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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

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输入电压正极连接端、

输入电压负极连接端、电池正极连接端和电池负

极连接端，所述输入电压正极连接端与所述电池

正极连接端通过导线直接连接，所述输入电压负

极连接端与所述电池负极连接端之间通过MOS场

效应管连接，在所述MOS场效应管上连接有第一

三极管、电流检测电路和第二三极管，所述第一

三极管根据所述电池正极连接端和电池负极连

接端反馈的电压信号控制所述MOS场效应管的导

通、关断，所述电流检测电路用来检测流经所述

MOS场效应管的电流方向，所述第二三极管根据

所述电流检测电路反馈的信号控制所述MOS场效

应管的导通、关断。本发明具有低损耗、结构简单

可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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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输入电压正极连接端、输入

电压负极连接端、电池正极连接端和电池负极连接端，所述输入电压正极连接端与所述电

池正极连接端通过导线直接连接，所述输入电压负极连接端与所述电池负极连接端之间通

过MOS场效应管连接，利用所述MOS场效应管的导通、关断来实现所述输入电压负极连接端

与所述电池负极连接端之间的连接、断开，在所述MOS场效应管上连接有第一三极管、电流

检测电路和第二三极管，所述第一三极管根据所述电池正极连接端和电池负极连接端的电

压极性控制所述MOS场效应管的导通、关断，所述电流检测电路用来检测流经所述MOS场效

应管的电流方向，所述第二三极管根据所述电流检测电路反馈的信号控制所述MOS场效应

管的导通、关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三

极管为PNP型三极管，所述MOS场效应管为N沟道型MOS场效应管；

所述第一三极管的基极通过第一电阻与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漏极连接，所述第一三极

管的集电极通过第二电阻与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栅极连接，所述第一三极管的发射极与所

述输入电压正极连接端连接；

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源极与所述输入电压负极连接端连接，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漏极与

所述电池负极连接端连接，在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栅极和源极之间并联有第三电阻。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其特征在于，在所述MOS

场效应管的栅极和源极之间并联有稳压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三极管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电流检测电路连接在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之间，

所述第二三极管的基极通过第四电阻与所述电流检测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三极管

的集电极、发射极分别与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栅极、源极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流检

测电路由运算放大器U1及外围电路组成，所述运算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通过第五电阻与所

述MOS场效应管的漏极连接，所述运算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通过第六电阻与所述MOS场效应

管的源极连接、并通过第七电阻与所述输入电压负极连接端连接，在所述运算放大器的反

向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并联有第八电阻和电容。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运算放

大器的电源接线端子与所述输入电压正极连接端和所述输入电压负极连接端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其特征在于，实际工作

时，只有电池有电压且以正确的极性接入时，所述第一三极管才会导通，从而导致所述MOS

场效应管导通，电池才能正常充电；当电池接反时，所述第一三极管Q1因B、E极反偏而截止，

从而使所述MOS场效应管截止，起到了防止电池反接的作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其特征在于，当输入电压

断电时，由于电池电压的存在，所述第一三极管、所述MOS场效应管维持导通，电池通过输入

端倒灌，此时流经所述MOS场效应管的电流换向，所述运算放大器及外围电路输出高电平，

所述第二三极管导通，关断所述MOS场效应管，从而起到了防倒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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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保护电路，主

要用于各种电池充电器系统，包括铅酸电池、锂电池、各种动力电池等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对各类电池进行充电的系统中，充电管理电路用于输入电源对电池的充电控

制，包括充电过程的电流、电压和时间等。此外，还需要防止输入电源或者电池反接，因为，

电池反接极有可能损坏充电电路以及电池，甚至导致电池的爆炸，引起火灾等更严重的情

况。同时，在以电池作为负载的电路中，如果没有防倒灌电路，当输入电源消失时，电池会反

过来给充电管理电路供电，这样不仅使得电池的电量白白浪费，在某些场合(尤其是大电流

的充电设备)，电池倒灌甚至会对充电电路造成永久性损坏。因此防倒灌保护电路在充电管

理电路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0003] 现有技术中，防反接和防倒灌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0004] 1)在充电电路输出和电池之间串接一个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来实现

防反接和防倒灌保护，如图1所示。这种接法最简单，既能防止电池反接，又能防止电池倒

灌，但由于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较大，在低电压大电流的场合二极管上损失的能量很大，降

