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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control unit (107). The control unit (107) outputs a

202 control signal t o the switch unit (102), and adjusts, accord
ing to a voltage sample value and/or a current sample value

第一整流 I 第二整流 I sampled by the sampling unit (106), the duty cycle o f the

单元 单元 104 电 池 control signal, such that the voltage o f a third pulsating
waveform outputted by the second rectifier unit (104) meets
a charging requirement. The terminal (2) comprises a second
charging interface (201) and a battery (202), and the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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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second charging interface (201) i s connected to
the first charging interface (105), the second charging inter

- 2 face (201) applies the voltage o f the third pulsating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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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waveform outputted by the power adapter (1) i s directly
applied t o the battery (202), thereby enabling miniatur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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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充电方法以及电源适配器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终端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一

种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以及一种电源适配器。

背景技术

目前，移动终端 （例如智能手机 ）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但是移动

终端耗电量大，需要经常充电。

通常移动终端是通过电源适配器来进行充电。其中，电源适配器一般包

括初级整流电路、初级滤波电路、变压器、次级整流电路、次级滤波电路以

及控制电路等，这样电源适配器通过将输入的 220V 交流电转换为适于移动

终端需求的稳定低压直流电 （例如 5V )，以提供给移动终端的电源管理装置

和电池，实现移动终端的充电。

但是，随着电源适配器的功率变大，例如从 5W 向 10W 、15W 、25W 等

更大功率升级时，需要更多能够承受高功率和实现更好精度控制的电子元器

件进行适配，这不仅会增加电源适配器的体积，同时也会增加适配器的生产

成本和制造难度。

发明内容

本申请是基于发明人对以下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而做 出的：

发明人在研究时发现，随着电源适配器的功率变大，电源适配器在对移

动终端的电池进行充电时，容易造成电池极化电阻变大、电池温升较高，从

而降低电池的使用寿命，影响电池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并且，通常交流电源供电时，大多数设备都无法直接使用交流电工作，

这是因为交流电例如 50Hz 的 220V 市电是间断性地输出电能，而为了不 "间

断" ，需要使用电解电容器储能，从而当供电处于波谷时，供电的持续依赖

电解电容器的储能来维持稳定的电能供应。所以，交流电源通过电源适配器

给移动终端充电时，都是先将交流电源提供的交流电例如 220V 的交流电转

换为稳定的直流电以供给移动终端。然而电源适配器是为移动终端的电池充

电，从而间接为移动终端供电，供电的持续性有电池作为保障，这样电源适



配器在给 电池充 电时就可以不需要连续输 出稳定的直流电。

为此 ，本发 明的第一个 目的在于提 出一种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从 而可

以实现 电源适配器的小型化 、低成本。

本发 明的第二个 目的在于提 出一种 电源适配器。本发 明的第三个 目的在

于提 出一种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

为达到上述 目的中的至少一个 ，本发 明第一方面实施例提 出的一种用于

终端的充 电系统 ，包括：电源适配器，所述 电源适配器 包括：第一整流单元 ，

在充电的过程 中，对输入 的交流电进行整流以输 出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 ；第

二整流单元 ，对初级辆合至次级的电压进行整流，其 中所述第二整流单元整

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与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周期相 同，或者所述第二整

流单元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的包络与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周期相 同；

终端 ，所述终端基 于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充电。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电源适配器去掉 了初级侧 的用于整流的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 ，使得第一整流单元直接输 出脉动波形的电压 ，从 而减小了适配器的体

积。此外 ，初级侧的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的使用寿命较短 ，且容 易爆浆 ，去掉

初级侧的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可以很 大程度提 高适配器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 。

为达到上述 目的中的至少一个 ，本发 明第二方面实施例提 出的一种 电源

适配器，包括：第一整流单元 ，在充 电的过程 中，对输入 的交流电进行整流

以输 出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 ；第二整流单元 ，对初级辆合至次级的电压进行

整流，其 中所述第二整流单元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与所述第一脉动波

形的周期相 同，或者所述第二整流单元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的包络与

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周期相 同。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电源适配器去掉 了初级侧 的用于整流的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 ，使得第一整流单元直接输 出脉动波形的电压 ，从 而减小了适配器的体

积。此外 ，初级侧的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的使用寿命较短 ，且容 易爆浆 ，去掉

初级侧的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可以很 大程度提 高适配器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 。

为达到上述 目的的至少一个 ，本发 明第三方面实施例提 出的一种用于终

端的充电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在充 电过程 中，对输入 的交流电进行一次整

流以输 出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 ；对初级辆合至次级的电压进行二次整流，其

中所述二次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与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周期相 同，或

者所述二次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 的 包络与所述第一脉动波形 的周期



相 同。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电源适配器去掉 了初级侧 的用于整流的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 ，使得第一整流单元直接输 出脉动波形的电压 ，从 而减小了适配器的体

积。此外 ，初级侧的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的使用寿命较短 ，且容 易爆浆 ，去掉

初级侧的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可以很 大程度提 高适配器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 。

附图说 明

图 1A 为根据本发 明一个 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釆用反激式开关

电源的方框示意 图；

图 1B 为根据本发 明一个 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釆用正激式开关

电源的方框示意 图；

图 1C 为根据本发 明一个 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釆用推挽式开关

电源的方框示意 图；

图 1D 为根据本发 明一个 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釆用半桥式开关

电源的方框示意 图；

图 1E 为根据本发 明一个 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釆用全桥式开关

电源的方框示意 图；

图 2A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的方框示意 图；

图 2B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的方框示意图；

图 3 为根据本发 明一个 实施例的电源适配器输 出到 电池的充 电电压 波形

示意图；

图 4 为根据本发 明一个 实施例的电源适配器输 出到 电池的充 电电流波形

示意图；

图 5 为根据本发 明一个 实施例的输 出至开关单元 的控制信号示意 图；

图 6 为根据本发 明一个 实施例的快充过程 的示意图；

图 7A 为根据本发 明一个 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的方框示意 图；

图 7B 为根据本发 明一个 实施例的电源适配器带有 L C 滤波电路 的方框

示意图；

图 8 为根据本发 明另一个 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的方框示意图；

图 9 为根据本发 明又一个 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的方框示意图；

图 10 为根据本发 明还一个 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的方框示意图；



图 11 为根据本发 明一个 实施例的釆样单元 的方框示意图；

图 12 为根据本发 明再一个 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的方框示意图；

图 13 为根据本发 明一个 实施例的终端的方框示意 图；

图 14 为根据本发 明另一个 实施例的终端的方框示意图；以 及

图 15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的流程 图。

图 16A 和 图 16B 是本发 明实施例的脉动波形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 明的实施例 ，所述 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 出，其 中

