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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

率因数校正方法和电路，包括智能控制单元、输

入电压检测单元电路，整流滤波单元电路之后是

BOOST升压单元电路，升压电感L2上增加取样绕

组LK；LK连接电感电流及输出功率检测单元，微

处理器U3的具有内部ADC功能的输入端检测输入

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感电流；本发明克服了现有

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模式单一，不能满足大功率小

型化医疗电源需要的不足。本发明通过应用微处

理器进行程序设计，实现PFC‑BOOST电路三种模

式智能切换，优势互补，使产品满足美国六级能

效和欧盟COC  V5  tier  2、高功率密度0.65W/

cm3、输入AC80V～AC264V宽电压范围的要求，并

且由磁性器件体积的减小使成本下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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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其特征存于，所述方法包括：

第一步、首先在开关电源的交流电源输入电路中设置输入电压检测单元电路（101），交

流电源输入电路之后连接输入整流滤波单元电路（102），之后是BOOST升压单元电路（104），

然后在BOOST升压单元电路（104）中的升压电感L2上增加取样绕组LK；取样绕组LK连接电感

电流及输出功率检测单元电路（103），开关电源中另设置智能控制单元（100），所述输入电

压检测单元电路（101）有输出检测点ACIN和HV，分别接入智能控制单元（100）的微处理器U3

的两个具有内部ADC功能的输入端；  所述电感电流及输出功率检测单元电路（103）的输出

端PFCISEN接入微处理器U3的一个具有内部ADC功能的输入端；

所述微处理器U3的一个具有内部PWM功能的输出端PWM-PFC连接BOOST升压单元电路

（104）中的MOS管的栅极；输出电压检测单元电路（106）的输出端BST-VFB接入微处理器U3的

一个具有内部ADC功能的输入端；

第二步、接下来在主控单片微计算机U1内部的程序存储器（120）中装载包括电流检测

程序模块（201）、输入电压检测程序模块（202）、输出电压检测程序模块（203）、PFC工作模式

和电流控制方式判定程序模块（211）、临界模式低值输出程序模块（221）、连续模式低值输

出程序模块（222）、临界模式高值输出程序模块（223），断续模式高值输出程序模块（224）、

平均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1）、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2）、滞回电流控制程序模块

（243），所述各个程序模块的指令适于由主控处理器（121）加载并执行；

在PFC工作模式和电流控制方式判定程序模块（211）中设定“输出电平为低值”是：当输

入的交流电电压开始低于市值标准时，每递减10V，PWM占空比D增加0.02；“输出电平为高

值”是：当交流电电压开始高于市值标准时，每递增10V，PWM占空比D减少0.01；

第三步、接下来检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

第四步、当输入的交流电电压低于AC110V，并输出端带载大于50%时，启动连续模式低

值输出程序模块（222），使BOOST升压单元电路（104）工作于连续模式，采用滞回电流控制技

术，启动滞回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3）减小电感电流峰值，提升能源转换效率，然后转第八

步；

第五步、当输入的交流电电压低于AC110V，并输出端带载小于50%时，启动临界模式低

值输出程序模块（221），使BOOST升压单元电路（104）工作于临界模式，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技

术，启动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2），减少谐波和电磁辐射，然后转第八步；

第六步、当输入的交流电电压大于AC110V，并小于AC230V时，启动临界模式高值输出程

序模块（223），使BOOST升压单元电路（104）工作于临界模式，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技术，启动

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2），提升能源转换效率，然后转第八步；

第七步、当输入的交流电电压大于AC230V，时，启动断续模式高值输出程序模块（224），

使BOOST升压单元电路（104）工作于断续模式，采用平均电流控制技术，启动平均电流控制

程序模块（241），实现最佳能源转换效率；

第八步、持续运行，转第三步；如停止运行，转第九步；

第九步、结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临

界模式低值输出程序模块（221）是设定恒定的MOS管Q1的导通时间，而关断PWM的时间要实

现小于连续模式时的占空比D，根据输入电压低于标准值程度和带负载超过50%的程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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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断PWM的时间，再启动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临

