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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电池管理系统以及电池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电池管理系统以及

电池包，所述电池管理系统，包括：至少两个模拟

前端芯片，所述模拟前端芯片用以采集电池的输

出电压、输出电流或者工作温度；以及控制单元，

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所述模拟前端芯片上电、下

电；当任意模拟前端芯片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

后，该模拟前端芯片直接或间接为所述控制单元

供电以使得所述控制单元工作，此时所述控制单

元发送下电信号给该模拟前端芯片，以使得该模

拟前端芯片下电。相较于现有技术，电池管理系

统能够及时向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的模拟前端

芯片发送下电信号，从而使得被外部干扰信号唤

醒的模拟前端芯片可以正常下电，避免因被外部

干扰信号唤醒的模拟前端芯片无法下电而致使

电芯出现过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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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池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至少两个模拟前端芯片，所述模拟前端芯片用以采集电池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或者

工作温度；以及

控制单元，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所述模拟前端芯片上电、下电；

当任意模拟前端芯片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后，该模拟前端芯片直接或间接为所述控制

单元供电以使得所述控制单元工作，此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下电信号给该模拟前端芯片，

以使得该模拟前端芯片下电。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两个模拟前端芯片包括一

个初级模拟前端芯片以及至少一个高级模拟前端芯片；当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被外部干

扰信号唤醒后，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直接或间接发送唤醒信号给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

以唤醒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然后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为所述控制单元供电以使得所

述控制单元工作；此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下电信号给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高级模拟前

端芯片，以使得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高级模拟前端芯片下电。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池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具有通信引脚；所述

模拟前端芯片具有与所述通信引脚相连接的TS引脚；所述控制单元通过所述通信引脚发送

唤醒信号给所述TS引脚，从而唤醒所述模拟前端芯片。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池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管理系统包括耦合唤醒电

路，所述模拟前端芯片具有3V3引脚以及TS引脚，所述控制单元具有VCC引脚；所述初级模拟

前端芯片的3V3引脚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的VCC引脚，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的3V3引脚通

过所述耦合唤醒电路连接至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的TS引脚。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池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前端芯片还包括GND引脚，

所述耦合唤醒电路包括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一电容以及第二电容；所述第一电阻的两端

分别连接至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的3V3引脚、GND引脚；所述第二电阻的两端分别连接至

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的TS引脚、GND引脚；所述第一电容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初级模拟

前端芯片的TS引脚、高级模拟前端芯片的3V3引脚；所述第二电容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初

级模拟前端芯片的GND引脚、高级模拟前端芯片的GND引脚。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管理系统还包括为所述控

制单元供电的LDO芯片；当任意模拟前端芯片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后，该模拟前端芯片发送

唤醒信号给所述LDO芯片，以使得所述LDO芯片为所述控制单元供电，从而使得所述控制单

元工作；此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下电信号给该模拟前端芯片，以使得该模拟前端芯片下

电。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池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具有通信引脚、EN引

脚，所述LDO芯片具有EN引脚；所述通信引脚连接至所述LDO芯片的EN引脚；所述控制单元的

EN引脚连接至所述模拟前端芯片的TS引脚。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池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前端芯片的3V3引脚通过

耦合唤醒电路连接至所述LDO芯片的EN引脚。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池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耦合唤醒电路包括第三电阻、

第四电阻、第三电容以及第四电容；所述第三电阻的两端分别连接至一个模拟前端芯片的

3V3引脚、GND引脚；所述第四电阻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LDO芯片的EN引脚、另一个模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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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芯片的GND引脚；所述第三电容的一端连接至所述第三电阻靠近3V3引脚的一端，另一端

连接至所述LDO的EN引脚；所述第四电容的一端连接至所述第三电阻靠近GND引脚的一端，

另一端连接至所述LDO的GND引脚；其余模拟前端芯片的3V3引脚连接至所述LDO芯片的EN引

脚。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池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余模拟前端芯片的3V3引脚与所

述LDO芯片的EN引脚之间还设置有二极管，以使得电流只能流入LDO芯片的EN引脚。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当所述控制单元发送下电信号前，

所述控制单元检测是否具有外设与电池连接；若没有，则所述控制单元发送下电信号给所

述模拟前端芯片，以使得所述模拟前端芯片下电。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电池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若没有外设与电池连接，则所述

控制单元等待一预设时间后，再发送下电信号给所述模拟前端芯片。

13.一种电池包，其特征在于，包括：

若干电池；以及

如权利要求1～12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电池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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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池管理系统以及电池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池管理系统以及具有该电池管理系统的电池包。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进步，便携式电动工具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作为其电力

