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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一种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

Boost恒流输出电路及恒压输出电路，属于太阳

能照明技术领域。本发明解决了目前由于太阳能

照明控制系统中太阳能随气候的变化很大，经光

伏转换后的电压波动性也很大的问题，其技术方

案要点为：包括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

流输出电路及恒流输出电路，通过恒流输出电

路，通过对负载电流的采集，并经微处理器处理，

驱动MOSFET管一按一定的频率工作，实现升压恒

流输出；或者对输出电压进行采样，经微处理器

的处理，驱动MSOSFET管一也按一定的频率工作，

实现升压的恒压输出。能够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

运算和控制策略，控制锂电池组以恒压或恒流的

方式输出，适用于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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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流输出电路，包括锂电池组及开关，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微处理器、负载电流采样端、栅驱动电路一、栅驱动电路二、LED灯组、MOSFET管一、

MOSFET管二、电流采样电阻、电阻三及地线；

所述开关的一端连接锂电池组的正极，另一端连接LED灯组的正极，锂电池组的负极连

接地线，MOSFET管二的漏极连接LED灯组的负极，源极连接负载电流采样端，电流采样电阻

的一端连接负载电流采样端，另一端连接地线，MOSFET管二的栅极连接栅驱动电路二的输

出端，MOSFET管一的漏极连接LED灯组的正极，源极连接地线，电阻三的一端连接MOSFET管

一的源极，另一端连接MOSFET管一的栅极，MOSFET管一的栅极连接栅驱动电路一的输出端，

负载电流采样端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二，栅驱动电路二的输入端连接微处理器

的输入/输出接口五，栅驱动电路一的输入端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四；

所述微处理器用于通过从负载电流采样端获取负载电流采样值，并将其与预存在微处

理器中的负载过流保护阈值进行比较，判断负载是否过流，如果负载电流采样值大于等于

负载过流保护阈值，则表示负载过流，此时，微处理器根据负载电流采样值计算负载电流的

电压采样值，并结合优化的分级PID算法控制PWM波的占空比对负载电流的电压采样值进行

处理后，经输入/输出接口四传输至栅驱动电路一放大后，输出至MSOSFET管一，驱动MOSFET

管一按一定的频率工作，实现升压的恒流输出；同时，微处理器通过输入/输出接口五向栅

驱动电路二发送负载电流保护控制信号，经栅驱动电路二放大后，驱动MOSFET管二工作，

MOSFET管二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决定开启还是关闭，从而实现负载过流的保护功能；

如果负载电流采样值小于负载过流保护阈值，表示负载正常工作，此时，微处理器不对

负载电流采样值进行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流输出电路，其特征在于，所

述一定的频率为100KHz。

3.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压输出电路，包括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照明控制

系统的Boost恒流输出电路，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输出电压采样端、电感、二极管、电容一、电

容二、电容三、电阻一及电阻二，所述电感的一端通过开关连接锂电池组的正极，另一端连

接二极管的阳极，电容一的一端通过开关连接锂电池组的正极，另一端连接地线，MOSFET管

一的漏极连接二极管的阳极，二极管的阴极连接LED灯组的正极，电阻一的一端连接二极管

的阴极，另一端连接输出电压采样端，电阻二的一端连接输出电压采样端，另一端连接地

线，电容三与电阻二并联，电容二的一端连接二极管的阴极，另一端连接地线，输出电压采

样端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一，微处理器的的输入/输出接口三连接栅驱动电路一

的输入端；

所述微处理器用于通过从输出电压采样端获取输出电压的采样值，并结合优化的分级

PID算法控制PWM波的占空比对输出电压的采样值进行处理后，经输入/输出接口三传输至

栅驱动电路一放大后，输出至MSOSFET管一，驱动MSOSFET管一按一定的频率工作，实现升压

的恒压输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压输出电路，其特征在于，所

述一定的频率为10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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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流输出电路及恒压输出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太阳能照明控制技术，特别涉及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流及

恒压输出电路的控制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日渐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的日益加

剧，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正成为人类探索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世界能源革命

的大趋势，其中太阳能的开发利用是一个重要方向，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如：光伏发电、太

阳能照明等。由于太阳能随气候的变化很大，经光伏转换后的电压波动性也很大，如何将太

阳能有效存储起来并稳定地应用到各种需要的场合，是光伏应用面临的难点，也是研究的

重要课题之一。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流输出电路及恒压输出

电路，解决目前由于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中太阳能随气候的变化很大，经光伏转换后的电