界模式高值输出程序模块（223）是设定恒定的MOS管Q1的导通时间，而关断PWM的时间要实

现大于断续模式时的占空比D，根据输入电压高于标准值程度确定关断PWM的时间，再启动

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2）。

4.根据权利要求l所述的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平均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1）中，微处理器U3已经事先存储了断续模式电流标准值；微处理

器U3的PFCISEN输入端对电感电流连续采样8次，都作A/D转换，转换结果去掉最高最低后，

取平均值，然后将该值与断续模式电流标准值进行比较，根据差值纠正PWM。

5.根据权利要求l所述的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滞回

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3）中，微处理器U3已经事先存储了滞回电流上限值imax和滞回电流

下限值imin，微处理器U3的PFCISEN输入端对电感电流实时采样，当实时电感电流低于滞回

电流下限值imin时，MOS管Q1导通，当实时电感电流抵达滞回电流上限值imax时，MOS管Q1关

断。

6.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2）中，微处理器U3已经事先存储了临界模式电流标准值和

临界模式电压电流对照表；微处理器U3的BST-VFB输入端对输出电压连续采样8次，都作A/D

转换，转换结果去掉最高最低后，取平均值，然后将该值查电压电流对照表，得到临界电流

值，将临界电流值与临界模式电流标准值进行比较，根据差值纠正PWM。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971117 B

3



一种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和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

和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电源的功率因数用PFC表示（PFC，Power  Factor  Correction），PFC越高，说明能源

转换效率越高。

[0003] PFC分为无源PFC和有源PFC。无源PFC采用电感补偿来减小输入基波电流与电压之

间相位差，无源PFC只能做到70%～80%。

[0004] 现有技术的有源PFC由多个运算放大器和电感电容器件构成，对电压电流取样和

驱动开关管对输入电流进行适时的开或关，令其与电压尽量同步，PFC可以做到90%以上。因

此采用有源PFC电路的电源其能源转换效率都不低于75%。

[0005] 无源PFC电路的功率因素校正值最佳只能做到60%至70%，能源转换效率更低。

[0006] 例如，一采用有源PFC的200W电源，其能源转换效率取一个下限为70%，那么它只需

要286W的交流电。而一个采用无源PFC的低效率200W电源，若能源转换效率也取下限，仅有

40%，那么就需要500W交流电方能输出200W直流电给用电设备，一倍多的214W电能被无端浪

费掉。

[0007] 实施了有源PFC的电源有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对于AC220V,可以从85V到300V；而

且该电源的输出不随输入电压波动变化，因此可获得高度稳定的输出电压；由于电源输出

电压纹波很小不需要采用很大容量的滤波电容，从而减小了电源的体积。

[0008] 因此，在当今节能型的社会里，低效率电源必遭淘汰，高效率小体积电源是人们的

首选。

[0009] 目前的电源适配器的功率因数校正电路一般使用传统模拟IC，其工作模式一般固

定为连续工作模式（CCM）、临界工作模式（BCM）、断续工作模式（DCM）其中的一种。

[0010] CCM模式适合于大功率场合使用，其优点为电感电流峰值小，磁性元件体积小；缺

点为升压续流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损耗大，效率不高，控制方式较复杂。

[0011] BCM模式适合于中小功率场合使用，其优点为开关频率不固定，EMC好，控制方式较

简单；缺点为电感电流峰值较大，PFC电感体积较大。

[0012] DCM模式适合于中小功率场合使用，其优点为输入电流波形自然跟随输入电压波

形，控制方式简单；缺点为电感电流峰值很大，PFC电感体积很大。

[0013] 综上可知，现有传统模拟IC单一工作模式的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均有不同的缺点，

均不能满足高功率密度、宽输入电压范围的电源设计需求。

[0014] 用硬件搭建的有源PFC电路比较复杂，硬件成本占开关电源总成本的近20%。

[0015] 因此，要设计兼容多种模式有源PFC，需要借助微处理器，用软件控制替代硬件电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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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智能的能工作在多种模式的功率因数校正开关电源，

减小开关电源的体积，提高能源转换效率，降低开关电源的成本，满足人们对该类产品的需

求。

[0017] 为达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8] 实施一种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19] 第一步、首先在开关电源的交流电源输入电路中设置输入电压检测单元电路，交