来源的电池技术也不断发展。从环境保护和重复性使用方面考虑，二次电池的需求量日益

增长，而锂电池凭借其独特的优点，如能量密度高、使用寿命长、放电电压高和无记忆效应

等，成为便携式电动工具的理想电池。为了满足便携式电动工具对电压和容量的需求，可以

用锂电池组来供电。

[0003] 为了延长锂电池组的使用寿命，提高锂电池组使用的可靠性，需要利用电池管理

系统(BMS)对电池进行管理。所述电池管理系统通常使用模拟前端芯片(AFE)对电池进行采

样，以获取电池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工作温度等信息。当电芯串较多时，通常将多片模拟

前端芯片级联，从而完成多串电芯的采样。所述模拟前端芯片上电是通过TS引脚硬件信号

唤醒，其下电是控制单元(MCU)通过I2C芯片发送下电指令来完成的。当电池处于干扰严重

的环境中时，高串模拟前端芯片可能会被异常唤醒，而此时控制单元处于不工作状态，从而

使得该模拟前端芯片无法下电，进而使得高串电芯出现过放问题，甚至会使得整个电池包

报废。

[0004] 鉴于上述问题，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电池管理系统，以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池管理系统，该电池管理系统能够及时向被外

部干扰信号唤醒的模拟前端芯片发送下电信号，从而使得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的模拟前端

芯片可以正常下电，避免因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的模拟前端芯片无法下电而致使电芯出现

过放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电池管理系统，包括：至少两个模拟前端

芯片，所述模拟前端芯片用以采集电池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或者工作温度；以及控制单

元，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所述模拟前端芯片上电、下电；当任意模拟前端芯片被外部干扰信号

唤醒后，该模拟前端芯片直接或间接为所述控制单元供电以使得所述控制单元工作，此时

所述控制单元发送下电信号给该模拟前端芯片，以使得该模拟前端芯片下电。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至少两个模拟前端芯片包括一个初级模拟前

端芯片以及至少一个高级模拟前端芯片；当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

后，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直接或间接发送唤醒信号给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以唤醒所述

初级模拟前端芯片，然后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为所述控制单元供电以使得所述控制单元

工作；此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下电信号给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高级模拟前端芯片，以

使得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高级模拟前端芯片下电。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控制单元具有通信引脚；所述模拟前端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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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与所述通信引脚相连接的TS引脚；所述控制单元通过所述通信引脚发送唤醒信号给所

述TS引脚，从而唤醒所述模拟前端芯片。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电池管理系统包括耦合唤醒电路，所述模拟

前端芯片具有3V3引脚以及TS引脚，所述控制单元具有VCC引脚；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的

3V3引脚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的VCC引脚，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的3V3引脚通过所述耦合

唤醒电路连接至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的TS引脚。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模拟前端芯片还包括GND引脚，所述耦合唤醒

电路包括第一电阻、第二电阻、第一电容以及第二电容；所述第一电阻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

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的3V3引脚、GND引脚；所述第二电阻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初级模拟

前端芯片的TS引脚、GND引脚；所述第一电容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的TS

引脚、高级模拟前端芯片的3V3引脚；所述第二电容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

片的GND引脚、高级模拟前端芯片的GND引脚。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电池管理系统还包括为所述控制单元供电的

LDO芯片；当任意模拟前端芯片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后，该模拟前端芯片发送唤醒信号给所

述LDO芯片，以使得所述LDO芯片为所述控制单元供电，从而使得所述控制单元工作；此时，

所述控制单元发送下电信号给该模拟前端芯片，以使得该模拟前端芯片下电。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控制单元具有通信引脚、EN引脚，所述LDO芯

片具有EN引脚；所述通信引脚连接至所述LDO芯片的EN引脚；所述控制单元的EN引脚连接至

所述模拟前端芯片的TS引脚。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模拟前端芯片的3V3引脚通过耦合唤醒电路

连接至所述LDO芯片的EN引脚。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耦合唤醒电路包括第三电阻、第四电阻、第三

电容以及第四电容；所述第三电阻的两端分别连接至一个模拟前端芯片的3V3引脚、GND引

脚；所述第四电阻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LDO芯片的EN引脚、另一个模拟前端芯片的GND引

