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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应用于动力电池的主动

型混合均衡电路。本发明包括底层基于多绕组能

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和上层基于多变压

器的主动均衡电路。底层电路包括多个多绕组均

衡器，每个多绕组均衡器包括多个单绕组均衡

器，部分为正向绕组均衡器，部分为反向绕组均

衡器。上层电路包括多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

每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包括一个原边侧电路

和一个副边侧电路。多个原边侧电路并联，正极

接第一个多绕组均衡器的正极，负极接最后一个

多绕组均衡器的负极。多个副边侧电路串联，每

个副边侧电路接对应的单绕组均衡器。本发明实

现了两层主动均衡器之间的混合工作模式，加快

了均衡速度与均衡效率，更具灵活性，可应用于

较大规模的电池供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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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于动力电池的主动型混合均衡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层基于多绕组能

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和上层基于多变压器的主动均衡电路；

所述的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包括m个多绕组均衡器，每个多

绕组均衡器包括n个单绕组均衡器，其中k个为正向绕组均衡器，另外n-k个为反向绕组均衡

器；

所述的正向绕组均衡器包括两个NMOS管和一个变压器正向绕组，第一NMOS管Q1的源极

接第二NMOS管Q2的源极，第二NMOS管Q2的漏极接变压器正向绕组的异名端，第一NMOS管Q1的

漏极作为电池负极接入端，变压器正向绕组的同名端作为电池正极接入端；

所述的反向绕组均衡器包括两个NMOS管和一个变压器反向绕组，第三NMOS管Q3的源极

接第四NMOS管Q4的源极，第三NMOS管Q3的漏极接变压器反向绕组的同名端，第四NMOS管Q4的

漏极作为电池负极接入端，变压器反向绕组的异名端作为电池正极接入端；

每个多绕组均衡器中，第一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正极接入端作为该多绕组均衡器

的正极接入端，电池负极接入端接第二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正极接入端，依此将k个正

向绕组均衡器串联；每个多绕组均衡器中，最后一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负极接入端作

为该多绕组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电池正极接入端接前一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负极接

入端，依此将n-k个反向绕组均衡器串联；最后一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负极接入端接第

一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正极接入端，将一个多绕组均衡器中的n个单绕组均衡器串联；

所述的上层基于多变压器的主动均衡电路，包括m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每个双向反

激变换均衡器包括一个原边侧电路和一个副边侧电路；

所述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原边侧电路包括两个NMOS管和一个变压器的原边侧绕

组，第五NMOS管Q5的源极接第六NMOS管Q6的源极，第六NMOS管Q6的漏极接变压器的原边侧绕

组的异名端，第五NMOS管Q5的漏极作为该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全部电池负极接入端，变

压器的原边侧绕组的同名端作为该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全部电池正极接入端；

所述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副边侧电路包括两个NMOS管和一个变压器的副边侧绕

组，第七NMOS管Q7的源极接第八NMOS管Q8的源极，第七NMOS管Q7的漏极接变压器的副边侧绕

组的同名端，第八NMOS管Q8的漏极作为该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变压器的副

边侧绕组的异名端作为该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正极接入端；

第一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接第二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正极接入

端，依此将m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副边侧电路串联；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的主

动均衡电路中每个多绕组均衡器的正极接入端与对应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正极接入端

连接，每个多绕组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与对应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负极接入端连接；所

有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全部电池正极接入端连接后，与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

的主动均衡电路中的第一个多绕组均衡器的正极接入端连接；所有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

的全部电池负极接入端连接后，与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中的最后

一个多绕组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连接，将m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原边侧电路并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动力电池的主动型混合均衡电路，其特征在于：每个

多绕组均衡器中的k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变压器正向绕组，与n-k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变压

器反向绕组共用同一磁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动力电池的主动型混合均衡电路，其特征在于：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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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反激变换器的原边侧绕组和副边侧绕组共用一个磁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动力电池的主动型混合均衡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中的多绕组均衡器采用基于多绕组的能

量直接传递的双向DC/DC变换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动力电池的主动型混合均衡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上层基于多变压器的主动均衡电路中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采用基于反激变换器的双

向DC/DC电路。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用于动力电池的主动型混合均衡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和上层基于多变压器的主动均衡电路中

都设有PWM调制脉冲输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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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用于动力电池的主动型混合均衡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池管理技术领域，涉及到电路与系统控制技术，特别是涉及到一种

应用于动力电池的主动型混合均衡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与动力源泉，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占据着

重要位置。由于电池在生产制造以及使用过程中的差异，电池组中的单体电池之间存在着

不一致性。这些不一致必然会导致电池包的可用容量的损失，最终造成寿命下降，甚至造成

安全隐患。数据显示，单体电池的容量有百分之二十的差异，电池包会有百分之四十的容量

损失。因此，需要一个功能完善的电池管理系统，确保动力电池组的安全性以及延长其使用

寿命。

[0003] 目前，电池均衡技术对锂电池的性能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主流的电池均衡