压波动性也很大的问题。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流输

出电路，包括锂电池组及开关，还包括微处理器、负载电流采样端、栅驱动电路一、栅驱动电

路二、LED灯组、MOSFET管一、MOSFET管二、电流采样电阻、电阻三及地线；

[0005] 所述开关的一端连接锂电池组的正极，另一端连接LED灯组的正极，锂电池组的负

极连接地线，MOSFET管二的漏极连接LED灯组的负极，源极连接负载电流采样端，电流采样

电阻的一端连接负载电流采样端，另一端连接地线，MOSFET管二的栅极连接栅驱动电路二

的输出端，MOSFET管一的漏极连接LED灯组的正极，源极连接地线，电阻三的一端连接

MOSFET管一的源极，另一端连接MOSFET管一的栅极，MOSFET管一的栅极连接栅驱动电路一

的输出端，负载电流采样端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二，栅驱动电路二的输入端连接

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五，栅驱动电路一的输入端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四；

[0006] 所述微处理器用于通过从负载电流采样端获取负载电流采样值，并将其与预存在

微处理器中的负载过流保护阈值进行比较，判断负载是否过流，如果负载电流采样值大于

等于负载过流保护阈值，则表示负载过流，此时，微处理器根据负载电流采样值计算负载电

流的电压采样值，并结合优化的分级PID算法控制PWM波的占空比对负载电流的电压采样值

进行处理后，经输入/输出接口四传输至栅驱动电路一放大后，输出至MSOSFET管一，驱动

MOSFET管一按一定的频率工作，实现升压的恒流输出；同时，微处理器通过输入/输出接口

五向栅驱动电路二发送负载电流保护控制信号，经栅驱动电路二放大后，驱动MOSFET管二

工作，MOSFET管二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决定开启还是关闭，从而实现负载过流的保护功

能；

[0007] 如果负载电流采样值小于负载过流保护阈值，表示负载正常工作，此时，微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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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负载电流采样值进行处理。

[0008] 具体地，该恒流输出电路中，所述一定的频率为100KHz。

[0009] 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压输出电路，包括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

流输出电路，还包括输出电压采样端、电感、二极管、电容一、电容二、电容三、电阻一及电阻

二，所述电感的一端通过开关连接锂电池组的正极，另一端连接二极管的阳极，电容一的一

端通过开关连接锂电池组的正极，另一端连接地线，MOSFET管一的漏极连接二极管的阳极，

二极管的阴极连接LED灯组的正极，电阻一的一端连接二极管的阴极，另一端连接输出电压

采样端，电阻二的一端连接输出电压采样端，另一端连接地线，电容三与电阻二并联，电容

二的一端连接二极管的阴极，另一端连接地线，输出电压采样端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

接口一，微处理器的的输入/输出接口三连接栅驱动电路一的输入端；

[0010] 所述微处理器用于通过从输出电压采样端获取输出电压的采样值，并结合优化的

分级PID算法控制PWM波的占空比对输出电压的采样值进行处理后，经输入/输出接口三传

输至栅驱动电路一放大后，输出至MSOSFET管一，驱动MSOSFET管一按一定的频率工作，实现

升压的恒压输出。

[0011] 进一步地，该恒压输出电路中，所述一定的频率为100KHz。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上述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流输出电路，能够

通过对负载电流的采集，并经微处理器处理，驱动MOSFET管一按一定的频率工作，实现升压

恒流输出；或者通过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压输出电路，通过对输出电压进行采

样，经微处理器的处理，驱动MSOSFET管一也按一定的频率工作，实现升压的恒压输出。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实施例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流输出电路及恒压输出电路的电路

结构组成图。

[0014] 其中，K为开关，MOSFET1为MOSFET管一，MOSFET2为MOSFET管二，R1为电阻一，R2为

电阻二，R3为电阻三，Rs为电流采样电阻，C1为电容一，C2为电容二，C3为电容三，L为电感，

D1为二极管，A为栅驱动电路的输入端，C为栅驱动电路的输入端，B为输出电压采样端，D为

负载电流采样端，Vin为输入电压，Vout为输出电压，I/O1为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一，

I/O2为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二，I/O3为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三，I/O4为微处理