自始至终相 同或类似 的标号表 示相 同或类似 的元件或具有相 同或类似 功能

的元件 。下面通过参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发 明，

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 明的限制 。

在描述本发 明实施例提 出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 、充电方法以及 电源适

配器之前 ，先来描述一下相 关技 术 中给终端等待充 电设备 充 电的电源适 配

器，即下述可称为 "相 关适配器" 。

相 关适 配器工作在 恒压模 式下时，其输 出的电压基 本维持 恒定 ，比如

5V 、9V 、 12V 或 20V 等。

相 关适配器输 出的电压并不适合直接加载到 电池两端 ，而是需要先经过

待充电设备 （如终端 ）内的变换 电路进行变换 ，以得到待充电设备 （如终端 ）

内的电池所预期的充电电压和/或充电电流。所述充电电流可为直流电。

变换 电路用于对相 关适配器输 出的电压进行变换 ，以满足 电池所预期的

充电电压和/或充电电流的需求。

作 为一种示例 ，该变换 电路可指充电管理模块 ，例如终端 中的充电 I C ，

在 电池的充电过程 中，用于对 电池的充 电电压和/或充电电流进行管理。该变

换 电路具有 电压反馈模块的功能，和/或 ，具有 电流反馈模块的功能，以实现

对 电池的充电电压和/或充电电流的管理。

举例来说 ，电池的充电过程可 包括涓流充电阶段 、恒流充电阶段和恒压

充电阶段 中的至少一个。在涓流充电阶段 ，变换 电路可利用 电流反馈环使得

在涓流充 电阶段进入到 电池的电流满足 电池所预期的充电电流大小 （譬如第

一 充 电电流 ）。在恒流充 电阶段 ，变换 电路可利用 电流反馈环使得在恒流充

电阶段进入 电池的电流满足 电池所预期 的充 电电流大小 （譬如第二充 电电



流，该第二充电电流可大于第一充电电流 ）。在恒压充电阶段，变换电路可

利用电压反馈环使得在恒压充电阶段加载到电池两端的电压满足电池所预

期的充电电压大小。

作为一种示例，当相关适配器输出的电压大于电池所预期的充电电压

时，变换电路可用于对相关适配器输出的电压进行降压转换处理，以使降压

转换后得到的充电电压满足电池所预期的充电电压需求。作为又一种示例，

当相关适配器输出的电压小于电池所预期的充电电压时，变换电路可用于对

相关适配器输出的电压进行升压转换处理，以使升压转换后得到的充电电压

满足电池所预期的充电电压需求。

作为又一示例，以相关适配器输出 5V 恒定电压为例，当电池包括单个

电芯 （以锂电池电芯为例，单个电芯的充电截止电压为 4.2V ) 时，变换电路

( 例如 Buck 降压电路 ) 可对相关适配器输出的电压进行降压转换处理，以

使得降压后得到的充电电压满足电池所预期的充电电压需求。

作为又一示例，以相关适配器输出 5V 恒定电压为例，当相关适配器为

串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单电芯的电池 （以锂电池电芯为例，单个电芯的充电

截止电压为 4.2V ) 充电时，变换电路 （例如 Boost 升压电路 ）可对相关适配

器输出的电压进行升压转换处理，以使得升压后得到的充电电压满足电池所

预期的充电电压需求。

变换电路受限于电路转换效率低下的原因，致使未被转换部分的电能以

热量的形式散失，这部分热量会聚焦在待充电设备 （如终端 ）内部，而待充

电设备 （如终端 ）的设计空间和散热空间都很小 （例如，用户使用的移动终

端物理尺寸越来越轻薄，同时移动终端内密集排布了大量的电子元器件以提

升移动终端的性能 ），这不但提升了变换电路的设计难度，还会导致聚焦在

待充电设备 （如终端 ）内的热量很难及时散出，进而会引发待充电设备 （如

终端 ）的异常。

举例来说，比如，变换电路上聚集的热量，可能会对变换电路附近的电

子元器件造成热干扰，引发电子元器件的工作异常；和/或，比如，变换电路

上聚集的热量，可能会缩短变换电路及附近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和/或，比

如，变换电路上聚集的热量，可能会对电池造成热干扰，进而导致电池充放

电异常；和/或，比如，变换电路上聚集的热量，可能会导致待充电设备 （如

终端 ）的温度升高，影响用户在充电时的使用体验；和/或，比如，变换电路



上聚集的热量 ，可能会导致变换 电路 自身的短路 ，使得相 关适配器输 出的电

压直接加载在 电池 两端而引起 充 电异常 ，当电池长时间处于过压 充 电情况

下，甚至会 引发 电池的爆炸，具有一定的安全 隐患。

而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电源适配器能够获取 电池的状态信 息，电池的状

态信 息至少包括 电池 当前的电量信 息和/或 电压信 息，该 电源适配器根据获取

到的电池的状态信 息来调节电源适配器 自身的输 出电压 ，以满足 电池所预期

的充电电压和/或充电电流的需求，电源适配器调节后输 出的电压可直接加载

到 电池两端为电池充电 （下称 "直充 " ）。在一些 实施例 中，该 电源适配器输

出可为脉动波形的电压 。

该 电源适配器具有 电压反馈模块的功能和 电流反馈模块的功能，以实现

对 电池的充电电压和/或充电电流的管理。

该 电源适 配器根据获取到 的电池的状 态信 息来调节其 自身的输 出电压

可以指：该 电源适配器能够实时获取到 电池的状态信 息，并根据每次所获取

到的电池的实时状态信 息来调节 电源适配器 自身输 出的电压 ，以 满足 电池所

预期的充电电压和/或充电电流。

该 电源适 配器根据 实时获取到 的电池的状 态信 息来调节其 自身的输 出

电压可以指：随着充电过程 中电池的充 电电压不断上升 ，电源适配器能够获

取到充电过程 中不同时刻 电池的 当前状 态信 息，并根据 电池的当前状态信 息

来 实时调节 电源适配器 自身的输 出电压 ，以 满足 电池所预期的充 电电压和/

或充电电流的需求，电源适配器调节后输 出的电压可直接加载到 电池两端为

电池充电。

举例来说 ，电池的充电过程可 包括涓流充电阶段 、恒流充电阶段和恒压

充电阶段 中的至少一个。在涓流充电阶段 ，电源适配器可在涓流充电阶段输

出一第一充电电流对 电池进行充 电以满足 电池所预期的充电电流的需求 （在

一些 实施例 中，第一充 电电流可为脉动波形的电流 ）。在恒流充 电阶段 ，电

源适 配器可利用 电流反馈环使得在 恒流充 电阶段 由电源适 配器输 出且进入

到 电池的电流满足 电池所预期的充电电流的需求 （譬如第二充电电流，同样

可 以是脉动波形的电流，该第二充电电流可 大于第一充电电流，可以是恒流

充电阶段 的脉动波形的电流峰值 大于涓流充电阶段 的脉动波形的电流峰值 ，

而恒流充 电阶段 的恒流可 以 指 的是脉动波形 的电流峰值或平均值保持基 本

不变 ）。在恒压充 电阶段 ，电源适配器可利用 电压反馈环使得在恒压充 电阶



段 由电源适配器输 出到待充电设备 （如终端 ）的电压 （即脉动波形的电压 ）

保持恒定。

举例来说 ，本发 明实施例中提及的电源适配器可主要用于控制待充电设

备 （如终端 ）内电池的恒流充电阶段 。在其他 实施例中，待充电设备 （如终

端 ）内电池的涓流充电阶段和恒压充电阶段的控制功能也可由本发 明实施例

提及的电源适配器和待充电设备 （如终端 ）内额外的充电芯片来协 同完成；

相较于恒流充电阶段 ，电池在涓流充电阶段和恒压充电阶段接受的充电功率

较小，待充电设备 （如终端 ）内部充电芯片的效率转换损失和热量 累积是可

以接受的。需要说 明的是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提及的恒流充电阶段或恒流阶段

可以是指对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流进行控制的充电模 式，并非要求电源适配

器的输 出电流保持完全恒定不变，例如可以是泛指 电源适配器输 出的脉动波

形的电流峰值或平均值保持基本不变，或者是一个时间段保持基本不变。例

如 ，实际中，电源适配器在恒流充电阶段通常釆用分段恒流的方式进行充电。

分段恒¾ 充电 ( Multi-stage constant current charging ) 可具有 N 个恒¾ 阶

段 （N 为一个不小于 2 的整数 ），分段恒流充电以预定的充电电流开始第一

阶段充电，所述分段恒流充电的 N 个恒流阶段从第一阶段到第 (N-1) 个阶段

依次被执行 ，当恒流阶段 中的前一个恒流阶段转到下一个恒流阶段后 ，脉动

波形的电流峰值或平均值可变小；当电池电压到达充电终止 电压 阔值时，恒

流阶段 中的前一个恒流阶段会转到下一个恒流阶段 。相邻 两个恒流阶段之 间

的电流转换过程可以是渐变的，或，也可以是 台阶式的跳跃变化 。

进一步地 ，需要说 明的是 ，本发 明实施例中所使用到的 "终端 " 可 包括 ，

但不限于被设置成经由有线线路连接 (如经由公共交换 电话 网络 (PSTN) 、数

字用户线路 (DSL) 、数字电缆、直接 电缆连接 ，以及/或另一数据连接 /网络）和

/或经由（例如 ，针对蜂 窝网络、无线局域 网（WLAN)、诸如 DVB-H 网络的数

字电视 网络、卫星网络、AM-FM 广播发送器，以及/或另一通信终端的）无线

接 口接收/发送通信信号的装置。被设置成通过无线接 口通信的终端可以被称

为 "无线通信终端" 、"无线终端 " 以 及 /或 "移动终端 " 。移动终端的示例 包

括 ，但不限于卫星或蜂 窝电话 ；可 以组合蜂 窝无线电电话与数据处理、传真

以及数据通信能力的个人通信 系统 (PCS) 终端；可以包括无线电电话 、寻呼

机 、因特 网/ 内联 网接入 、Web 浏览器、记 事簿、 日历 以 及 /或全球定位 系统

(GPS) 接收器的 PDA; 以 及 常规膝上型和/或掌上型接收器或 包括无线电电话



收发器的其它电子装置。

此外 ，在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电源适配器输 出的脉动波形的电压直接加

载到终端的电池上以对 电池进行充电时，充 电电流是以脉动波例如馒头波的

形式表征 出来，可以理解是充电电流以间歇的方式为电池充电，该充电电流

的周期跟随输入 交流电例如交流电网的频率进行变化 ，例如 ，充电电流的周

期所对应 的频率为电网频率的整数倍或倒数倍 。并且 ，充 电电流以间歇的方

式为电池充电时，该充电电流对应 的电流波形可以是与电网同步的一 个或一

组脉冲组成。

作 为一种示例 ，本发 明实施例 电池在充电过程 中 （例如涓流充 电阶段 、

恒流充 电阶段和恒压充 电阶段 中的至少一个 ），可以接 受电源适配器输 出的

月永动直流电 （方向不变、幅值 大小随时间变 、交流电 （方向和幅值 大小

都随时间变化 ）或直流电 （即恒定直流，幅值 大小和方向都不随时间变化 ）。

相 关适配器的初级侧 包含多个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 ，这些液态铝质 电解 电

容存在如下缺点。第一 ，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体积较 大，导致适配器的体积较

大。第二 ，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的形状一般 为圓柱体 ，圓柱体 占用 电路板 的面

积大，导致适配器 内部 的电路板 的整体布线 困难 。第三 ，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

使用寿命有 限，导致适配器的使用寿命有 限。第四，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会 出

现爆浆现 象，爆浆之后 留出的电解液为导 电体 ，导致适配器存在安全 隐患。

为 了解决上文 问题 中的至少一个 ，如 图 2A 所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用

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包括 电源适配器 1 和终端 2。

电源适配器 1 包括第一整流单元 101 和第二整流单元 104。

第一整流单元 101 用于在充电的过程 中对输入 的交流电进行整流以输 出

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 。

第二整流单元 104 用于对初级辆合至次级的电压进行整流。第二整流单

元 104 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与第一脉动波形的周期相 同；或者第二整

流单元整流 104 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的包络与第一脉动波形的周期相 同。

终端 2 基 于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 为终端 2 内的电池 202 充 电。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电源适配器去掉 了初级侧 的用于整流的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 ，使得第一整流单元直接输 出脉动波形的电压 ，从 而减小了适配器的体

积。此外 ，初级侧的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的使用寿命较短 ，且容 易爆浆 ，去掉

初级侧的液态铝质 电解 电容可以很 大程度提 高适配器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 。



第二整流单元 104 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与第一脉动波形的周期相

同可以指第二整流单元 104 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与第一脉动波形 同

步。

第二整流单元 104 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的包络与第一脉动波形的

周期相 同可以指第二整流单元整流 104 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的包络与第一

脉动波形 同步。

应理解 ，第二整流单元 104 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或波形 包络可以

是完整的脉动波形 ，也可以是经过削峰处理之后得到的脉动波形（类似 T 形 ，

具体参见 图 16B )。

在一些实施例 中，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 出的电流可以直接作 为电源适配

器 1 的输 出电流进行输 出。在另一些实施例 中，可以对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

出的电流波形或 电流波形的包络进行各式各样 的波形变换 ，再将波形变换之

后得到的电流作 为电源适配器 1 的输 出电流。例如 ，可以将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 出的电压波形/电流波形变换成方波、三角波等波形 ，再输 出方波波形的电

流或三角波波形的电流。电流波形的变化方式可以有 多种 ，例如 ，可以在第

二整理单元 104 之后设 置开关、电容等器件 ，以更改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 出

的电流波形的形状 。

同理 ，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 出的电压可以直接作为电源适配器 1 的输 出

电压 ，也可以对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 出的电压波形或 电压 波形的包络进行格

式各样 的变换 ，再将波形变换之后得到的电压作为电源适配器 1的输 出电压 。

下文主要 以电源适配器 1 输 出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为例进行举例说 明，但本

发 明实施例不限于此。

应理解 ，本发 明实施例提到的一个或多个脉动波形的电压可以是非 负的

脉动波形 （如第一脉动波形 ），也可以是正 负交替的脉动波形 （如第二脉动

波形 ）。进一步地 ，本发 明实施例提到的一个或多个脉动波形具体可以指波

形从宏观或整体趋势来看呈脉动形式，从微观来看 ，脉动波形可以是连续变

化 的，也可以是非连续的。例如 ，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和第三脉动波形的电

压是经过开关单元 102 经过斩波处理之后得到的电压 ，如果不进行次级滤波

处理 ，从微观来看 ，该第二脉动波形或第三脉动波形可以是 由许 多小的不连

续的脉冲组合 而成 ，但从整体来看 ，该 电压 的波形仍是脉动形式的波形 ，因

此 ，本发 明实施例将这种从整体或宏观 角度呈现脉动 的波形也称为脉动波



形，换句话说，本发明实施例所说的一个或多个脉动波形的电压 可 以指电压

的包络呈脉动波形。进一步地，本发明实施例中的一个或多个脉动波形可以

是完整的脉动波形，也可以是经过削峰处理之后的脉动波形，例如，第三脉

动波形的电压的峰值可以是如图 16A 所示的完整的脉动波形，也可 以是如图

16B 所示的经过削峰处理之后的脉动波形。进一步地，在充电的过程中，电

池两端的电压对脉动波形的电压具有钳位作用，本发明实施例中的一个或多

个脉动波形可以指钳位之后形成的脉动波形 （具体波形如图 3 所示 ），如在

充电过程中，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可以是经过钳位之后的脉动波形。

下面参照附图来描述根据本发明实施例提 出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和

电源适配器、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

结合图 1A 至图 14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 出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包括