方案主要有被动均衡和主动均衡。其中，主动均衡的实现原理是将串联电池组中能量较高

的单体电池的能量转移到容量较低的单体电池中。这种电路一般通过特殊的电容、电感或

变压器的组合电路实现，根据实现原理的不同方案对应的主动均衡电路也大相庭径，但是

普遍结构都比较复杂，因此在应用于较大规模的电池组的情况下实现比较困难。因为主动

均衡中各个串联电池单元的电量都各有升降变化，原来的算法策略控制难度也变得更大。

又因为这种均衡方式并不是简单的消耗掉高电量的单体电池的能量，而是将高于平均电量

的部分转移到低于平均电量的电池单体，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能量的损耗，故也称无损均衡，

是当前领域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对传统的DC-DC拓扑进行改良，提出了一种能够加快

电池组能量均衡的速度，提高能量均衡的效率，最终使电池单体之间的不一致性保持在合

理范围内的一种应用于动力电池的主动型混合均衡电路。

[0005] 本发明包括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和上层基于多变压器

的主动均衡电路。

[0006] 所述的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包括m个多绕组均衡器，每

个多绕组均衡器包括n个单绕组均衡器，其中k个为正向绕组均衡器，另外n-k个为反向绕组

均衡器。

[0007] 所述的正向绕组均衡器包括两个NMOS管和一个变压器正向绕组，第一NMOS管Q1的

源极接第二NMOS管Q2的源极，第二NMOS管Q2的漏极接变压器正向绕组的异名端，第一NMOS管

Q1的漏极作为电池负极接入端，变压器正向绕组的同名端作为电池正极接入端。

[0008] 所述的反向绕组均衡器包括两个NMOS管和一个变压器反向绕组，第三NMOS管Q3的

源极接第四NMOS管Q4的源极，第三NMOS管Q3的漏极接变压器反向绕组的同名端，第四NMOS管

Q4的漏极作为电池负极接入端，变压器反向绕组的异名端作为电池正极接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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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n个单绕组均衡器的变压器正向绕组或变压器反向绕组共用同一磁芯。

[0010] 每个多绕组均衡器中，第一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正极接入端作为该多绕组均

衡器的正极接入端，电池负极接入端接第二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正极接入端，依此将k

个正向绕组均衡器串联。每个多绕组均衡器中，最后一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负极接入

端作为该多绕组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电池正极接入端接前一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负

极接入端，依此将n-k个反向绕组均衡器串联。最后一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负极接入端

接第一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正极接入端，将一个多绕组均衡器中的n个单绕组均衡器

串联。

[0011] 所述的上层基于多变压器的主动均衡电路，包括m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每个双

向反激变换均衡器包括一个原边侧电路和一个副边侧电路。

[0012] 所述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原边侧电路包括两个NMOS管和一个变压器的原边

侧绕组，第五NMOS管Q5的源极接第六NMOS管Q6的源极，第六NMOS管Q6的漏极接变压器的原边

侧绕组的异名端，第五NMOS管Q5的漏极作为该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全部电池负极接入

端，变压器的原边侧绕组的同名端作为该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全部电池正极接入端。

[0013] 所述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副边侧电路包括两个NMOS管和一个变压器的副边

侧绕组，第七NMOS管Q7的源极接第八NMOS管Q8的源极，第七NMOS管Q7的漏极接变压器的副边

侧绕组的同名端，第八NMOS管Q8的漏极作为该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变压器

的副边侧绕组的异名端作为该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正极接入端。

[0014] 每个双向反激变换器的原边侧绕组和副边侧绕组共用一个磁芯。

[0015] 第一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接第二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正极

接入端，依此将m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副边侧电路串联；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

的主动均衡电路中每个多绕组均衡器的正极接入端与对应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正极接

入端连接，每个多绕组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与对应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负极接入端连

接；所有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全部电池正极接入端连接后，与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

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中的第一个多绕组均衡器的正极接入端连接；所有的双向反激变换

均衡器的全部电池负极接入端连接后，与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中

的最后一个多绕组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连接，将m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原边侧电路并