流电源输入电路之后连接输入整流滤波单元电路，之后是BOOST升压单元电路，然后在

BOOST升压单元电路中的升压电感L2上增加取样绕组LK；取样绕组LK连接电感电流及输出

功率检测单元电路，开关电源中另设置智能控制单元，所述输入电压检测单元电路有输出

检测点ACIN和HV，分别接入智能控制单元的微处理器U3的两个具有内部ADC功能的输入端； 

所述电感电流及输出功率检测单元电路的输出端PFCISEN接入微处理器U3的一个具有内部

ADC功能的输入端；

[0020] 所述微处理器U3的一个具有内部PWM功能的输出端PWM-PFC连接BOOST升压单元电

路中的MOS管的栅极；输出电压检测单元电路的输出端BST-VFB接入微处理器U3的一个具有

内部ADC功能的输入端；

[0021] 第二步、接下来在主控单片微计算机U1内部的程序存储器中装载包括电流检测程

序模块、输入电压检测程序模块、输出电压检测程序模块、PFC工作模式和电流控制方式判

定程序模块、临界模式低值输出程序模块、连续模式低值输出程序模块、临界模式高值输出

程序模块，断续模式高值输出程序模块、平均电流控制程序模块、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

滞回电流控制程序模块，所述各个程序模块的指令适于由主控处理器加载并执行；

[0022] 在PFC工作模式和电流控制方式判定程序模块中设定“输出电平为低值”是：当输

入的交流电电压开始低于市值标准时，每递减10V，PWM占空比D增加0.02；“输出电平为高

值”是：当交流电电压开始高于市值标准时，每递增10V，PWM占空比D减少0.01；

[0023] 第三步、接下来检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

[0024] 第四步、当输入的交流电电压低于AC110V，并输出端带载大于50%时，启动连续模

式低值输出程序模块，使BOOST升压单元电路工作于连续模式，采用滞回电流控制技术，启

动滞回电流控制程序模块减小电感电流峰值，提升能源转换效率，然后转第八步；

[0025] 第五步、当输入的交流电电压低于AC110V，并输出端带载小于50%时，启动临界模

式低值输出程序模块，使BOOST升压单元电路工作于临界模式，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技术，启

动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减少谐波和电磁辐射，然后转第八步；

[0026] 第六步、当输入的交流电电压大于AC110V，并小于AC230V时，启动临界模式高值输

出程序模块，使BOOST升压单元电路工作于临界模式，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技术，启动峰值电

流控制程序模块，提升能源转换效率，然后转第八步；

[0027] 第七步、当输入的交流电电压大于AC230V，时，启动断续模式高值输出程序模块，

使BOOST升压单元电路工作于断续模式，采用平均电流控制技术，启动平均电流控制程序模

块，实现最佳能源转换效率；

[0028] 第八步、持续运行，转第三步；如停止运行，转第九步；

[0029] 第九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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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所述临界模式低值输出程序模块是设定恒定的MOS管Q1的导通时间，而关断PWM的

时间要实现小于连续模式时的占空比D，根据输入电压低于标准值程度和带负载超过50%的

程度确定关断PWM的时间，再启动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

[0031] 所述临界模式高值输出程序模块是设定恒定的MOS管Q1的导通时间，而关断PWM的

时间要实现大于断续模式时的占空比D，根据输入电压高于标准值程度确定关断PWM的时

间，再启动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

[0032] 在所述平均电流控制程序模块中，微处理器U3已经事先存储了断续模式电流标准

值；微处理器U3的PFCISEN输入端对电感电流连续采样8次，都作A/D转换，转换结果去掉最

高最低后，取平均值，然后将该值与断续模式电流标准值进行比较，根据差值纠正PWM。

[0033] 在滞回电流控制程序模块中，微处理器U3已经事先存储了滞回电流上限值imax和

滞回电流下限值imin，微处理器U3的PFCISEN输入端对电感电流实时采样，当实时电感电流

低于滞回电流下限值imin时，MOS管Q1导通，当实时电感电流抵达滞回电流上限值imax时，

MOS管Q1关断。

[0034] 在所述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中，微处理器U3已经事先存储了临界模式电流标准