器的输入/输出接口四，I/O5为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五。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详细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16] 本发明所述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流输出电路，包括锂电池组及开关，还

包括微处理器、负载电流采样端、栅驱动电路一、栅驱动电路二、LED灯组、MOSFET管一、

MOSFET管二、电流采样电阻、电阻三及地线；

[0017] 其中，开关的一端连接锂电池组的正极，另一端连接LED灯组的正极，锂电池组的

负极连接地线，MOSFET管二的漏极连接LED灯组的负极，源极连接负载电流采样端，电流采

样电阻的一端连接负载电流采样端，另一端连接地线，MOSFET管二的栅极连接栅驱动电路

二的输出端，MOSFET管一的漏极连接LED灯组的正极，源极连接地线，电阻三的一端连接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9152150 A

4



MOSFET管一的源极，另一端连接MOSFET管一的栅极，MOSFET管一的栅极连接栅驱动电路一

的输出端，负载电流采样端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二，栅驱动电路二的输入端连接

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五，栅驱动电路一的输入端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四；

[0018] 这里，微处理器用于通过从负载电流采样端获取负载电流采样值，并将其与预存

在微处理器中的负载过流保护阈值进行比较，判断负载是否过流，如果负载电流采样值大

于等于负载过流保护阈值，则表示负载过流，此时，微处理器根据负载电流采样值计算负载

电流的电压采样值，并结合优化的分级PID算法控制PWM波的占空比对负载电流的电压采样

值进行处理后，经输入/输出接口四传输至栅驱动电路一放大后，输出至MSOSFET管一，驱动

MOSFET管一按一定的频率工作，实现升压的恒流输出；同时，微处理器通过输入/输出接口

五向栅驱动电路二发送负载电流保护控制信号，经栅驱动电路二放大后，驱动MOSFET管二

工作，MOSFET管二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决定开启还是关闭，从而实现负载过流的保护功

能；

[0019] 如果负载电流采样值小于负载过流保护阈值，表示负载正常工作，此时，微处理器

不对负载电流采样值进行处理。

[0020] 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压输出电路，包括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

流输出电路，还包括输出电压采样端、电感、二极管、电容一、电容二、电容三、电阻一及电阻

二，其中，电感的一端通过开关连接锂电池组的正极，另一端连接二极管的阳极，电容一的

一端通过开关连接锂电池组的正极，另一端连接地线，MOSFET管一的漏极连接二极管的阳

极，二极管的阴极连接LED灯组的正极，电阻一的一端连接二极管的阴极，另一端连接输出

电压采样端，电阻二的一端连接输出电压采样端，另一端连接地线，电容三与电阻二并联，

电容二的一端连接二极管的阴极，另一端连接地线，输出电压采样端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

输出接口一，微处理器的的输入/输出接口三连接栅驱动电路一的输入端；

[0021] 这里，微处理器用于通过从输出电压采样端获取输出电压的采样值，并结合优化

的分级PID算法控制PWM波的占空比对输出电压的采样值进行处理后，经输入/输出接口三

传输至栅驱动电路一放大后，输出至MSOSFET管一，驱动MSOSFET管一按一定的频率工作，实

现升压的恒压输出。

[0022] 实施例

[0023] 本发明实施例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流输出电路及恒压输出电路的电路

结构组成图参见图1，其中：

[0024] 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流输出电路，包括锂电池组及开关K、微处理器、负

载电流采样端D、栅驱动电路一、栅驱动电路二、LED灯组、MOSFET管一MOSFET1、MOSFET管二

MOSFET2、电流采样电阻Rs、电阻三R3及地线；

[0025] 该恒流输出电路中，开关K的一端连接锂电池组的正极，另一端连接LED灯组的正

极，锂电池组的负极连接地线，MOSFET管二MOSFET2的漏极连接LED灯组的负极，源极连接负

载电流采样端D，电流采样电阻Rs的一端连接负载电流采样端D，另一端连接地线，MOSFET管

二MOSFET2的栅极连接栅驱动电路二的输出端，MOSFET管一MOSFET1的漏极连接LED灯组的

正极，源极连接地线，电阻三R3的一端连接MOSFET管一MOSFET1的源极，另一端连接MOSFET

管一MOSFET1的栅极，MOSFET管一MOSFET1的栅极连接栅驱动电路一的输出端，负载电流采

样端D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二I/O2，栅驱动电路二的输入端C连接微处理器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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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输出接口五I/O5，栅驱动电路一的输入端A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四I/O4；