低了充电电路的效率。

[0005] 2)使用继电器，在充电电路的输出和电池之间串接继电器K，如图2所示。若电池接

反，由于D1的作用，继电器线圈没有电流流过，K不闭合，所以没有充电电流；接上有电的电

池，电池通过D1给继电器线圈供电，K闭合，正常充电；接上亏电严重的电池，电池无法驱动

继电器闭合，需要按一下S令继电器开关K闭合，实现充电。这种方案能防止电池反接，当充

电器的输出电流较大时(例如超过30A)，这种继电器方案损耗小，缺点是体积较大，因为有

开关触点，寿命比较短。当输入电压消失时，电池电压维持K闭合，因此无法起到防倒灌作

用。

[0006] 3)利用MOS管的开关特性来设计防反接保护电路，如图3所示，采用N沟道MOS管。电

阻R1和R2为MOS管提供电压偏置。电池正确接入时，VGS正偏压，MOS管饱和导通；电池反接的

时候MOS管不能导通，所以起到防反接作用。导通时MOS管的Rds很小，以TO-252封装的

IRFR1205为例，在Vdss＝55V，Id＝44A的条件下，其Rds＝0.027Ω(27mΩ)，实际损耗很小，

解决了采用二极管电源防反接方案存在的压降和功耗过大的问题。电路中，R1和R2分压，为

MOS管提供电压偏置，降低栅极电压，和稳压管D配合，防止栅源电压过高击穿MOS管。

[0007] 4)利用单片机或者CPU及其周边电路，检测电池接线是否正确，确认正确才开始充

电。这种方案需要使用单片机或CPU，系统复杂，对于原本没有单片机或CPU的充电系统，还

需要额外增加这些部件，成本高。

[0008] 以上各种方案中，优选MOS管方案，因为这种方案损耗小，开关速度快，所占空间

小，能满足大部分应用场合的需求。但是，现有的MOS方案存在两个重大缺陷：其一，当充电

器上电后，MOSFET就一直导通，这是再接电池并且不慎接反电池的话，输入电流反方向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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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可能引发大电流并损坏电池或充电器。其二，就算电池连接正确，输入断电时，由于电

池电压一直存在，MOSFET维持导通，无法实现防倒灌功能。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应用于电池充电系统的低损耗、结构简单、实用方便

且同时具有防反接和防倒灌功能的保护电路。

[0010]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1] 一种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输入电压正极连接端、输

入电压负极连接端、电池正极连接端和电池负极连接端，所述输入电压正极连接端与所述

电池正极连接端通过导线直接连接，所述输入电压负极连接端与所述电池负极连接端之间

通过MOS场效应管连接，利用所述MOS场效应管的导通、关断来实现所述输入电压负极连接

端与所述电池负极连接端之间的连接、断开，在所述MOS场效应管上连接有第一三极管、电

流检测电路和第二三极管，所述第一三极管根据所述电池正极连接端和电池负极连接端的

电压极性控制所述MOS场效应管的导通、关断，所述电流检测电路用来检测流经所述MOS场

效应管的电流方向，所述第二三极管根据所述电流检测电路反馈的信号控制所述MOS场效

应管的导通、关断。

[0012]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第一三极管为PNP型三极管，所述MOS场效应管

为N沟道型MOS场效应管；

[0013] 所述第一三极管的基极通过第一电阻与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漏极连接，所述第一

三极管的集电极通过第二电阻与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栅极连接，所述第一三极管的发射极

与所述输入电压正极连接端连接；

[0014] 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源极与所述输入电压负极连接端连接，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漏

极与所述电池负极连接端连接，在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栅极和源极之间并联有第三电阻。

[0015]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在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栅极和源极之间并联有稳压

管。

[0016]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第二三极管为NPN型三极管，所述电流检测电路

连接在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之间，所述第二三极管的基极通过第四电阻与所述

电流检测电路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二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分别与所述MOS场效应管的

栅极、源极连接。

[0017]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电流检测电路由运算放大器U1及外围电路组

成，所述运算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通过第五电阻与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漏极连接，所述运算

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通过第六电阻与所述MOS场效应管的源极连接、并通过第七电阻与所

述输入电压负极连接端连接，在所述运算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并联有第八电

阻和电容。

[0018]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运算放大器的电源接线端子与所述输入电压正

极连接端和所述输入电压负极连接端连接。

[0019]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实际工作时，只有电池有电压且以正确的极性接入

时，所述第一三极管才会导通，从而导致所述MOS场效应管导通，电池才能正常充电；当电池

接反时，所述第一三极管Q1因BE极反偏而截止，从而使所述MOS场效应管截止，起到了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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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反接的作用。

[0020]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当输入电压断电时，由于电池电压的存在，所述第一

三极管、所述MOS场效应管维持导通，电池通过输入端倒灌，此时流经所述MOS场效应管的电

流换向，所述运算放大器及外围电路输出高电平，所述第二三极管导通，关断所述MOS场效

应管，从而起到了防倒灌作用。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2] 一、利用MOS场效应管的通断来控制充电电路的通断，并巧妙设置第一三极管来控

制MOS场效应管的导通，第一三极管的导通与否取决于电池的极性是否正确接入，如果电池

接反，第一三极管无法导通，MOS场效应管也无法导通，从而切断输入和电池之间的电流通

道，起到防电池反接的作用；同时，利用电流检测电路来检测是否倒灌，倒灌时，利用第二三

极管来切断MOS场效应管，起到防止倒灌的作用；具有低损耗、结构简单可靠的特点，非常实

用。

[0023] 二、利用运算放大器及外围电路来进行电流检测，结构检测准确、系统简单、成本

低。

附图说明

[0024] 图1所示为现有的串接二极管的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

[0025] 图2所示为现有的采用继电器的防反接电路。

[0026] 图3所示为现有的采用MOS管的防反接保护电路。

[0027] 图4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方位词，如有术语“中心”，“横向”、“纵