值和临界模式电压电流对照表；微处理器U3的BST-VFB输入端对输出电压连续采样8次，都

作A/D转换，转换结果去掉最高最低后，取平均值，然后将该值查电压电流对照表，得到临界

电流值，将临界电流值与临界模式电流标准值进行比较，根据差值纠正PWM。

[0035] 依照上述方法设计实施一种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所述校正电

路包括：

[0036] 在开关电源的交流电源输入电路中设置输入电压检测单元电路，输入电路之后连

接输入整流滤波单元电路，再之后是BOOST升压单元电路，然后在BOOST升压单元电路中的

升压电感L2上增加取样绕组LK；取样绕组LK连接电感电流及输出功率检测单元电路，开关

电源中另设置智能控制单元、所述输入电压检测单元电路有输出检测点ACIN和HV，分别接

入智能控制单元的微处理器U3的两个具有内部ADC功能的输入端；  所述电感电流及输出功

率检测单元电路的输出端PFCISEN接入微处理器U3的一个具有内部ADC功能的输入端；

[0037] 所述微处理器U3的一个具有内部PWM功能的输出端PWM-PFC连接BOOST升压单元电

路中的MOS管的栅极；输出电压检测单元电路的输出端BST-VFB接入微处理器U3的一个具有

内部ADC功能的输入端。

[0038] 所述升压电感L2与续流二极管D10的正极之间连接磁珠B1。

[003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克服了现有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工作模式单一，不能满足大

功率小型化医疗电源的设计要求。本发明通过应用可编程的微处理器，结合程序设计，实现

PFC-BOOST电路三种模式依情况智能切换使用，优势互补，使得产品满足美国六级能效和欧

盟COC  V5  tier  2、高功率密度0.65W/cm3、宽输入电压范围AC80V～AC264V的要求，并且由

磁性器件体积减小而带来总体成本下降约10%。

附图说明

[0040] 图1是本发明一种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和电路所涉及的电原理

示意图；

[0041] 图2是本发明一种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和电路所涉及的电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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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图；

[0042] 图3是本发明一种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和电路所涉及的微处理

器内装载的程序模块原理方框图；

[0043] 图4是本发明一种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和电路所涉及的控制流

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最佳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45] 如图1～4所示， 实施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46] 第一步、首先在开关电源的交流电源输入电路中设置输入电压检测单元电路101，

交流电源输入电路之后连接输入整流滤波单元电路102，之后是BOOST升压单元电路104，然

后在BOOST升压单元电路104中的升压电感L2上增加取样绕组LK；取样绕组LK连接电感电流

及输出功率检测单元电路103，开关电源中另设置智能控制单元100，所述输入电压检测单

元电路101有输出检测点ACIN和HV，分别接入智能控制单元100的微处理器U3的两个具有内

部ADC功能的输入端；  所述电感电流及输出功率检测单元电路103的输出端PFCISEN接入微

处理器U3的一个具有内部ADC功能的输入端；

[0047] 所述微处理器U3的一个具有内部PWM功能的输出端PWM-PFC连接BOOST升压单元电

路104中的MOS管的栅极；输出电压检测单元电路106的输出端BST-VFB接入微处理器U3的一

个具有内部ADC功能的输入端；

[0048] 第二步、接下来在主控单片微计算机U1内部的程序存储器120中装载包括电流检

测程序模块201、输入电压检测程序模块202、输出电压检测程序模块203、PFC工作模式和电

流控制方式判定程序模块211、临界模式低值输出程序模块221、连续模式低值输出程序模

块222、临界模式高值输出程序模块223，断续模式高值输出程序模块224、平均电流控制程

序模块241、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2、滞回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3，所述各个程序模块的

指令适于由主控处理器121加载并执行；

[0049] 在PFC工作模式和电流控制方式判定程序模块211中设定“输出电平为低值”是：当

输入的交流电电压开始低于市值标准时，每递减10V，PWM占空比D增加0.02；“输出电平为高

值”是：当交流电电压开始高于市值标准时，每递增10V，PWM占空比D减少0.01；

[0050] 第三步、接下来检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

[0051] 第四步、当输入的交流电电压低于AC110V，并输出端带载大于50%时，启动连续模

式低值输出程序模块222，使BOOST升压单元电路104工作于连续模式，采用滞回电流控制技

术，启动滞回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3减小电感电流峰值，提升能源转换效率，然后转第八步；