[0026] 这里，微处理器用于通过从负载电流采样端D获取负载电流采样值，并将其与预存

在微处理器中的负载过流保护阈值进行比较，判断负载是否过流，如果负载电流采样值大

于等于负载过流保护阈值，则表示负载过流，此时，微处理器根据负载电流采样值计算负载

电流的电压采样值，并结合优化的分级PID算法控制PWM波的占空比对负载电流的电压采样

值进行处理后，经输入/输出接口四I/O4传输至栅驱动电路一放大后，输出至MSOSFET管一

MOSFET1，驱动MOSFET管一MOSFET1按一定的频率工作，本例中，该频率优选为100KHz，实现

升压的恒流输出；同时，微处理器通过输入/输出接口五I/O5向栅驱动电路二发送负载电流

保护控制信号，经栅驱动电路二放大后，驱动MOSFET管二MOSFET2工作，MOSFET管二MOSFET2

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决定开启还是关闭，从而实现负载过流的保护功能；如果负载电流采

样值小于负载过流保护阈值，表示负载正常工作，此时，微处理器不对负载电流采样值进行

处理。

[0027] 该恒压输出电路，包括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流输出电路，还包括输出电

压采样端B、电感L、二极管D1、电容一C1、电容二C2、电容三C3、电阻一R1及电阻二R2，其中，

电感L的一端通过开关K连接锂电池组的正极，另一端连接二极管D1的阳极，电容一C1的一

端通过开关K连接锂电池组的正极，另一端连接地线，MOSFET管一MOSFET1的漏极连接二极

管D1的阳极，二极管D1的阴极连接LED灯组的正极，电阻一R1的一端连接二极管D1的阴极，

另一端连接输出电压采样端B，电阻二R2的一端连接输出电压采样端B，另一端连接地线，电

容三C3与电阻二R2并联，电容二C2的一端连接二极管D1的阴极，另一端连接地线，输出电压

采样端B连接微处理器的输入/输出接口一I/O1，微处理器的的输入/输出接口三I/O3连接

栅驱动电路一的输入端A；

[0028] 该恒压输出电路中，微处理器用于通过从输出电压采样端B获取输出电压的采样

值，并结合优化的分级PID算法控制PWM波的占空比对输出电压的采样值进行处理后，经输

入/输出接口三I/O3传输至栅驱动电路一放大后，输出至MSOSFET管一MOSFET1，驱动

MSOSFET管一MOSFET1按一定的频率工作，实现升压的恒压输出本例中，频率优选为100KHz。

[0029] 实际应用过程中，在本例的太阳能照明控制系统的Boost恒流输出电路及恒压输

出电路的基础上，可按如下具体步骤进行工作：

[0030] (1)系统上电启动：系统上电启动时,首先加载写在微处理器的flash中的Boost目

标电压值和负载过流保护阈值。

[0031] (2)信号采样：系统上电启动后就开始Boost输出电压采样和负载电流采样。

[0032] (3)负载过流判断：通过负载电流采样值与负载过流保护阈值比较，判断是否过

流。如果负载电流采样值大于等于负载过流保护阈值，则过流并进入过流保护状态，保持一

定时间后退出过流保护，再判断；反之，如果负载电流采样值小于负载过流保护阈值，系统

就正常工作，不进入过流保护状态。

[0033] (4)控制PWM波：根据采样获得的Boost输出电压值，经微处理器的PID优化分级算

法运算处理后，控制固定频率为100KHz、占空比自动调节的PWM波,以保证输出目标电压值

的稳定(升压恒压输出)；或者，根据采样获得的负载电流值，经微处理器的PID优化分级算

法运算处理后，控制固定频率为100KHz、占空比自动调节的PWM波,以保证输出目标电流值

的稳定(升压恒流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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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5)功率MOSFET1工作：第四步输出占空比自动调节的100KHz  PWM波，经栅驱动电

路放大，驱动功率MOSFET1工作。

[0035] (6)Boost电压输出：在功率MOSFET1的控制下，经输出端电容二C2滤波，得到一个

稳定的直流目标电压；或者，得到一个稳定的直流目标电流。

[0036] (7)负载工作：在不过流的情况下,目标输出电压或目标输出电流驱动负载正常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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