电源适配器 1和终端 2。

如图 2B 所示，电源适配器 1 包括：第一整流单元 101、开关单元 102、

变压器 103、第二整流单元 104、第一充电接 口 105、釆样单元 106 和控制单

元 107。第一整流单元 101 对输入的交流电 （市电，例如 AC220V ) 进行整

流以输出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例如馒头波电压，其中，如图 1A 所示，第一

整流单元 101 可以是四个二极管构成的全桥整流电路。开关单元 102 用于根

据控制信号对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调制，其中，开关单元 102 可由 MOS

管构成，通过对 MOS 管进行 PWM ( Pulse Width Modulation, 脉冲宽度调制 ）

控制以对馒头波电压进行斩波调制。变压器 103 用于根据调制后的所述第一

脉动波形的电压输出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第二整流单元 104 用于对所述第

二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整流以输出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其中，第二整流单

元 104 可由二极管或 MOS 管组成，能够实现次级同步整流，从而第三脉动

波形与调制后的第一脉动波形保持同步，需要说明的是，第三脉动波形与调

制后的第一脉动波形保持同步，具体是指第三脉动波形的相位与调制后的第

一脉动波形的相位保持一致，第三脉动波形的幅值与调制后的第一脉动波形

的幅值变化趋势保持一致。第一充电接 口 105 与第二整流单元 104 相连，釆

样单元 106用于对第二整流单元 104输出的电压和/或电流进行釆样以获得电

压釆样值和/或电流釆样值，控制单元 107 分别与釆样单元 106 和开关单元

102 相连，控制单元 107 输出控制信号至开关单元 102，并根据电压釆样值

和/或电流釆样值对控制信号的占空比进行调节，以使该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出的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满足充电需求。

如图 2B 所示，终端 2 包括第二充电接 口 201 和电池 202，第二充电接

口 201 与电池 202 相连，其中，当第二充电接 口 201 与第一充电接 口 105 连

接时，第二充电接 口 201 将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加载至电池 202，实现对电

池 202 的充电。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如图 1A 所示，电源适配器 1 可釆用反激式

开关电源。具体而言，变压器 103 包括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初级绕组的一

端与第一整流单元 101 的第一输出端相连，第一整流单元 101 的第二输出端

接地，初级绕组的另一端与开关单元 102 相连 （例如，该开关单元 102 为

MOS 管，则此处是指初级绕组的另一端与 MOS 管的漏极相连 ），变压器 103

用于根据调制后的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输出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

其中，变压器 103 为高频变压器，其工作频率可以为 50KHz-2MHz ，高

频变压器将调制后的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耦合到次级，由次级绕组进行输

出。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釆用高频变压器，可以利用高频变压器相较于低

频变压器 （低频变压器又被称为工频变压器，主要用于指市电的频率,比如，

50Hz 或者 60Hz 的交流电 ) 体积小的特点，从而能够实现电源适配器 1 的小

型化。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如图 1B 所示，上述电源适配器 1还可釆用

正激式开关电源。具体而言，变压器 103 包括第一绕组、第二绕组和第三绕

组，第一绕组的同名端通过一个反向二极管与第一整流单元 101 的第二输出

端相连，第一绕组的异名端与第二绕组的同名端相连后与第一整流单元 101

的第一输出端相连，第二绕组的异名端与开关单元 102 相连，第三绕组与第

二整流单元 104 相连。其中，反向二极管起到反削峰作用，第一绕组产生的

感应电动势通过反向二极管可以对反电动势进行限幅，并把限幅能量返回给

第一整流单元的输出，对第一整流单元的输出进行充电，并且流过第一绕组

中的电流产生的磁场可以使变压器的铁芯退磁，使变压器铁芯中的磁场强度

恢复到初始状态。变压器 103 用于根据调制后的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输出第

二月永动波形的电压。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如图 1C 所示，上述电源适配器 1还可釆用

推挽式开关电源。具体而言，所述变压器包括第一绕组、第二绕组、第三绕

组和第四绕组，所述第一绕组的同名端与所述开关单元相连，所述第一绕组



的异名端与所述第二绕组 的 同名端相连后 与所述第一整流单元 的第一输 出

端相连 ，所述第二绕组 的异名端与所述开关单元相连 ，所述第三绕组的异名

端与所述第四绕组的同名端相连 ，所述变压器用于根据调制后 的所述第一脉

动波形的电压输 出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 。

如 图 1C 所示，开关单元 102 包括第一 MOS 管 Q1 和第二 MOS 管 Q2，

变压器 103 包括第一绕组 、第二绕组 、第三绕组和第四绕组 ，第一绕组 的同

名端与开关单元 102 中的第一 MOS 管 Q1 的漏极相连 ，第一绕组的异名端

与第二绕组的同名端相连 ，且第一绕组的异名端与第二绕组的同名端之 间的

节点与第一整流单元 101 的第一输 出端相连 ，第二绕组的异名端与开关单元

10 中的第二 MOS 管 Q2 的漏极相连 ，第一 MOS 管 Q1 的源极与第二 MOS

管 Q2 的源极相连后与第一整流单元 101 的第二输 出端相连 ，第三绕组 的同

名端与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第一输入端相连 ，第三绕组的异名端与第四绕组

的同名端相连 ，且第三绕组的异名端与第四绕组的同名端之 间的节点接地 ，

第四绕组的异名端与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第二输入端相连。

如 图 1C 所示，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第一输入端与第三绕组 的同名端相

连 ，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第二输入端与第四绕组的异名端相连 ，第二整流单

元 104 用于对所述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整流以输 出第三脉动波形的电

压 。第二整流单元 104 可 包括 两个二极管 ，一个二极管的阳极与第三绕组的

一个二极管的阳极与第四绕组的异名端相连 ，两个二极管的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如 图 1D 所示，上述 电源适配器 1还可釆用

半桥式开关电源。具体 而言，开关单元 102 包括第一 MOS 管 Q l 、第二 MOS

管 Q2 和第一 电容 Cl 、第二 电容 C2，第一 电容 C1 与第二 电容 C2 串联后并

联在第一整流单元 101 的输 出端 ，第一 MOS 管 Q1 与第二 MOS 管 Q2 串联

后并联在第一整流单元 101 的输 出端 ，变压器 103 包括第一绕组 、第二绕组 、

第三绕组 ，第一绕组的同名端与 串联 的第一 电容 C1 和第二 电容 C2 之 间的

节点相连 ，第一绕组的异名端与 串联 的第一 MOS 管 Q1 和第二 MOS 管 Q2

之 间的节点相连 ，第二绕组的同名端与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第一输入端相连 ，

第二绕组 的异名端与第三绕组的同名端相连后接地 ，第三绕组的异名端与第

二整流单元 104 的第二输入端相连。变压器 103 用于根据调制后 的所述第一

脉动波形的电压输 出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如 图 1E 所示 ，上述 电源适配器 1 还可釆用

全桥式开关电源。具体 而言，开关单元 102 包括第一 MOS 管 Q l 、第二 MOS

管 Q2 和第三 MOS 管 Q3、第四 MOS 管 Q4，第三 MOS 管 Q3 与第四 MOS

管 Q4 串联后并联在第一整流单元 101 的输 出端 ，第一 M0S 管 Q 1 与第二

MOS 管 Q2 串联后并联在第一整流单元 101 的输 出端 ，变压器 103 包括第一

绕组 、第二绕组 、第三绕组 ，第一绕组 的同名端与 串联 的第三 M0S 管 Q3

与第四 M0S 管 Q4 之 间的节点相连 ，第一绕组 的异名端与 串联 的第一 M0S

管 Q 1 和第二 M0S 管 Q2 之 间的节点相连 ，第二绕组的同名端与第二整流单

元 104 的第一输入端相连 ，第二绕组 的异名端与第三绕组 的同名端相连后接

地 ，第三绕组的异名端与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第二输入端相连 。变压 器 103

用于根据调制后 的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输 出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 。

因此 ，在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上述 电源适配器 1 可釆用反激式开关电源、

正激式开关电源、推挽 式开关电源、半桥式开关电源和全桥式开关电源中的

任意一种来输 出脉动波形的电压 。

进一步地 ，如 图 1A 所示，第二整流单元 104 与变压器 103 的次级绕组

相连 ，第二整流单元 104 用于对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整流以输 出第三脉

动波形的电压 。其 中，第二整流单元 104 可 由二极管构成 ，实现次级 同步整

流，从 而第三脉动波形与调制后 的第一脉动波形保持 同步，需要说 明的是 ，

第三脉动波形与调制后 的第一脉动波形保持 同步，具体是指第三脉动波形的

相位与调制后 的第一脉动波形的相位保持一致 ，第三脉动波形的幅值与调制

后 的第一脉动波形的幅值 变化趋势保持一致 。第一充电接 口 105 与第二整流

单元 104 相连 ，釆样单元 106 用于对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 出的电压和/或 电流

进行釆样 以获得 电压釆样值和/或 电流釆样值 ，控制单元 107 分别与釆样单元

106 和开关单元 102 相连 ，控制单元 107 输 出控制信号至开关单元 102，并

根据 电压釆样值和/或 电流釆样值对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以使该第二

整流单元 104 输 出的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满足充电需求。

如 图 1A 所示 ，终端 2 包括第二充电接 口 201 和 电池 202 ，第二充 电接

口 201 与电池 202 相连 ，其 中，当第二充电接 口 201 与第一充电接 口 105 连

接 时，第二充电接 口 201 将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加载至电池 202 ，实现对 电

池 202 的充电。

其 中，需要说 明的是 ，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满足充电需求，是指第三脉



动波形的电压和电流需满足电池充电时的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也就是说，

控制单元 107 才艮据釆样到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的电压和/或电流来调节控制信
号例如 PWM 信号的占空比，实时地调整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输出，实现闭
环调节控制，从而使得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满足终端 2 的充电需求，保证电
池 202 被安全可靠地充电，具体通过 PWM 信号的占空比来调节输出到电池
202 的充电电压波形如图 3 所示，通过 PWM 信号的占空比来调节输出到电
池 202 的充电电流波形如图 4 所示。

可以理解的是，在对 PWM 信号的占空比进行调节时，可根据电压釆样

值、也可根据电流釆样值、或者根据电压釆样值和电流釆样值来生成调节指
令。

因此，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通过控制开关单元 102，直接对整流后的
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即馒头波电压进行 PWM 斩波调制，送到高频变压器，

通过高频变压器从初级辆合到次级，然后经过同步整流后还原成馒头波电压
/电流，直接输送到电池，实现对电池的快速充电。其中，馒头波的电压幅值，
可通过 PWM 信号的占空比进行调节，实现电源适配器的输出满足电池的充
电需求。由此可知，本发明实施例的电源适配器，取消初级、次级的电解电

容器，通过馒头波电压直接对电池充电，从而可以减小电源适配器的体积，

实现电源适配器的小型化，并可大大降低成本。
其中，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示例中，控制单元 107 可以为 MCU ( Micro