联。

[0016] 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中的多绕组均衡器采用基于多绕

组的能量直接传递的双向DC/DC变换器，上层基于多变压器的主动均衡电路中的双向反激

变换均衡器采用基于反激变换器的双向DC/DC电路，两级均衡单元中都设有PWM调制脉冲输

出模块。

[0017] 本发明采用了多层次结合的均衡电路，实现了两层主动均衡器之间的混合工作模

式。由于采用多层次混合模式的设计，因此可以在单体电池数目规模比较大的系统上实现，

另一方面因为不同层次可以同时进行均衡，因此大大加快了均衡速度。上层的双向反激变

换器，可以在较大的均衡功率下完成二级电池组之间的均衡；下层能量直接传递的拓扑，可

以更加灵活地实现单体电池之间的能量转移。总体来说本发明可以极大地提高电池均衡的

均衡速度与均衡效率，更加具备灵活性，而且可以在较大规模的电池供电系统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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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所描述的实例仅仅是一部分具体

实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

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如图1所示，一种应用于动力电池的主动型混合均衡电路，包括上层基于多变压器

的主动均衡电路、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

[0021] 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包括m个多绕组均衡器，每个多绕

组均衡器包括n个单绕组均衡器，其中k个为正向绕组均衡器，另外n-k个为反向绕组均衡

器。

[0022] 每个正向绕组均衡器包括两个NMOS管和一个变压器正向绕组，第一NMOS管Q1的源

极接第二NMOS管Q2的源极，第二NMOS管Q2的漏极接变压器正向绕组的异名端，第一NMOS管Q1

的漏极作为电池负极接入端，变压器正向绕组的同名端作为电池正极接入端。

[0023] 图中，第一个多绕组均衡器中k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NMOS管分别为Q1-11、Q2-11，

Q1-12、Q2-12，…Q1-1k、Q2-1k，对应的变压器正向绕组分别为L11，L12，…，L1k；第二个多绕组均衡

器中k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NMOS管分别为Q1-21、Q2-21，Q1-22、Q2-22，…，Q1-2k、Q2-2k，对应的变压

器正向绕组分别为L21，L22，…，L2k；…；第m个多绕组均衡器中k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NMOS分

别为Q1-m1、Q2-m1，Q1-m2、Q2-m2，…，Q1-mk、Q2-mk，对应的变压器正向绕组分别为Lm1，Lm2，…，Lmk。

[0024] 每个反向绕组均衡器包括两个NMOS管和一个变压器反向绕组，第三NMOS管Q3的源

极接第四NMOS管Q4的源极，第三NMOS管Q3的漏极接变压器反向绕组的同名端，第四NMOS管Q4

的漏极作为电池负极接入端，变压器反向绕组的异名端作为电池正极接入端。

[0025] 图中，第一个多绕组均衡器中n-k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NMOS管分别为Q3-1(k+1)、

Q4-1(k+1)，…，Q3-1(n-1)、Q4-1(n-1)，Q3-1n、Q4-1n，对应的变压器反向绕组分别为L1(k+1)，…，L1(n-1)，

L1n；第二个多绕组均衡器中n-k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NMOS管分别为Q3-2(k+1)、Q4-2(k+1)，…，

Q3-2(n-1)、Q4-2(n-1)，Q3-2nQ4-2n，对应的变压器反向绕组分别为L2(k+1)，…，L2(n-1)，L2n；…；第m个多

绕组均衡器中n-k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NMOS管分别为Q3-m(k+1)Q4-m(k+1)，…，Q3-m(n-1)Q4-m(n-1)，

Q3-mnQ4-mn，变压器反向绕组分别为Lm(k+1)，…，Lm(n-1)，Lmn。

[0026] n个单绕组均衡器的变压器正向绕组或变压器反向绕组共用同一磁芯。

[0027] 每个多绕组均衡器中，第一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正极接入端作为该多绕组均

衡器的正极接入端，电池负极接入端接第二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正极接入端，依此将k

个正向绕组均衡器串联。每个多绕组均衡器中，最后一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负极接入

端作为该多绕组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电池正极接入端接前一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负

极接入端，依此将n-k个反向绕组均衡器串联。最后一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负极接入端

接第一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正极接入端，将一个多绕组均衡器中的n个单绕组均衡器

串联。

[0028] 上层基于多变压器的主动均衡电路，包括m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每个双向反激

变换均衡器包括一个原边侧电路和一个副边侧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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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每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原边侧电路包括两个NMOS管和一个变压器的原边侧

绕组，第五NMOS管Q5的源极接第六NMOS管Q6的源极，第六NMOS管Q6的漏极接变压器的原边侧

绕组的异名端，第五NMOS管Q5的漏极作为该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全部电池负极接入端，

变压器的原边侧绕组的同名端作为该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全部电池正极接入端。

[0030] 图中，第一个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原边侧电路中的NMOS管分别为Q5-1和Q6-1，变压器

原边侧绕组为L1-1；第二个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原边侧电路中的NMOS管分别为Q5-2和Q6-2，变压

器原边侧绕组为L2-1；…；第m个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原边侧电路中的NMOS管分别为Q5-m和Q6-m，

