应用。该智

能型模块具有如下功能特点 ：兼容最高 36V 太阳能电池

板 ；支持最高 33.6V 的（值此以蓄电池为例）；最大充电

电流 3.2A，充电效率 95% 以上 ；自动切换负载供电来源 

( 光伏板或蓄电池 ) ；支持 MPPT 提高太阳能光效 ；电池健

康分析预警功能 ；系统运行状态与异常报警的可视化输出。

图 4 为核心的智能型模块功能模块就是光伏供电系统中的

管理器。并可与锂离子蓄电池或铅酸免维护蓄电池共建系

统。由于其高度集成性的特点，外设几乎可以直接连接该

管理器模块。

图 3 为太阳能阳发电自动光源跟踪系统架构图
* 该模块集成了自动路径管理功能 , 如图 5 所示。

调整太阳能电池板，达到最佳的角度和位置，获得最强烈

的阳光。图 3 为太阳能阳发电自动光源跟踪系统架构图。

图 4 为太阳光伏供电系统中的智能型模块（管理器）

与蓄电池架构框图

图 5 所示模块集成了自动路径管理功能

太阳能光伏板能够在蓄电池充电的同时，给负载进行

供电，因此可以理解为，负载能源是优先来源于光伏板，

这样做可以避免蓄电池 “边充边放” 的情况，延长电池使

用寿命 ；当光伏板不足以支撑充电要求功率时，管理器会

将负载自动切换至蓄电池供电路径。对于切换的时机，管

理器需要综合考虑负载需求电流、光伏板输出的电压电流、

以及充电最低启动门限等，这是一个动态而综合的决策过

程。

* 应用智能型模块（管理器）与蓄电池配备组态显示

屏结构 

通过功能模块上的微控制器（MCU）可控制其显示内

容。在该结构板中，显示屏能展示光伏板的输出电压电流，

蓄电池的实时电压电流，输出至负载电压，电池阻抗、板

上温度，以及各种工作状态与报警信息等。全面的输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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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帮助我们掌握光伏供电系统各部分的工作状态，监测其

稳定性、电能效率和寿命情况等。 

* 需要说明的是在光伏板的接入处，应增加了对地的

150uF 电容与 2.5 欧姆电阻的串联电路，这主要是用于对

光伏板进行阻抗匹配，充分发挥管理器模块的 MPPT 功能。

对于配套的显示屏幕，用户也可以使用 MCU 或其他

终端形式替代，智能型模块模块的信息输出采用的是 TTL

串口形式。使用的是 HMI 串口显示屏，其内置了显示控制

单元，在进行系统设计时也需要考虑显示控制功能。显示

屏的供电是取自光伏供电系统的负载端，通过 DC-DC 降

压，并串联了开关以适时关闭屏幕节省电能。

供电，因此可以理解为，负载能源是优先来源于光伏板，这

样做可以避免蓄电池 “边充边放” 的情况，延长电池使用寿

命 ；当光伏板不足以支撑充电要求功率时，管理器会将负载

自动切换至蓄电池供电路径。对于切换的时机，管理器需要

综合考虑负载需求电流、光伏板输出的电压电流、以及充电

最低启动门限等，这是一个动态而综合的决策过程。

本模块具备高集成度、智能化强、使用便捷的特点，

特别适合用于设计室外环境供电的仪器设备，是智能化设备

改造的典例。因为该模块可以自动管理光伏板的能量分配路

径、控制电池充电，并支持 MPPT。由此促使光伏供电系统

的能量转换效率高、电池使用寿命长，并且能实时监测到系

统各部位的运行状态和异常报警。应该说如今国内外智能型

光伏供电系统管理器模块有多种，如 MCUM4162-SLR 型

是典例，值此可本方案的光伏供电系统的能量转换效率高、

电池使用寿命长，并且能实时监测到系统各部位的运行状态

和异常报警用于本方案的设计之中。

3  后话

由上《光伏系统的新举措为外环境设备供电提升效率

与可靠性》研讨分析可知，从大环境来看，虽然疫情的影响

和消费电子芯片的需求疲软放缓了行业增速，但新能源、光

伏储能、5G 物联网等增量市场的发展仍在推动国产芯片不

断创新突破和本地化供应链的完善。

图 6 模块的自动路径管理功能

此外，该模块集成了自动路径管理功能。如上图 ( 图 6)

所示，太阳能光伏板能够在蓄电池充电的同时，给负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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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报告 ：

关于户外电缆式开合式电流互感器准确级受温度影响测试结果。

根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台区智能融合终

端建设的指导意见》显示，国网设备部组织编制了台区智能

融合终端建设指导意见，从 2019 年至今，台区智能融合终

端每年以数十万台的数量上线。为了保证台区智能融合终端

的安装及后期能够稳定的使用，实现配电网“可测、可观、

可控”的目标，那首先要做到“可测”，有效的“可测”必须

要有优秀的互感器为其配套，什么是优秀的互感器？总结起

来互感器应该兼具三点 ：1）、适应不同环境 ；2）、易于安装

操作 ；3）、较高的准确度等级三大方面的能力，有了这三方

面的能力才能真正做到为台区智能融合终端进行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