Controller Unit, 微控制处理器），即可以是集成有开关驱动控制功能、同步
整流功能、电压电流调节控制功能的微处理器。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控制单元 107 还用于根据电压釆样值和/或电
流釆样值对控制信号的频率进行调节，即可控制输出至开关单元 102的PWM

信号持续输出一段时间后再停止输出，停止预定时间后再次开启 PWM 信号

的输出，这样使得加载至电池的电压是断续的，实现电池断续充电，从而可
避免电池连续充电时发热严重而导致的安全隐患，提高了电池充电可靠性和

安全性。
对于锂电池而言，在低温条件下，由于锂电池自身离子和电子导电能力

的下降，充电过程中容易引起极化程度的加剧，持续充电的方式会使得这种
极化表现的愈加明显，同时也增加了析锂形成的可能性，从而影响电池的安
全性能。并且，持续的充电会引起由于充电而形成热的不断积累，造成电池



内部温度的不断上升，当温度超过一定限值时，会使得电池性能的发挥受到

限制，同时增加了安全隐患。

而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通过对控制信号的频率进行调节，使得电源适
配器间断性输出，即相当于在电池充电的过程中引入电池静置过程，能够緩

解持续充电中可能由极化引起的析锂现象，并且减弱生成热的持续积累的影

响，达到降温的效果，保证电池充电的可靠和安全。

其中，输出至开关单元 102 的控制信号可如图 5 所示，先持续一段时间

输出PWM 信号，然后停止输出一段时间，再持续一段时间输出PWM 信号，

实现输出至开关单元 102 的控制信号是间隔的，并且频率可调。
如图 1A 所示，控制单元 107 与第一充电接口 105 相连，控制单元 107

还用于通过第一充电接 口 105 与终端 2 进行通信以获取终端 2 的状态信息。

这样，控制单元 107 还用于根据终端的状态信息、电压釆样值和/或电流釆样

值对控制信号例如 PWM 信号的占空比进行调节。

其中，终端的状态信息可包括所述电池的电量、所述电池的温度、所述

电池的电压、所述终端的接口信息、所述终端的通路阻抗的信息等。

具体而言，第一充电接口 105 包括：电源线和数据线，电源线用于为电

池充电，数据线用于与终端进行通信。当第二充电接口 201 与第一充电接口
105 连接时，电源适配器 1与终端 2 之间可相互发送通信询问指令，并在接

收到相应的应答指令后，电源适配器 1与终端 2 之间建立通信连接，控制单

元 107 可以获取到终端 2 的状态信息，从而与终端 2 协商充电模式和充电参

数 （如充电电流、充电电压 ），并对充电过程进行控制。

其中，电源适配器和/或终端支持的充电模式可以包括普通充电模式和快

速充电模式。快速充电模式的充电速度大于普通充电模式的充电速度（例如，

快速充电模式的充电电流大于普通充电模式的充电电流 ）。一般而言，普通

充电模式可以理解为额定输出电压为 5V ，额定输出电流小于等于 2.5A 的充

电模式，此外，在普通充电模式下，电源适配器输出端口数据线中的 D+和
D-可以短路。而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快速充电模式则不同，本发明实施例的快

速充电模式下电源适配器可以利用数据线中的 D+和 D-与终端进行通信以实

现数据交换，即电源适配器与终端之间可相互发送快速充电指令：电源适配

器向终端发送快速充电询问指令，在接收到终端的快速充电应答指令后，根

据终端的应答指令，电源适配器获取到终端的状态信息，开启快速充电模式，



快速充电模式下的充电电流可以大于 2.5A ，例如，可以达到 4.5A ，甚至更

大。但本发明实施例对普通充电模式不作具体限定，只要电源适配器支持两

种充电模式，其中一种充电模式的充电速度 （或电流 ）大于另一种充电模式

的充电速度，则充电速度较慢的充电模式就可以理解为普通充电模式。

即言，控制单元 107 通过第一充电接 口 105 与终端 2 进行通信以确定充

电模式，其中，充电模式包括快速充电模式和普通充电模式。

具体地说，所述电源适配器与终端通过通用串行总线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接 口相连，该 USB 接 口可以是普通的 USB 接 口，也可以是 micro

USB 接 口。USB 接 口中的数据线即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用于所述电源

适配器和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该数据线可以是 USB 接 口中的 D+线和/

或 D -线，所谓双向通信可以指电源适配器和终端双方进行信息的交互。

其中，所述电源适配器通过所述 USB 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

双向通信，以确定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式为所述终端充电。

需要说明的是，在电源适配器与终端协商是否釆用快速充电模式为所述

终端充电的过程中，电源适配器可以仅与终端保持连接状态，不充电，也可

以釆用普通充电模式为终端充电，还可以釆用小电流为终端充电，本发明实

施例对此不作具体限定。

所述电源适配器将充电电流调整至所述快速充电模式对应的充电电流，

为所述终端充电。电源适配器确定釆用快速充电模式为终端充电之后，可 以

直接将充电电流调整至快速充电模式对应的充电电流，也可以与终端协商快

速充电模式的充电电流，例如，根据终端中的电池的当前电量来确定快速充

电模式对应的充电电流。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电源适配器并非盲 目地增大输 出电流进行快速充

电，而是需要与终端进行双向通信，协商是否可以釆用快速充电模式，与现

有技术相比，提升了快速充电过程的安全性。

可选地，作为一个实施例，控制单元 107 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

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以确定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式为所述终端充

电时，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一指令，所述第一指令用于询问所述

终端是否开启所述快速充电模式；所述控制单元从所述终端接收所述第一指

令的回复指令，所述第一指令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同意开启所述快

速充电模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指

令之前 ，所述 电源适配器与所述终端之 间通过所述普通充电模 式充 电，并在

所述控制单元确定所述普通充电模 式的充电时长大于预设 阔值后 ，向所述终

端发送所述第一指令 。

应理解 ，当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普通充电模 式的充 电时长大于预设 阔值

后 ，电源适配器可以认为终端 已经识别 自己为电源适配器，可以开启快充询

问通信 了。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釆用大于或等于预设 的

电流阔值 的充电电流充电预设 时长后 ，向所述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指令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

以控制所述 电源适 配器将充 电电流调整至所述快速 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

流，并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以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为所述终端充

电之前 ，所述控制单元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

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压 ，并控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

将充电电压调整至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压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控制单元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

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 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压

时，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指令 ，所述第二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 电

源适配器的当前输 出电压是否适合作为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充 电电压 ；所述

控制单元接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

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当前输 出电压合适 、偏 高或偏低 ；所述控

制单元根据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充 电电压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控制单元在控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充电

电流调整至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之前 ，还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¾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控制单元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

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 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

时，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三指令 ，所述第三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

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流；所述控制单元接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三指

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



充电电流；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 ，确定所述快速充电

模 式的充 电电流。

电源适 配器可 以直接将上述最 大充 电电流确定为快速充 电模 式的充 电

电流，或者将充 电电流设 置为小于该最大充电电流的某一 电流值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

所述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所述控制单元还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

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

器输 出至 电池的充电电流。

电源适 配器可 以不断询 问终端 的 当前状 态信 息，如询 问终端 的电池 电

压 、电池 电量等 ，从 而不断调整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充电电流。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控制单元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

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

适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充电电流时，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四指令 ，

所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所述控制单元接 收所

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

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所述控制单元才艮据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 ，通

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以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充电电流。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控制单元才艮据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 ，以

及预设 的电池电压值和充 电电流值 的对应 关系，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 以将

所述 电源适 配器输 出至 电池的的充 电电流调整至所述 电池的 当前 电压对应

的充电电；克值 。

具体地 ，电源适 配器可 以预先存储 电池 电压值和充 电电流值 的对应 关

系，电源适配器也可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

通信 ，从终端侧获取到存储在终端 内的电池 电压值和充 电电流值 的对应 关

系。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

所述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所述控制单元还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

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其 中，当确定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

接触不 良时，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退 出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确定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之前 ，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从所述终端接收用于指示所

述终端的通路 阻抗的信 息，其 中，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四指令 ，

所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电压 ；所述控制单元接收所述终

端发送的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

终端 内的电池的电压 ；所述控制单元才艮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和所述

电池的电压 ，确定所述 电源适配器到所述 电池的通路 阻抗 ；所述控制单元根

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到所述 电池的通路 阻抗 、所述终端的通路 阻抗 ，以及所述

电源适配器和所述终端之 间的充 电线线路 的通路 阻抗 ，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

终端可以预先记录其通路 阻抗 ，例如 ，同一型号的终端 由于结构一样 ，

在 出厂设 置时，将该终端的通路 阻抗设 置为 同一值 。同理 ，电源适配器可以

预先记录充电线路 的通路 阻抗 。当电源适配器获取到终端的电池两端的电压

时，就可以根据 电源适配器到 电池两端的压 降以及通路 的电流，确定整个通

路 的通路 阻抗 ，当整个通路 的通路 阻抗>终端的通路 阻抗+充电线路 的通路 阻

抗 ，或整个通路 的通路 阻抗 -(终端的通路 阻抗+充 电线路 的通路 阻抗)>阻抗 阔

值 时，可认为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接触不 良。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退 出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之

前 ，所述控制单元还 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五指令 ，所述第五指令用于指示所述

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接触不 良。

电源适配器发送完第五指令 ，可以退 出快速充电模 式或进行复位 。

以上从 电源适 配器的角度详 细描述 了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快速 充 电过

程 ，下面将从终端的角度描述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快速充电过程 。

应理解 ，终端侧描述的电源适配器与终端的交互及相 关特性 、功能等与

电源适配器侧的描述相应 ，为 了简洁，适 当省略重复的描述。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如 图 13 所示，终端 2 还 包括充 电控制开关

203 和控制器 204 ，充 电控制开关 203 例如 电子开关器件构成的开关电路连

接在第二充电接 口 201 与电池 202 之 间，充电控制开关 203 在控制器 204 的

控制下用于关断或开通 电池 202 的充 电过程 ，这样也可以从终端侧来控制 电

池 202 的充电过程 ，保证 电池 202 充电的安全可靠。

并且 ，如 图 14 所示 ，终端 2 还 包括通信单元 205 ，通信单元 205 用于通

过第二充电接 口 201 和第一充 电接 口 105 建立控制器 204 与控制单元 107 之



间的双向通信 。即终端 2 与电源适配器 1 可通过 USB 接 口中的数据线进行

双向通信 ，所述终端 2 支持普通充 电模 式和快速充 电模 式，其 中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的充电电流大于所述普通充电模 式的充 电电流，所述通信单元 205 与

所述控制单元 107 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 1确定使用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 2 充 电，以使所述控制单元 107 控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 1 按

照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进行输 出，为所述终端 2 内的电池 202

充电。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电源适配器 1并非盲 目地增 大输 出电流进行快速充电，

而是需要与终端 2 进行双向通信 ，协商是否可 以釆用快速充电模 式，与现有

技术相 比，提升 了快速充电过程 的安全性。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控制器通过通信单元接收所述控制单元