脚；所述第三电容的一端连接至所述第三电阻靠近3V3引脚的一端，另一端连接至所述LDO

的EN引脚；所述第四电容的一端连接至所述第三电阻靠近GND引脚的一端，另一端连接至所

述LDO的GND引脚；其余模拟前端芯片的3V3引脚连接至所述LDO芯片的EN引脚。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其余模拟前端芯片的3V3引脚与所述LDO芯片的EN

引脚之间还设置有二极管，以使得电流只能流入LDO芯片的EN引脚。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当所述控制单元发送下电信号前，所述控制单元

检测是否具有外设与电池连接；若没有，则所述控制单元发送下电信号给所述模拟前端芯

片，以使得所述模拟前端芯片下电。

[001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若没有外设与电池连接，则所述控制单元等待一

预设时间后，再发送下电信号给所述模拟前端芯片。

[0018] 本实用新型还揭示了一种电池包，包括若干电池以及前述电池管理系统。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电池管理系统能够及时向被外部干扰信号

唤醒的模拟前端芯片发送下电信号，从而使得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的模拟前端芯片可以正

常下电，避免因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的模拟前端芯片无法下电而致使电芯出现过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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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电池管理系统模块示意图。

[0021] 图2是第一实施例的耦合唤醒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例的电池管理系统模块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第三实施例的电池管理系统的模块示意图。

[0024] 图5是第三实施例的耦合唤醒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是本实用新型第四实施例的电池管理系统的模块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描述。

[0027] 本实用新型揭示了一种电池管理系统，包括至少两个模拟前端芯片(AFE)以及控

制单元。所述模拟前端芯片用以采集电池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或者工作温度。所述电池可

以是单个电芯，也可以是由多个电芯串联或并联形成的电芯串。所述控制单元用以控制所

述模拟前端芯片上电、下电。当任意一个所述模拟前端芯片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后，该模拟

前端芯片直接或间接为所述控制单元供电以使得所述控制单元工作。此时，所述控制单元

检测是否具有外设与电池连接。若没有，则所述控制单元发送下电信号给所述模拟前端芯

片，以使得所述模拟前端芯片下电，从而避免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的模拟前端芯片因无法

下电而致使电池出现过放的问题。优选地，若没有外设与电池连接，则所述控制单元等待一

预设时间后，再发送下电信号给所述模拟前端芯片。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

[0028] 请参阅图1以及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揭示了一种电池管理系统100，用以监控电池

70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或者工作温度。所述电池70包括第一电池71以及第二电池72。所述

电池管理系统100包括模拟前端芯片110、用以唤醒所述模拟前端芯片110的唤醒电路120、

控制单元130、I2C单元140、耦合唤醒电路150以及输出组件160。请参阅图1所示，所述模拟

前端芯片110用以检测所述电池70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或者工作温度。每一模拟前端芯片

110都包括TS引脚、SDA引脚、SCL引脚以及3V3引脚。所述模拟前端芯片110包括一个初级模

拟前端芯片111以及至少一个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用以检测

所述第一电池71，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用以检测所述第二电池72。在本实施例中，所

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的数量为1个，但是在其它实施例中，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的

数量可以依据所述电池70的数量而设。所述唤醒电路120包括与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

相配合的初级唤醒电路121以及与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相配合的高级唤醒电路122。

所述初级唤醒电路121、高级唤醒电路122都具有信号输出引脚、EN引脚。所述初级唤醒电路

121的信号输出引脚连接至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的TS引脚，其EN引脚通过所述耦合唤

醒电路150连接至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的3V3引脚。所述高级唤醒电路122的信号输出

引脚连接至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的TS引脚，其EN引脚连接至所述初级唤醒电路121的

EN引脚。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控制单元130是微控制单元(MCU)。所述微控制单元130与所述

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的SDA引脚、SCL引脚连接，以便与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进行通

信。所述微控制单元130还通过所述I2C单元140连接至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的SDA引

脚、SCL引脚，以便与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进行通信。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的3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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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脚连接至所述微控制单元130的VCC引脚，以为所述微控制单元130供电。所述耦合唤醒电

路150的一端连接至所述初级唤醒电路121的EN引脚，另一端连接至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

112的3V3引脚。请参阅图2所示，所述耦合唤醒电路150包括第一电阻151、第二电阻152、第

一电容153以及第二电容154。所述第一电阻151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

112的3V3引脚、GND引脚，所述第二电阻152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的

TS引脚、GND引脚。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二电阻152的一端连接至所述初级唤醒电路121的

EN引脚，从而通过所述初级唤醒电路121连接至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的TS引脚。所述