[0052] 第五步、当输入的交流电电压低于AC110V，并输出端带载小于50%时，启动临界模

式低值输出程序模块221，使BOOST升压单元电路104工作于临界模式，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技

术，启动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2，减少谐波和电磁辐射，然后转第八步；

[0053] 第六步、当输入的交流电电压大于AC110V，并小于AC230V时，启动临界模式高值输

出程序模块223，使BOOST升压单元电路104工作于临界模式，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技术，启动

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2，提升能源转换效率，然后转第八步；

[0054] 第七步、当输入的交流电电压大于AC230V，时，启动断续模式高值输出程序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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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使BOOST升压单元电路104工作于断续模式，采用平均电流控制技术，启动平均电流控

制程序模块241，实现最佳能源转换效率；

[0055] 第八步、持续运行，转第三步；如停止运行，转第九步；

[0056] 第九步、结束。

[0057] 所述临界模式低值输出程序模块221是设定恒定的MOS管Q1的导通时间，而关断

PWM的时间要实现小于连续模式时的占空比D，根据输入电压低于标准值程度和带负载超过

50%的程度确定关断PWM的时间，再启动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2。

[0058] 所述临界模式高值输出程序模块223是设定恒定的MOS管Q1的导通时间，而关断

PWM的时间要实现大于断续模式时的占空比D，根据输入电压高于标准值程度确定关断PWM

的时间，再启动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2。

[0059] 在所述平均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1中，微处理器U3已经事先存储了断续模式电流

标准值；微处理器U3的PFCISEN输入端对电感电流连续采样8次，都作A/D转换，转换结果去

掉最高最低后，取平均值，然后将该值与断续模式电流标准值进行比较，根据差值纠正PWM。

[0060] 在滞回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3中，微处理器U3已经事先存储了滞回电流上限值

imax和滞回电流下限值imin，微处理器U3的PFCISEN输入端对电感电流实时采样，当实时电

感电流低于滞回电流下限值imin时，MOS管Q1导通，当实时电感电流抵达滞回电流上限值

imax时，MOS管Q1关断。

[0061] 在所述峰值电流控制程序模块242中，微处理器U3已经事先存储了临界模式电流

标准值和临界模式电压电流对照表；微处理器U3的BST-VFB输入端对输出电压连续采样8

次，都作A/D转换，转换结果去掉最高最低后，取平均值，然后将该值查电压电流对照表，得

到临界电流值，将临界电流值与临界模式电流标准值进行比较，根据差值纠正PWM。

[0062] 实施一种开关电源智能多模式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所述校正电路包括：

[0063] 在开关电源的交流电源输入电路中设置输入电压检测单元电路101，输入电路之

后连接输入整流滤波单元电路102，再之后是BOOST升压单元电路104，然后在BOOST升压单

元电路104中的升压电感L2上增加取样绕组LK；取样绕组LK连接电感电流及输出功率检测

单元电路103，开关电源中另设置智能控制单元100、所述输入电压检测单元电路101有输出

检测点ACIN和HV，分别接入智能控制单元100的微处理器U3的两个具有内部ADC功能的输入

端；  所述电感电流及输出功率检测单元电路103的输出端PFCISEN接入微处理器U3的一个

具有内部ADC功能的输入端；

[0064] 所述微处理器U3的一个具有内部PWM功能的输出端PWM-PFC连接BOOST升压单元电

路104中的MOS管的栅极；输出电压检测单元电路106的输出端BST-VFB接入微处理器U3的一

个具有内部ADC功能的输入端。

[0065] 所述升压电感L2与续流二极管D10的正极之间连接磁珠B1。

[0066] 如图1所示，  LK与升压电感L2构成一个电流互感器形式，LK的另一个端头悬空，实

际上是利用分布电容使LK得感应电动势形成回路，适当选择R18\R19\R20\C9的参数，在

PFCISEN端得到合适的输入电平。

[0067] 微处理器U3有许多中选择，一般的，在P1口都设置8个ADC接口，而且ADC都是11位

的，精度已经满足需要，例如可以选择STC15W408AS，当然还有许多型号都适用。

[0068] 输出滤波单元电路105是为最终的输出进行滤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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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以上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

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和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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