式；所述控制器通过通信单元 向所述控制单元发送所述第一指令 的回复指

令 ，所述第一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同意开启所述快速 充 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控制器通过通信单元接收所述控制单

元发送的第一指令之前 ，所述 电源适配器通过所述普通充 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充电，所述控制单元在确定所述普通充 电模 式的充电时长大于预设

阔值后 ，所述控制单元向终端 内的通信单元发送所述第一指令 ，所述控制器

通过通信单元接 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所述第一指令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进行输 出，以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充电之前 ，所述控制器通过通

信单元与所述控制单元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压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控制器接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第二指

令 ，所述第二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当前输 出电压是否适合作为所

述快速充 电模 式的充电电压 ；所述控制器向所述控制单元发送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当前输 出

电压合适 、偏 高或偏 氐。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控制器通过与所述控制单元进行双向通

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



其 中，所述控制器接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第三指令 ，所述第三指令用

于询 问所述终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流；所述控制器向所述控制单元发送

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

电池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流，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最大充电电流

确定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

所述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所述控制器通过与所述控制单元进行双向通信 ，以

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充电电流。

其 中，所述控制器接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用

于询 问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所述控制器向所述控制单元发送所述

第四 指令 的回 复指令 ，所述第四 指令 的回 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

的当前 电压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 电池的 当前 电压 ，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充电电流。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

所述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所述控制器通过通信单元与所述控制单元进行双向

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

是否接触不 良。

其 中，所述控制器接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用

于询 问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所述控制器向所述控制单元发送所述

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

的当前 电压 ，以便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和所述 电池

的 当前 电压 ，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是 否接触 不

良。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控制器接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第五指

令 ，所述第五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接触

不 良。

为 了开启和使用快速充电模 式，电源适配器可以与终端进行快充通信流

程 ，经过一次或多次握手协商，实现 电池的快速充电。下面结合 图 6，详 细

描述本发 明实施例的快充通信流程 ，以 及 快充过程 包括的各个阶段 。应理解 ，

图 6 示 出的通信步骤或操作仅是示例 ，本发 明实施例还可以执行其它操作或

者 图 6 中的各种操作 的变形。此外 ，图 6 中的各个阶段可以按照与 图 6 呈现



的不同的顺序来执行 ，并且也可能并非要执行 图 6 中的全部操作 。其 中，需

要说 明的是 ，图 6 中的曲线是充电电流的峰值或平均值 的变化趋势，并非是

实际充电电流曲线。

如 图 6 所示，快充过程可以包含五个阶段 ：

阶段 1:

终端与电源提供装置连接后 ，终端可以通过数据线 D + 、D -检测电源提

供装置的类型 ，当检测到 电源提供装置为电源适配器时，则终端吸收的电流

可以大于预设 的电流阔值 12 ( 例如可以是 1A )。当电源适配器检测到预设 时

长 （例如 ，可 以是连续 T 1 时间 ) 内电源适配器输 出电流大于或等于 12 时，

则电源适配器认 为终端对于电源提供装置的类型识别 已经完成 ，电源适配器

开启适配器与终端之 间的握手通信 ，电源适配器发送指令 1 ( 对应于上述第

一指令 ）询 问终端是否开启快速充电模 式 （或称为闪充 ）。

当电源适 配器收到终端 的回复指令指示终端不 同意开启快速 充 电模 式

时，则再次检 测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流，当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流在预设 的

连续时长 内 （例如 ，可 以是连续 T 1 时间 ）仍然大于或等于 12 时，再次发起

请求询 问终端是否开启快速充电模 式，重复阶段 1 的上述步骤 ，直到终端答

复 同意开启快速充电模 式，或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流不再满足 大于或等于 12

的条件 。

当终端 同意开启快充模 式后 ，快充充 电过程开启，快充通信 流程进入第

阶段 。

阶段 2 :

电源适配器输 出的馒头波电压可以包括多个档位 ，电源适配器向终端发

送指令 2 ( 对应于上述第二指令 ）询 问终端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是否 匹配

电池 当前 电压 （或是否合适 ，即是否适合作为快速充电模 式下的充 电电压 ），

即是否满足充电需求。

终端答复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偏 高或偏低或 匹配，如 电源适配器接收

到终端 关于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偏 高或偏低 的反馈 时，则控制单元通过调节

PWM 信号的 占空比将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调整一格档位 ，并再次向终端

发送指令 2，重新询 问终端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是否 匹配。

重复阶段 2 以上步骤直到终端答复电源适配器其输 出电压处于 匹配档位

后 ，进入第 3 阶段 。



阶段 3:

当电源适配器收到终端答复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匹配的反馈后，电源

适配器向终端发送指令 3 ( 对应于上述第三指令 ），询问终端当前支持的最大

充电电流，终端答复电源适配器其当前支持的最大充电电流值，并进入第 4

阶段。

阶段 4 :

电源适配器接收终端答复的当前支持的最大充电电流值的反馈后，电源

适配器可以设置其输出电流基准值，控制单元 107 根据该电流基准值调节

PWM 信号的占空比，使得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流满足终端充电电流需求，

即进入恒流阶段，这里的恒流阶段是指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流峰值或平均值

基本保持不变 （也就是说输出电流峰值或平均值的变化幅度很小，比如在输

出电流峰值或平均值的 5%范围内变化 )，即第三脉动波形的电流峰值在每个

周期保持恒定。

阶段 5:

当进入电流恒定变化阶段时，电源适配器每间隔一段时间发送指令 4( 对

应于上述第四指令 ），询问终端电池的当前电压，终端可以向电源适配器反

馈终端电池的当前电压，电源适配器可以才艮据终端关于终端电池的当前电压

的反馈，判断 USB 接触即第一充电接 口与第二充电接 口之间接触是否良好

以及是否需要降低终端当前的充电电流值。当电源适配器判断为 USB 接触

不良，发送指令 5 ( 对应于上述第五指令 ），之后复位以重新进入阶段 1。

可选地，在一些实施例中，在阶段 1 中，终端回复指令 1 时，指令 1对

应的数据中可以附带该终端的通路阻抗的数据 （或信息 ），终端通路阻抗数

据可以用于在阶段 5 判断 USB 接触是否良好。

可选地，在一些实施例中，在阶段 2 中，从终端同意启动快速充电模式，

到电源适配器将电压调整到合适值的时间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该时间

超出预定范围则终端可以判定为请求异常，进行快速复位。

可选地，在一些实施例中，在阶段 2 中，可以在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

调整到相较于电池当前电压高于 A V ( A V 约为 200~500mV) 时，终端对电源

适配器作出关于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合适/匹配的反馈。其中，在终端对电

源适配器作出关于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不合适（即偏高或偏低 ）的反馈时，

控制单元 107 根据电压釆样值对 PWM 信号的占空比进行调节，从而对电源



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进行调整。

可选地 ，在一些 实施例 中，在 阶段 4 中，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流值 的大

小调整速度可以控制一定范围之 内，这样可以避免 由于调整速度过快导致快

充异常 中断。

可选地 ，在一些 实施例 中，在 阶段 5 中，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流值 的大

小的变化幅度可以控制在 5% 以内，即可以认定为恒流阶段 。

可选地 ，在一些 实施例 中，在 阶段 5 中，电源适配器实时监测充电回路

阻抗 ，即通过测量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 、当前充 电电流及读取 的终端 电池

电压 ，监测整个充电回路 阻抗 。当测 出充电回路 阻抗>终端通路 阻抗+快充数

据线阻抗时，可以认为 USB 接触不 良，进行快充复位 。

可选地 ，在一些 实施例 中，开启快充模 式之后 ，电源适配器与终端之 间

的通信 时间间隔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之 内，避免 出现快充复位 。

可选地 ，在一些实施例 中，快速充电模 式 （或快速充电过程 ）的停止可

以分为可恢复的停止和不可恢复的停止 两种 ：

例如 ，当终端检测到 电池充满或 USB 接触不 良时，快充停止并复位 ，

进入 阶段 1，终端不 同意开启快速充 电模 式，快充通信流程不进入 阶段 2，

此时停止 的快充过程可以为不可恢复的停止 。

又例如 ，当终端和 电源适配器之 间出现通信异常时，快充停止并复位 以

进入 阶段 1，在满足 阶段 1 要求后 ，终端 同意开启快充模 式以恢复快充充 电

过程 ，此时停止 的快充过程可以为可恢复的停止 。

还例如 ，当终端检 测到 电池 出现异常时，快充停止并复位 以进入 阶段 1，

在进入 阶段 1 后 ，终端不同意开启快充模 式。直到 电池恢复正常，且满足 阶

段 1 要 求后 ，终端 同意开启快充以恢复快充过程 ，此时停止的快充过程可以

为可恢复的停止 。

需要特别说 明地 ，以上对 图 6 示 出的通信步骤或操作仅是示例 ，举例来

说 ，在阶段 1 中，终端与适配器进行连接后 ，终端与适配器之 间的握手通信

也可以由终端发起 ，即终端发送指令 1询 问适配器是否开启快速充 电模 式（或

称为 闪充 ），当终端接 收到 电源适配器的回复指令指示 电源适配器同意开启

快速充电模 式时，快速充 电过程开启。

需要特别说 明地 ，以上对 图 6 示 出的通信步骤或操作仅是示例 ，举例来

说 ，在阶段 5 之后 ，还可 包括一恒压充电阶段 ，即，在 阶段 5 中，终端可以



向电源适配器反馈终端 电池的 当前 电压 ，随着终端 电池的电压不断上升 ，当

所述终端 电池的 当前 电压 达到恒压充 电电压 阔值 时，充 电转入 恒压 充 电阶

段 ，控制单元 107 根据该 电压基 准值 （即恒压充电电压 阔值 ）调节 PWM 信

号的 占空比，使得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满足终端充电电压需求，即基本保

持 电压恒定变化 ，在恒压充电阶段 中，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电流下降至某

一 阔值 时停止充 电，此时标识 电池 已经被充满。其 中，这里的恒压充电指的

是第三脉动波形的峰值 电压基本保持恒定。

可以理解 的是 ，在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获取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是指

获取 的是第三脉动波形的峰值 电压或 电压平均值 ，获取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

流是指获取 的是第三脉动波形的峰值 电流或 电流平均值 。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如 图 7A 所示，电源适配器 1 还 包括： 串联

的可控开关 108 和滤波单元 109 ，串联 的可控开关 108 和滤波单元 109 与第

二整流单元 104 的第一输 出端相连 ，其 中，控制单元 107 还用于在确定充电

模 式为普通充电模 式时，控制可控开关 108 闭合 ，以 及 在确定充 电模 式为快

速充电模 式时，控制可控开关 108 断开。并且 ，在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输 出

端还并联一组或多组小电容 ，不仅可以起到降噪作用 ，还可以减少浪涌现 象

的发生。或者 ，在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输 出端还可连接有 L C 滤波电路或 π

型滤波电路 ，以滤除纹波干扰 。其 中，如 图 7Β 所示，在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输 出端连接有 L C 滤波电路 。需要说 明的是 ，L C 滤波电路或 π 型滤波电