第一电容153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的TS引脚、高级模拟前端芯片

112的3V3引脚，所述第二电容154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的GND引脚、

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的GND引脚。请参阅图1所示，所述输出组件160包括第一正极端子

161、第一负极端子162、第二正极端子163、第二负极端子164以及通信端子165。所述第一正

极端子161、第一负极端子162连接至所述第一电池71的两端，所述第二正极端子163、第二

负极端子164连接至所述第二电池72的两端，从而便于所述第一电池71、第二电池72的电能

通过所述第一正极端子161、第一负极端子162、第二正极端子163、第二负极端子164输出。

所述通信端子165连接至所述微控制单元130的COM通信引脚。优选地，所述初级唤醒电路

121的EN引脚通过第一二极管D1连接至KEY端，并通过第二二极管D2连接至所述微控制单元

130的COM通信引脚。如此设置，便于微控制单元130通过COM通信引脚直接唤醒所述初级模

拟前端芯片111、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或者用户直接通过KEY唤醒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

111、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

[0029] 请参阅图1所示，当所述微控制单元130不工作且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被外

部干扰信号唤醒后，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的3V3引脚为所述微控制单元130供电，从而

使得所述微控制单元130可以正常工作。此时，所述微控制单元130检测是否有外设连接至

所述输入组件160。若没有，则所述微控制单元130发送下电信号给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

111，以使得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下电，然后所述微控制单元130断电。此种情况是初

级模拟前端芯片111直接为所述微控制单元130供电。优选地，若没有外设连接至所述输入

组件60，则所述微控制单元30等待一预设时间后，再发送下电信号给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

片111。所述预设时间可以由用户依需而设。

[0030] 当所述微控制单元130不工作且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

后，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的3V3引脚通过所述耦合唤醒电路150发送唤醒信号给所述

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的TS引脚，从而唤醒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此时所述初级模拟

前端芯片111的3V3引脚为所述微控制单元130供电，从而使得所述微控制单元130正常工

作。此时，所述微控制单元130检测是否有外设连接至所述输入组件160。若没有，则所述微

控制单元130直接发送下电信号给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并通过所述I2C单元140发送

下电信号给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然后所述微控制单元130断电。此种情况是所述高

级模拟前端芯片112间接为所述微控制单元130供电。优选地，若没有外设连接至所述输入

组件160，则所述微控制单元130等待一预设时间后，再发送下电信号给所述初级模拟前端

芯片111、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是直接发送唤

醒信号给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但是，在其它实施例中，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还

可以间接发送唤醒信号给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例如，所述高级模拟前端芯片112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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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唤醒信号给第三模拟前端芯片，然后再通过第三模拟前端芯片发送唤醒信号给所述初级

模拟前端芯片111，从而实现间接唤醒所述初级模拟前端芯片111。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电池71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第一正极端子161、第一负

极端子162，所述第二电池72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第二正极端子163、第二负极端子164，

从而便于用户通过不同的对接端子组与所述输出组件160相配合，以使得所述电池70输出

串联电压或者并联电压。但是，在其它实施例中，所述电池70也可以直接设置为输出串联电

压。图3所示为第二实施例的电池管理系统200。所述电池管理系统200的结构与所述电池管

理系统100的结构大致相同，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电池71的正极直接连接至第二电池72的

负极，从而使得电池70输出串联电压。

[0032]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电池管理系统100能够及时向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

的模拟前端芯片110发送下电信号，从而使得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的模拟前端芯片110可以

正常下电，避免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的模拟前端芯片110因无法下电而致使电芯出现过放

问题。

[0033] 图4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第三实施例的电池管理系统300。所述电池管理系统300包

括模拟前端芯片310、用以唤醒所述模拟前端芯片310的唤醒电路320、控制单元330、I2C单

元340、耦合唤醒电路350、为所述控制单元330供电的LDO芯片360以及输出组件370。请参阅

图4所示，所述模拟前端芯片310用以检测所述电池70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或者工作温度。

每一模拟前端芯片310都包括TS引脚、SDA引脚、SCL引脚以及3V3引脚。所述模拟前端芯片

310包括第一模拟前端芯片311以及第二模拟前端芯片312。所述第一模拟前端芯片311用以

检测所述第一电池71，所述第二模拟前端芯片312用以检测所述第二电池72。在本实施例

中，所述模拟前端芯片310的数量为2个，但是在其它实施例中，所述模拟前端芯片310的数

量可以依据所述电池70的数量而设。所述唤醒电路320包括与所述第一模拟前端芯片311相

配合的第一唤醒电路321以及与所述第二模拟前端芯片312相配合的第二唤醒电路322。所

述第一唤醒电路321、第二唤醒电路322都具有信号输出引脚、EN引脚。所述第一唤醒电路

321的信号输出引脚连接至所述第一模拟前端芯片311的TS引脚，所述第二唤醒电路322的

信号输出引脚连接至所述第二模拟前端芯片312的TS引脚。所述第一唤醒电路321、第二唤

醒电路322的EN引脚共同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330的EN引脚，以便所述控制单元330可以唤