向”、“长度”、“宽度”、“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

“底”、“内”、“外”、“顺时针”、“逆时针”等指示方位和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

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叙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

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方位构造和操作，不能理解为限制本发明的具体保护范围。

[0029] 此外，如有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

要性或隐含指明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包括

一个或者多个该特征，在本发明描述中，“至少”的含义是一个或一个以上，除非另有明确具

体的限定。

[0030] 在本发明中，除另有明确规定和限定，如有术语“组装”、“相连”、“连接”术语应作

广义去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也可以是机械连

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是通过中间媒介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相连通。对于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的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31] 在发明中，除非另有规定和限定，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之“上”或之“下”可以包括

第一和第二特征直接接触，也可以包括第一特征和第二特征不是直接接触而是通过它们之

间的另外特征接触。而且，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之上”、“之下”和“上面”包括第一特征在第

二特征正上方和斜上方，或仅仅是表示第一特征水平高度高于第二特征的高度。第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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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特征“之上”、“之下”和“下面”包括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下方或斜下方，或仅仅表

示第一特征水平高度低于第二特征。

[0032] 下面结合说明书的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的描述，使本发明的

技术方案及其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明确。下面通过参考附图描述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解

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3] 如图4所示，一种电池充电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包括：输入电压正极连接端INPUT

+、输入电压负极连接端INPUT-、电池正极连接端BAT+和电池负极连接端BAT-，所述输入电

压正极连接端INPUT+与所述电池正极连接端BAT+通过导线直接连接，所述输入电压负极连

接端INPUT-与所述电池负极连接端BAT-之间通过MOS场效应管Q2导通、关断来实现连接、断

开，在所述MOS场效应管Q2上连接有第一三极管Q1、电流检测电路和第二三极管Q3，所述第

一三极管Q1根据所述电池正极连接端BAT+和电池负极连接端BAT-的电压极性控制所述MOS

管Q2的导通、关断，所述电流检测电路用来检测流经所述MOS场效应管Q2的电流方向，所述

第二三极管Q3根据所述电流检测电路反馈的信号控制所述MOS场效应管Q2的导通、关断。

[0034] 其中，所述第一三极管Q1为PNP型三极管，所述MOS场效应管Q2为N沟道型MOS场效

应管，所述第二三极管Q3为NPN型三极管。第一三极管Q1的基极通过第一电阻R1与MOS场效

应管的漏极连接，第一三极管Q1的集电极通过第二电阻R2与MOS场效应管的栅极连接，第一

三极管Q1的发射极与输入电压正极连接端INPUT+连接；MOS场效应管Q2的源极与输入电压

负极连接端INPUT-连接，MOS场效应管Q2的漏极与电池负极连接端BAT-连接，在MOS场效应

管的栅极和源极之间并联有第三电阻R3和稳压管Z1；所述电流检测电路连接在所述MOS场

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之间，用来检测流经源极和漏极的电流方向。所述第二三极管Q3的基

极通过电阻R4与电流检测电路的输出端连接，第二三极管Q3的集电极、发射极分别与MOS场

效应管Q2的栅极、源极连接。

[0035] 所述电流检测电路由运算放大器U1及外围电路组成，运算放大器U1的反向输入端

2通过第五电阻R5与MOS场效应管的漏极连接，运算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3通过第六电阻R6

与MOS场效应管的源极连接、并通过第七电阻R7与输入电压负极连接端INPUT-连接，在运算

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2和输出端1之间并联有第八电阻R8和电容C1，运算放大器的电源输入

端与输入电压正极连接端INPUT+和输入电压负极连接端INPUT-连接。

[0036] 实际工作时，只有电池有电压且以正确的极性接入时，第一三极管Q1才会导通，从

而导致MOS场效应管Q2导通，电池才能正常充电。此时充电电流从上到下流过MOS场效应管

Q2，运算放大器U1及其周边零件组成的电流检测电路输出低电平，第二三极管Q3截止。当电

池接反时，第一三极管Q1因B、E极反偏而截止，从而MOS场效应管Q2截止，起到了防止电池反

接的作用。换句话说，Q1和Q2(MOSFET)导通靠的是电池的电压来触发，如果电池接反了，它

们无法导通，从而切断输入和电池之间的电流通道。

[0037] 当输入电压断电时，由于电池电压的存在，第一三极管Q1、MOS场效应管Q2维持导

通，电池试图通过输入端倒灌，此时倒灌电流从下往上MOS场效应管Q2，运算放大器U1及其

周边零件组成的电流检测电路输出高电平，第二三极管Q3导通，关断MOS场效应管Q2，从而

起到了防倒灌作用。

[0038] 通过上述的结构和原理的描述，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本发明不局

限于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基础上采用本领域公知技术的改进和替代均落在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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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由各权利要求项及其等同物限定之。具体实施方式中

未阐述的部分均为现有技术或公知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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