路 中的电容都是 小电容 ，占用 空间很 小。

其 中，滤波单元 109 包括滤波电容 ，该滤波电容可支持 5V 的标充 ，即

对应普通充电模 式，可控开关 108 可 由半导体开关器件例如 MOS 管构成。

电源适配器釆用普通充电模 式 （或称标充 ）对终端 中的电池进行充 电时，控

制单元 107 控制可控开关 108 闭合 ，将滤波单元 109 接入 电路 ，从 而可以对

第二整流单元的输 出进行滤波，这样可以更好地兼容直流充电技术，即将直

流电加载至终端的电池，实现对 电池的直流充电。例如 ，一般情况下，滤波

单元 包括并联 的电解 电容和普通 电容 即支持 5V 标充的小电容 （如 固态电

容 ）。由于电解 电容 占用的体积 比较 大，为 了减少电源适配器的尺寸 ，可 以

去掉 电源适配器 内的电解 电容 ，保 留一个容值较 小的电容 。当使用普通充电

模 式时，可以控制该小电容所在支路导通 ，对 电流进行滤波，实现小功率稳

定输 出，对 电池直流充 电；当使用快速充 电模 式时，可以控制小电容所在支



路断开 ，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输 出不经过滤波，直接输 出脉动波形的电压/

电流，施加到 电池，实现 电池快速充电。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控制单元 107 还用于在确定充电模 式为快速

充 电模 式时根据终端的状 态信 息获取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和/或充

电电压 ，并根据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和/或充电电压对控制信号例如

PWM 信号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也就是说 ，在确定 当前充 电模 式为快速充电

模 式时，控制单元 107 根据获取 的终端的状 态信 息例如 电池的电压 、电量 、

温度 、终端的运行参数 、以及终端上运行 的应用程序 的耗 电信 息等获取快速

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和/或充 电电压 ，然后 居获取 的充电电流和/或充

电电压来调节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使得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满足充电需求，实

现 电池的快速充 电。

其 中，终端的状态信 息包括 电池的温度 。并且 ，当电池的温度 大于第一

预设温度 阔值或 电池的温度 小于第二预设温度 阔值 时，如果 当前充电模 式为

快速充电模 式，则将快速充电模 式切换 为普通充电模 式，其 中，第一预设温

度 阔值 大于第二预设温度 阔值 。即言，当电池的温度过低 （例如 ，对应 小于

第二预设温度 阔值 ）或过 高 （例如 ，对应 大于第一预设温度 阔值 ）时，均不

适合进行快充，所以需要将快速充电模 式切换为普通充电模 式。在本发 明的

实施例 中，第一预设温度 阔值和第二预设温度 阔值可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设定

或写入控制单元 （比如 ，电源适配器 MCU ) 的存储 中。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控制单元 107 还用于在 电池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高温保护 阔值 时控制开关单元 102 关断，即在 电池的温度超过 高温保护 阔

值 时，控制单元 107 需要釆用 高温保护策略 ，控制开关单元 102 处于断开状

态，使得 电源适配器停止给 电池充电，实现对 电池的高温保护 ，提 高了充 电

的安全性 。所述 高温保护 阔值与所述第一温度 阔值可以不同，也可以相 同。

优选地 ，所述 高温保护 阔值 大于所述第一温度 阔值 。

在本发 明的另一个 实施例 中，所述控制器还用于获取所述 电池的温度 ，

并在所述 电池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高温保护 阔值 时，控制所述充电控制开关关

断，即通过终端侧来关断充电控制开关，从 而关断电池的充 电过程 ，保证充

电安全 。

并且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获取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的温度 ，并在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保护温度 时，控制



所述开关单元关断。即在充电接口的温度超过一定温度时，控制单元 107 也

需要执行高温保护策略，控制开关单元 102 断开，使得电源适配器停止给电

池充电，实现对充电接口的高温保护，提高了充电的安全性。

当然，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控制器通过与所述控制单元进
行双向通信以获取所述第一充电接口的温度，并在所述第一充电接口的温度

大于预设的保护温度时，控制所述充电控制开关 （请参阅图 13 和图 14 ) 关

断，即通过终端侧来关断充电控制开关，关断电池的充电过程，保证充电安

全。

具体地，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如图 8 所示，电源适配器 1还包括

驱动单元 110 例如 MOSFET 驱动器，驱动单元 110 连接在开关单元 102 与

控制单元 107 之间，驱动单元 110 用于根据控制信号驱动开关单元 102 的开

通或关断。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驱动单元 110

也可集成在控制单元 107 中。

并且，如图 8 所示，电源适配器 1 还包括隔离单元 111，隔离单元 111

连接在驱动单元 110 与控制单元 107 之间，实现电源适配器 1 的初级和次级

之间的信号隔离 （或变压器 103 的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之间的信号隔离）。

其中，隔离单元 111 可以釆用光辆隔离的方式，也可釆用其他隔离的方式。

通过设置隔离单元 111，控制单元 107 就可设置在电源适配器 1 的次级侧（或

变压器 103 的次级绕组侧 ) , 从而便于与终端 2 进行通信，使得电源适配器 1

的空间设计变得更为简单、容易。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控制单元 107、驱动

单元 110 均可以设置在初级侧，这时可在控制单元 107 与釆样单元 106 之间

设置隔离单元 111 实现电源适配器 1 的初级和次级之间的信号隔离。

并且，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控制单元 107 设置在次级

侧时，需要设置隔离单元 111，隔离单元 111 也可集成在控制单元 107 中。

也就是说，在初级向次级传递信号或次级向初级传递信号时，通常需要设置

隔离单元来进行信号隔离。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如图 9 所示，电源适配器 1还包括辅助绕组
和供电单元 112，辅助绕组根据调制后的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生成第四脉动

波形的电压，供电单元 112 与辅助绕组相连，供电单元 112 ( 例如包括滤波

稳压模块、电压转换模块等 ）用于对第四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转换以输出直



流电，分别给驱动单元 110 和/或控制单元 107 供电。供电单元 112 可以是由

滤波小电容、稳压芯片等器件构成，实现对第四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处理、

转换，输出 3.3V 或 5V 等低电压直流电。

也就是说，驱动单元 110 的供电电源可以由供电单元 112 对第四脉动波

形的电压转换得到，控制单元 107 设置在初级侧时，其供电电源也可以由供

电单元 112 对第四脉动波形的电压转换得到。其中，如图 9 所示，控制单元

107 设置在初级侧时，供电单元 112 提供两路直流电输出，以分别给驱动单

元 110 和控制单元 107 供电，在控制单元 107 与釆样单元 106 之间设置光辆

隔离单元 111 实现电源适配器 1 的初级和次级之间的信号隔离。

当控制单元 107 设置在初级侧且集成有驱动单元 110 时，供电单元 112

单独给控制单元 107 供电。当控制单元 107 设置在次级侧、驱动单元 110 设

置在初级侧时，供电单元 112 单独给驱动单元 110 供电，控制单元 107 的供

电由次级提供例如通过一个供电单元将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出的第三脉动波

形的电压转换为直流电源来供给控制单元 107 。

并且，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第一整流单元 101 的输出端还并联有多个

小电容，起到滤波作用。或者，第一整流单元 101 的输出端连接有 L C 滤波

电路。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中，如图 10 所示，电源适配器 1 还包括第一

电压检测单元 113，第一电压检测单元 113 分别与辅助绕组和控制单元 107

相连，第一电压检测单元 113 用于检测第四脉动波形的电压以生成电压检测

值，其中，控制单元 107 还用于根据电压检测值对控制信号的占空比进行调

节。
也就是说，控制单元 107 可根据第一电压检测单元 113 检测到的辅助绕

组输出的电压来反映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出的电压，然后根据电压检测值对

控制信号的占空比进行调节，使得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输出匹配电池的充电

需求。
具体而言，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如图 11 所示，釆样单元 106 包

括：第一电流釆样电路 1061 和第一电压釆样电路 1062 。其中，第一电流釆

样电路 1061 用于对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出的电流进行釆样以获得电流釆样

值，第一电压釆样电路 1062 用于对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出的电压进行釆样

以获得电压釆样值。



可选地 ，第一 电流釆样 电路 1061 可通过对连接在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

第一输 出端的电阻（检 流电阻 ）上的电压进行釆样 以实现对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 出的电流进行釆样 。第一 电压釆样 电路 1062 可通过对第二整流单元 104

的第一输 出端和第二输 出端之 间的电压进行釆样 以实现对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 出的电压进行釆样 。

并且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如 图 11 所示 ，第一 电压釆样 电路 1062

包括峰值 电压釆样保持单元 、过零釆样单元 、泄放单元和 A D 釆样单元 。峰

值 电压 釆样保持单元用 于对 第三脉动波形 的 电压 的峰值 电压进行釆样 并保

持 ，过零釆样单元用于对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 的过零点进行釆样 ，泄放单元

用于在过零点时对峰值 电压釆样保持单元进行泄放 ，A D 釆样单元用于对峰

通过在第一 电压釆样 电路 1062 中设 置峰值 电压釆样保持单元 、过零釆

样单元 、泄 放 单元和 A D 釆样单元 ，从 而 能够 实现对第二整流单元 104 输 出

的电压 实现精确釆样 ，并保证 电压釆样值 能够与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保持 同

步，即相位 同步 ，幅值 变化趋势保持一致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如 图 12 所示 ，电源适配器 1 还 包括第二 电

压釆样 电路 114, 第二 电压釆样 电路 114 用于釆样第一脉动波形 的电压 ，第

二 电压釆样 电路 114 与控制单元 107 相连 ，其 中，在第二 电压釆样 电路 114

釆样到 的电压值 大于第一预设 电压值 时，控制单元 107 控制开关单元 102 开

通第一预设 时间以对 第一脉动 波形 中的浪 涌电压 、尖峰 电压 等进行放 电工

作 。

如 图 12 所示 ，第二 电压釆样 电路 114 可连接到第一整流单元 101 的第

一输 出端和第二输 出端 ，实现对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釆样 ，控制单元 107

对第二 电压釆样 电路 114 釆样到 的电压值进行判断，如果第二 电压釆样 电路

114 釆样到的电压值 大于第一预设 电压值 ，则说 明电源适配器 1 受到雷击干

扰 ，出现浪 涌电压 ，此时需要把浪 涌电压 泄放掉 ，来保证充 电的安全可靠 ，

控制单元 107 控制开 关单元 102 开通一段 时间，形成泄放通路 ，将 由雷击造

成的浪 涌电压 泄放 ，防止雷击对 电源适 配器给终端充 电时造成的干扰 ，有效

地提 高终端充 电时的安全可靠性 。其 中，第一预设 电压值可根据 实际情况进

行标定。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在 电源适 配器 1 给终端 的电池 202 充 电的