变压器原边侧绕组分别Lm-1。

[0031] 每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副边侧电路包括两个NMOS管和一个变压器的副边侧

绕组，第七NMOS管Q7的源极接第八NMOS管Q8的源极，第七NMOS管Q7的漏极接变压器的副边侧

绕组的同名端，第八NMOS管Q8的漏极作为该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变压器的

副边侧绕组的异名端作为该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正极接入端。

[0032] 图中，第一个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副边侧电路中的NMOS管分别为Q7-1和Q8-1，变压器

副边侧绕组为L1-2；第二个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副边侧电路中的NMOS管分别为Q7-2和Q8-2，变压

器副边侧绕组为L2-2；…；第m个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副边侧电路中的NMOS管分别为Q7-m和Q8-m，

变压器副边侧绕组分别Lm-2。每个双向反激变换器原边侧绕组和副边侧绕组共用一个磁芯。

[0033] 第一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接第二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正极

接入端，依此将m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副边侧电路串联；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

的主动均衡电路中每个多绕组均衡器的正极接入端与对应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正极接

入端连接，每个多绕组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与对应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负极接入端连

接；所有的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全部电池正极接入端连接后，与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

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中的第一个多绕组均衡器的正极接入端连接；所有的双向反激变换

均衡器的全部电池负极接入端连接后，与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中

的最后一个多绕组均衡器的负极接入端连接，将m个双向反激变换均衡器的原边侧电路并

联。

[0034] 底层基于多绕组能量直接转移的主动均衡电路中的多绕组均衡器采用基于多绕

组的能量直接传递的双向DC/DC变换器，上层基于多变压器的主动均衡电路中的双向反激

变换均衡器采用基于反激变换器的双向DC/DC电路，两级均衡单元中都设有PWM调制脉冲输

出模块。

[0035] 工作中，将串联的动力电池分为m个锂电池组，每个锂电池组为串联的n节锂电池。

每个锂电池组对应一个多绕组均衡器，一个锂电池组中的k节锂电池正负极，分别与该多绕

组均衡器中对应的k个正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正、负极接入端连接。另外的n-k节锂电池正

负极，分别与该多绕组均衡器中对应的n-k个反向绕组均衡器的电池正、负极接入端连接。

这样，串联的m×n节锂电池(第一组锂电池为B11,B12,···,B1k,B1(k+1) ,···,B1(n-1) ,B1n；

第二组锂电池为B21 ,B22 ,···,B2k ,B2(k+1) ,···,B2(n-1) ,B2n；第三组锂电池为B31 ,

B32 ,···,B3k ,B3(k+1) ,···,B3(n-1) ,B3n；…；第m组锂电池为Bm1 ,Bm2 ,···,Bmk ,

Bm(k+1) ,···,Bm(n-1) ,Bmn)全部接入该电路。

[0036] 电路中每个锂电池组使用一个MCU控制器，MCU通过内部自带的PWM模块产生控制

信号，然后通过MOS驱动电路控制Q1-11、Q2-11、Q1-12、Q2-12…、Q3-1(n-1)、Q4-1(n-1)、…、Q1-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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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m1、…、Q3-mn、Q4-mn的开关状态，进而控制每个锂电池组内底层主动均衡的均衡状态。

[0037] 该电路可以实现多级均衡电路的混合模式均衡。当锂电池组之间能量差异比较大

的时候，由MCU产生控制信号来控制最上层的主动均衡器工作，通过控制MOS的开关使得能

量由高电量的锂电池组转移到全部电池组成的电池组中，或者使能量由全部电池组成的电

池组转移到低电量的锂电池组中，能量的转移通过反激变换来实现，通过控制MOS管的导通

时间可以控制均衡电流的大小。当锂电池组内部电池单体之间电量差异较大的时候，通过

控制底层的主动均衡器的工作状态，可以使能量高的电池单体直接转移能量给能量较低的

能量单体，如果目标电池与源电池所连接的的底层单绕组均衡器中的变压器绕组的连接方

向相反，即一个对应的均衡器为正向绕组均衡另一个对应的均衡器为反向均衡器，能量通

过反激变换实现在两者之间的转移；如果目标电池与源电池所连接的的底层单绕组均衡器

中的变压器绕组的连接方式相同，即在两个电池单体对应的均衡器都为正向绕组均衡器或

者反向绕组均衡器，则通过正激变换或者两次反激变换实现能量的转移。最终，通过两层主

动均衡电路的协同工作，在保证均衡效率与均衡速度的前提下，达到整个电池组内部的所

有电池的剩余能量相同的目标。

[0038] 该电路通过将电池组划分层次，分而治之的均衡模式，突破了原有主动均衡电路

过于庞大，在大规模的电池组中难以实现的限制，并且大大加快了电池均衡的速度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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