醒所述第一模拟前端芯片311、第二模拟前端芯片312。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控制单元330为

微控制单元(MCU)。所述控制单元330与所述第一模拟前端芯片311的SDA引脚、SCL引脚连

接，以便与所述第一模拟前端芯片311进行通信。所述控制单元330还通过所述I2C单元340

与所述第二模拟前端芯片312的SDA引脚、SCL引脚连接，以与所述第二模拟前端芯片312进

行通信。所述耦合唤醒电路350包括信号输入端以及信号输出端。所述第一模拟前端芯片

311、第二模拟前端芯片312的3V3引脚连接至所述耦合唤醒电路350的信号输入端，所述耦

合唤醒电路350的信号输出端连接至所述LDO芯片360。所述LDO芯片360用以为所述控制单

元330供电。所述LDO芯片360包括BAT引脚、EN引脚以及3V3引脚。所述LDO芯片360的BAT引脚

连接至电源，EN引脚连接至所述耦合唤醒电路350的信号输出端，3V3引脚连接至所述控制

单元330的VCC引脚。所述输出组件370包括正极端子371、负极端子372以及通信端子373。所

述正极端子371连接至所述第二电池72的正极，所述第二电池72的负极连接至所述第一电

池71的正极，所述第一电池71的负极连接至所述负极端子372，所述通信端子373连接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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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控制单元330的COM通信引脚。

[0034] 请参阅图5所示，所述耦合唤醒电路350包括第三电阻351、第四电阻352、第三电容

353以及第四电容354。所述第三电阻351的两端分别连接至第二模拟前端芯片312的3V3引

脚、GND引脚；所述第四电阻352的一端连接至所述第一模拟前端芯片311的GND引脚，另一端

连接至所述LDO芯片360的EN引脚。所述第三电容353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第二模拟前端

芯片312的3V3引脚、LDO芯片360的EN引脚；所述第四电容354的两端分别连接至所述第一模

拟前端芯片311的GND引脚、第二模拟前端芯片312的GND引脚。所述第一模拟前端芯片311的

3V3引脚连接至所述LDO芯片360的EN引脚。优选地，所述第一模拟前端芯片311通过第六二

极管D6连接至所述LDO芯片360的EN引脚，以使得电流只能流入所述LDO芯片360的EN引脚。

[0035] 优选地，所述LDO芯片的EN引脚通过第四二极管D4连接至所述控制单元330的COM

通信引脚，以便于所述控制单元330唤醒所述LDO芯片360。所述LDO芯片360的EN引脚还通过

第五二极管D5连接至KEY，以便于用户通过KEY直接唤醒所述LDO芯片360。

[0036] 请参阅图4所示，当所述控制单元330不工作且所述模拟前端芯片310中的任意一

个被外部干扰信号唤醒时，该模拟前端芯片310的3V3引脚发送信号给所述耦合唤醒电路

350，从而唤醒所述LDO芯片360，此时所述LDO芯片360为所述控制单元330供电，使得所述控

制单元330正常工作。然后，所述控制单元330检测是否具有外设与所述电池70连接。若没

有，则所述控制单元330发送下电信号给所述模拟前端芯片310，以使得所述模拟前端芯片

310下电。

[003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电池71、第二电池72被直接设置为串联，从而只能输出串

联电压。但是在其它实施例中，所述第一电池71、第二电池72也可以被设置为输出并联电

压。图6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第四实施例的电池管理系统400，其结构与所述电池管理系统300

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第一电池71、第二电池72彼此独立。所述第一电池71通过第一

端子461、第二端子462输出电力，所述第二电池72通过第三端子463、第四端子464输出电

力。如此设置，可以便于用户通过不同的对接端子与所述第一端子461、第二端子462、第三

端子463、第四端子464相配合，以使得所述电池70输出串联电压或并联电压。

[0038] 本实用新型还揭示了一种电池包，包括电池70以及监控所述电池70的电池管理系

统100/200/300/400。

[0039]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

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

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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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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