过程 中，控制单元 107 还用于在釆样单元 106 釆样到的电压值 大于第二预设

电压值 时，控制开关单元 102 关断，即言，控制单元 107 还对釆样单元 106

釆样到的电压值 的大小进行判断，如果釆样单元 106 釆样到的电压值 大于第

二预设 电压值 ，则说 明电源适配器 1 输 出的电压过 高，此时控制单元 107 通

过控制开关单元 102 关断，使得 电源适配器 1停止给终端 2 的电池 202 充电，

即，控制单元 107 通过控制开关单元 102 的关断来实现 电源适配器 1 的过压

保护 ，保证充电安全 。

当然，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所述控制器 204 通过与所述控制单元

107 进行双向通信 以获取所述釆样单元 106 釆样到的电压值（图 13 和 图 14 )，

并在所述釆样单元 106 釆样到的电压值 大于第二预设 电压值 时，控制所述充

电控制开关 203 关断，即通过终端 2 侧来关断充电控制开关 203 ，进而关断

电池 202 的充电过程 ，保证充电安全 。

并且 ，控制单元 107 还用于在釆样单元 106 釆样到的电流值 大于预设 电

流值 时，控制开关单元 102 关断，即言，控制单元 107 还对釆样单元 106 釆

样到的电流值 大小进行判断，如果釆样单元 106 釆样到的电流值 大于预设 电

流值 ，则说 明电源适配器 1 输 出的电流过大，此时控制单元 107 通过控制开

关单元 102 关断，使得 电源适配器 1 停止给终端充电，即，控制单元 107 通

过控制开关单元 102 的关断来实现 电源适配器 1 的过流保护 ，保证充电安全 。

同样地 ，所述控制器 204 通过与所述控制单元 107 进行双向通信 以获取

釆样单元 106 釆样到的电流值 （图 13 和 图 14 )，并在所述釆样单元 106 釆样

到的电流值 大于预设 电流值 时，控制所述充 电控制开关 203 关断，即通过终

端 2 侧来关断充电控制开关 203 ，进而关断电池 202 的充 电过程 ，保证充电

安全 。

其 中，第二预设 电压值和预设 电流值 均可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设定或写入

控制单元（比如 ，电源适配器 1 的控制单元 107 中，例如微控制处理器 MCU )

的存储 中。

在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终端可以为移动终端例如手机 、移动 电源例如充

电宝、多媒体播放 器、笔记本 电脑 、穿戴式设备等。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 ，通过控制 电源适配器输 出第

三脉动波形的电压 ，并将 电源适配器输 出的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直接加载至

终端的电池，从 而可 实现脉动的输 出电压/电流直接对 电池进行快速充电。其



中，脉动的输 出电压/电流的大小周期性变换 ，与传统的恒压恒流相 比，能够

降低锂 电池的析锂现 象，提 高电池的使用寿命 ，并且还 能够减少充电接 口的

触点的拉弧的概率和强度 ，提 高充电接 口的寿命 ，以 及 有利于降低 电池的极

化效应 、提 高充电速度 、减少电池的发热 ，保证终端充电时的安全可靠。此

夕卜，由于电源适配器输 出的是脉动波形的电压 ，从 而无需在 电源适配器中设

置电解 电容 ，不仅可以实现 电源适配器的简单化 、小型化 ，还可大大降低成

本。

并且 ，本发 明的实施例还提 出了一种 电源适配器，该 电源适配器包括 ：

第一整流单元 ，所述第一整流单元用于对输入 的交流电进行整流以输 出第一

脉动波形的电压 ；开关单元 ，所述开关单元用于根据控制信号对所述第一脉

动波形的电压进行调制；变压 器，所述变压器用于根据调制后 的所述第一脉

动波形的电压输 出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 ；第二整流单元 ，所述第二整流单元

用于对所述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整流以输 出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 ；第一

充电接 口，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整流单元相连 ，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

用于在与终端的第二充电接 口连接 时，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将所述第三脉

动波形的电压加载至所述终端的电池，其 中，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述 电池

相连；釆样单元 ，所述釆样单元用于对所述第二整流单元输 出的电压和/或 电

流进行釆样 以获得 电压釆样值和/或 电流釆样值 ；控制单元 ，所述控制单元分

别与所述釆样单元和所述开关单元相连 ，所述控制单元输 出所述控制信号至

所述开关单元 ，并根据所述 电压釆样值和/或 电流釆样值对所述控制信号的 占

空比进行调节，以使所述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 满足所述终端的充电需求。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电源适配器，通过第一充电接 口输 出第三脉动波形

的电压 ，并通过终端的第二充 电接 口将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直接加载至终端

的电池 ，从 而可 实现脉动的输 出电压/电流直接对 电池进行快速充电。其 中，

脉动的输 出电压/电流的大小周期性变换 ，与传统的恒压恒流相 比，能够降低

锂 电池的析锂现 象，提 高电池的使用寿命 ，并且还 能够减少充电接 口的触点

的拉弧的概率和强度 ，提 高充 电接 口的寿命 ，以及有利于降低 电池的极化效

应 、提 高充电速度 、减少电池的发热，保证终端充电时的安全可靠。此外 ，

由于输 出的是脉动波形的电压 ，从 而无需设 置电解 电容 ，不仅可以实现 电源

适配器的简单化 、小型化 ，还可 大大降低成本。

图 15 为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的流程 图。如 图 15 所



示，该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5 1, 当电源适配器的第一充电接 口与终端的第二充电接 口连接时，对输

入到电源适配器的交流电进行一次整流以输出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

即言，通过电源适配器中的第一整流单元对输入的交流电 （即市电，例

如 220V 、 50Hz 或 60Hz ) 的交流市电进行整流，并输出第一脉动波形的电

压 （例如 100Hz 或 120Hz ) 的馒头波电压。

52, 通过控制开关单元以对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调制，并通过变压

器的变换以输出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

其中，开关单元可由 MOS 管构成，通过对 MOS 管进行 PWM 控制以对

馒头波电压进行斩波调制。然后，由变压器将调制后的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

耦合到次级，由次级绕组进行输 出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可釆用高频变压器进行变换，这样变压器的体积

可以很小，从而能够实现电源适配器大功率、小型化设计。

S3，对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二次整流以输 出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

其中，可通过第二充电接 口将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加载至终端的电池，实现

对终端电池的充电。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通过第二整流单元对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进

行二次整流，第二整流单元可由二极管或 MOS 管构成，实现次级同步整流，

从而调制后的第一脉动波形与第三脉动波形保持 同步。

S4, 对二次整流后的电压和/或电流进行釆样以获得电压釆样值和/或电

流釆样值。

S5 , 根据电压釆样值和/或电流釆样值对控制开关单元的控制信号的占

空比进行调节，以使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满足充电需求。

需要说明的是，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满足充电需求，是指第三脉动波形

的电压和电流需满足电池充电时的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也就是说，可根据

釆样到的电源适配器输 出的电压和/或电流来调节控制信号例如 PWM 信号

的占空比，实时地调整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实现闭环调节控制，从而使得第

三脉动波形的电压满足终端的充电需求，保证电池安全可靠地充电，具体通

过 PWM 信号的占空比来调节输出到电池的充电电压波形如图 3 所示，通过

PWM 信号的占空比来调节输出到电池的充电电流波形如图 4 所示。

因此，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通过控制开关单元直接对全桥整流后的第



一脉动波形的电压 即馒 头波电压进行 PWM 斩波调制 ，送到 高频变压器，通

过 高频变压 器从初级辆合到次级 ，然后 经过 同步整流后还原成馒 头波电压 /

电流，直接输送到终端的电池，实现 电池快速充电。其 中，馒头波的电压 幅

值 ，可通过 PWM 信号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实现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满足 电池

的充电需求。由此可以取 消电源适配器中初级 、次级的电解 电容器，通过馒

头波电压直接对 电池充电，从 而可以减小电源适配器的体积 ，实现 电源适配

器的小型化 ，并可大大降低成本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还根据 电压釆样值和/或 电流釆样值对控制信

号的频率进行调节，即可控制输 出至开关单元的 PWM 信号持续输 出一段 时

间后再停止输 出，停止预定时间后再次开启 PWM 信号的输 出，这样使得加

载至电池的电压是断续的，实现 电池断续充 电，从 而可避免 电池连续充 电时

发热严重而导致 的安全 隐患，提 高了电池充 电可靠性和安全性。其 中，输 出

至开关单元的控制信号可如 图 5 所示。

进一步地 ，上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还 包括 ：通过第一充 电接 口与终

端进行通信 以获取终端的状态信 息，以根据终端的状态信 息、电压釆样值和

/或 电流釆样值对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

也就是说 ，当第二充电接 口与第一充电接 口连接 时，电源适配器与终端

之 间可相互发送通信询 问指令 ，并在接收到相应 的应答指令后 ，电源适配器

与终端之 间建立通信连接 ，这样可以获取到终端的状态信 息，从 而与终端协

商充电模 式和充 电参数 （如充 电电流、充电电压 ），并对充 电过程进行控制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还通过变压器的变换 以生成第四脉动波形的

电压 ，并检测第四脉动波形的电压 以生成 电压检测值 ，以根据 电压检测值对

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

具体 而言，变压器中还可设置有辅助绕组 ，辅助绕组可根据调制后 的第

一脉动波形的电压生成第四脉动波形的电压 ，这样 ，通过检测第四脉动波形

的电压可以反映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 ，从 而根据 电压检 测值对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 ，使得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匹配电池的充 电需求。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对二次整流后 的电压进行釆样 以获得 电压釆

样值 ，包括：对所述二次整流后 的电压 的峰值 电压进行釆样并保持 ，并对所

述二次整流后 的电压 的过零点进行釆样 ；在所述过零点时对所述峰值 电压进

行釆样并保持 的峰值 电压釆样保持单元进行泄放 ；对所述峰值 电压釆样保持



适配器输 出的电压 实现精确釆样 ，并保证 电压釆样值 能够与第一脉动波形的

电压保持 同步，即相位和幅值 变化趋势保持一致 。

进一步地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上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还 包

括：釆样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 ，并在釆样到的电压值 大于第一预设 电压

值 时控制所述开 关单元开通第一预设 时间以对第一脉动波形 中的浪 涌电压

进行放 电工作 。

通过对第一脉动波形 的电压进行釆样 ，然后对釆样到的电压值进行判

断，如果釆样到的电压值 大于第一预设 电压值 ，则说 明电源适配器受到雷击

干扰 ，出现浪 涌电压 ，此时需要把浪涌电压泄放掉 ，来保证充 电的安全可靠，

需要控制开关单元开通一段 时间，形成泄放通路 ，将 由雷击造成的浪涌电压

泄放 ，防止雷击对 电源适配器给终端充电时造成的干扰 ，有效地提 高终端充

电时的安全可靠性。其 中，第一预设 电压值可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标定。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还通过第一充电接 口与终端进行通信 以确定

充电模 式，并在确定充电模 式为快速充电模 式时根据终端的状态信 息获取快

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和/或充电电压 ，以根据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

电流和/或充电电压对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其 中，充电模 式包括快速

充电模 式和普通充电模 式。

也就是说 ，在确定 当前充电模 式为快速充电模 式时，可根据获取 的终端

的状态信 息例如 电池的电压 、电量 、温度 、终端的运行参数 、以及终端上运

行 的应用程序 的耗 电信 息等获取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和/或充 电电

压 ，然后才艮据获取 的充电电流和/或充电电压来调节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使得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满足充 电需求 ，实现 电池的快速充电。

其 中，终端的状态信 息包括 电池的温度 。并且 ，当所述 电池的温度 大于

第一预设温度 阔值或所述 电池的温度 小于第二预设温度 阔值 时，如果 当前充

电模 式为快速充 电模 式，则将快速充电模 式切换为普通充电模 式，其 中，所

述第一预设温度 阔值 大于所述第二预设温度 阔值 。即言，当电池的温度过低

( 例如 ，对应 小于第二预设温度 阔值 ）或过 高 （例如 ，对应 大于第一预设温

度 阔值 ）时，均不适合进行快充，所以需要将快速充电模 式切换 为普通充电

模 式。在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第一预设温度 阔值和第二预设温度 阔值可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标定。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当所述 电池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高温保护 阔值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关断，即在 电池的温度超过 高温保护 阔值 时，需要釆

用 高温保护策略 ，控制开关单元断开 ，使得 电源适配器停止给 电池充 电，实

现对 电池的高温保护 ，提 高了充 电的安全性 。所述 高温保护 阔值与所述第一

温度 阔值可以不 同，也可以相 同。优选地 ，所述 高温保护 阔值 大于所述第一

温度 阔值 。

在本发 明的另一个 实施例 中，所述终端还获取所述 电池的温度 ，并在所

述 电池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高温保护 阔值 时，控制所述 电池停止充 电，即可以

通过终端侧来关断充电控制开关，从 而关断电池的充电过程 ，保证充电安全 。

并且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该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还 包括：获取

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的温度 ，并在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保护温

度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关断。即在充电接 口的温度超过一定温度 时，控制

单元也需要执行 高温保护策略 ，控制开关单元断开 ，使得 电源适配器停止给

电池充电，实现对充电接 口的高温保护 ，提 高了充电的安全性。

当然，在本发 明的另一个 实施例 中，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

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获取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的温度 ，并在所述第

一充电接 口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保护温度 时，控制所述 电池停止充 电。即可以

通过终端侧来关断充电控制开关，从 而关断电池的充电过程 ，保证充电安全 。

并且 ，在 电源适配器给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当电压釆样值 大于第二预设

电压值 时，控制开关单元 关断。即言，在 电源适配器给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

还对 电压釆样值 的大小进行判断，如果 电压釆样值 大于第二预设 电压值 ，则

说 明电源适配器输 出的电压过 高，此时通过控制开关单元 关断，使得 电源适

配器停止给终端充电，即，通过控制开关单元的关断来 实现 电源适配器的过

压保护 ，保证充 电安全 。

当然，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

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获取所述 电压釆样值 ，并在所述 电压釆样值 大

于第二预设 电压值 时，控制所述 电池停止充 电，即可以通过终端侧来关断充

电控制开关，从 而关断电池的充 电过程 ，保证充 电安全 。

在本发 明的一个 实施例 中，在 电源适配器给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当所述

电流釆样值 大于预设 电流值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关断。即言，在 电源适配

器给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还对 电流釆样值 的大小进行判断，如果 电流釆样值



大于预设 电流值 ，则说 明电源适配器输 出的电流过 大，此时通过控制开关单

元关断，使得 电源适配器停止给终端充 电，即，通过控制开关单元的关断来

实现 电源适配器的过流保护 ，保证充电安全 。

同样地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

信 以获取所述 电流釆样值 ，并在所述 电流釆样值 大于预设 电流值 时，控制所

述 电池停止充电，即可以通过终端侧来关断充电控制开关，从 而关断电池的

充电过程 ，保证充电安全 。

其 中，第二预设 电压值和预设 电流值均可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标定。

在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所述终端的状态信 息可 包括所述 电池的电量 、所

述 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的电压/电流、所述终端的接 口信 息、所述终端的通

路 阻抗的信 息等 。

具体地说 ，所述 电源适配器与终端可通过 USB 接 口相连 ，该 USB 接 口

可以是普通的 USB 接 口，也可以是 micro USB 接 口。USB 接 口中的数据线

即第一充 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用于所述 电源适配器和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

该数据线可以是 USB 接 口中的 D +线和/或 D -线 ，所谓双向通信可以指 电源

适配器和终端双方进行信 息的交互。

其 中，所述 电源适配器通过所述 USB 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

双向通信 ，以确定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 电。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 电源适配器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

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电时，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一指令 ，所述第一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端是否

开启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所述 电源适配器从所述终端接收所述第一指令 的回

复指令 ，所述第一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同意开启所述快速充电

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所述第一

指令之前 ，所述 电源适配器与所述终端之 间通过所述普通充 电模 式充电，并

在确定所述普通充电模 式的充电时长大于预设 阔值后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

述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指令 。

可以理解的是 ，当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普通充电模 式的充电时长大于预

设 阔值后 ，电源适配器可以认为终端 已经识别 自己为电源适配器，可以开启

快充询 问通信 了。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还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以控制所述 电源适

配器将充 电电流调整至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并在所述 电源适

配器以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为所述终端充电之前 ，通过所述第

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

电压 ，并控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充 电电压调整至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压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

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压 ，包括：所述 电源适配

器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指令 ，所述第二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 当前

输 出电压是否适合作为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充电电压 ；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收

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

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当前输 出电压合适 、偏 高或偏低 ；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

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充 电电压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控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充电电流调整至所

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之前 ，还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

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

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包括：所述 电源适配

器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三指令 ，所述第三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端 当前支持 的最

大充 电电流；所述 电源适 配器接 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

令 ，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流；

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 ，确定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的充

电电¾ 。

电源适 配器可 以直接将上述最 大充 电电流确定为快速充 电模 式的充 电

电流，或者将充 电电流设 置为小于该最大充电电流的某一 电流值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

所述终端充 电的过程 中，还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

信 ，以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 电池的充电电

流。

其 中，电源适配器可以不断询 问终端的 当前状 态信 息，从 而不断调整充

电电流，如询 问终端的电池电压 、电池电量等。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

双向通信 ，以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

充电电流，包括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

用于询 问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 当前 电压 ；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收所述终端发送

的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

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才艮据所述 电池的 当前 电压 ，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 以调

整所述充 电电流。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才艮据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 ，通过控制所

述开关单元以调整所述充 电电流，包括 ：根据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 ，以及预

设 的电池 电压值和充电电流值 的对应 关系，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以将所述

电源适 配器输 出至 电池的充 电电流调整至所述 电池的 当前 电压对应 的充 电

电流值 。

具体地 ，电源适 配器可 以预先存储 电池 电压值和充 电电流值 的对应 关

系。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

所述终端充 电的过程 中，还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

信 ，以确定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其 中，

当确定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接触不 良时，控制所述 电

源适配器退 出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确定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之前 ，所述 电源适配器从所述终端接 收用于指示所述终

端的通路 阻抗的信 息，其 中，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第四指令 ，所

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电压 ；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收所述终

端发送的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

终端 内的电池的电压 ；根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和所述 电池的电压 ，

确定所述 电源适配器到所述 电池的通路 阻抗；以及根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到所

述 电池的通路 阻抗 、所述终端的通路 阻抗 ，以 及 所述 电源适配器和所述终端

之 间的充 电线线路 的通路 阻抗 ，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

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控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退 出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之前 ，还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五指令 ，所述第五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第一充电



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接触不 良。

电源适配器发送完第五指令 ，可以退 出快速充电模 式或进行复位 。

以上从 电源适 配器的角度详 细描述 了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 的快速 充 电过

程 ，下面将从终端的角度描述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快速充电过程 。

在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所述终端支持普通充电模 式和快速充电模 式，其

中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充 电电流大于所述普通充电模 式的充 电电流，所述终

端通过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 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 所述 电源适

配器确定使用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电，其 中，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

照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进行输 出，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充电。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

适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使用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为所

述终端充 电，包括：所述终端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一指令 ，所述第

适配器发送所述第一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一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

述终端 同意开启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终端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一

指令之前 ，所述终端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之 间通过所述普通充 电模 式充电，所

述 电源适配器在确定所述普通充 电模 式的充电时长大于预设 阔值后 ，所述终

端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所述第一指令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进行输 出，以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充电之前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

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所

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压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

适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压 ，包括 ：所述终端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二指令 ，所述第二指

令用于询 问所述 电源适 配器的 当前输 出电压是 否适合作 为所述快速 充 电模

式的充电电压 ；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

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 当前输 出电压合适 、偏

高或偏低 。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终端从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 收所述快速



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充 电之前 ，所述终端通过所

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

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

其 中，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

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包括：所

述终端接 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三指令 ，所述第三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

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流；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流，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最大充电电流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对应 的充 电电流。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

所述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

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

充电电 。

其 中，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

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充 电电流，

包括：所述终端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所述第四

指令 的回 复指令 ，所述第四 指令 的回 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

前 电压 ，以便根据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 ，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电

池的充 电电流。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

所述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

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

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

其 中，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

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是

否接触不 良，包括：所述终端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四指令 ，所述第

四 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

发送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



和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 ，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是

否接触不 良。

可选地 ，作为一个 实施例 ，所述终端还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五

指令 ，所述第五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接

触不 良。

为 了开启和使用快速充电模 式，电源适配器可以与终端进行快充通信流

程 ，经过一次或多次握手协商，实现 电池的快速充电。具体可参见 图 6，为

详细地描述本发 明实施例的快充通信流程 ，以及 快充过程 包括的各个阶段 。

应理解 ，图 6 示 出的通信步骤或操作仅是示例 ，本发 明实施例还 可 以执行其

它操作或者 图 6 中的各种操作 的变形。此外 ，图 6 中的各个阶段 可 以按照与

图 6 呈现的不同的顺序来执行 ，并且也可能并非要执行 图 6 中的全部操作 。

综上所述 ，根据本发 明实施例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通过控制 电源适

配器输 出满足充 电需求的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 ，并将 电源适配器输 出的第三

脉动波形的电压直接加载至终端的电池 ，从 而可 实现脉动的输 出电压/电流直

接对 电池进行快速充电。其 中，脉动的输 出电压/电流的大小周期性变换 ，与

传统的恒压恒流相 比，能够降低锂 电池的析锂现 象，提 高电池的使用寿命 ，

并且还 能够减少充 电接 口的触点的拉弧 的概率和强度 ，提 高充 电接 口的寿

命 ，以及有利于降低 电池的极化效应 、提 高充电速度 、减少电池的发热，保

证终端充 电时的安全可靠。此外 ，由于电源适配器输 出的是脉动波形的电压 ，

从 而无需在 电源适 配器中设 置 电解 电容 ，不仅可 以实现 电源适配器的简单

化 、小型化 ，还可大大降低成本 。

在本发 明的描述 中，需要理解的是 ，术语 " 中心" 、"纵向"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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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轴 向 " 、 "径

向" 、"周向" 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 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

仅是为 了便于描述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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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 ，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 明

的限制。

此外 ，术语 "第一 " 、 "第二 " 仅用于描述 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

示相对重要性或者 隐含指 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 的数量。由此 ，限定有 "第一 " 、

"第二 " 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 隐含地 包括至少一个该特征 。在本发 明的描述



中，"多个 " 的含义是至少两个 ，例如 两个 ，三个等 ，除非另有 明确具体 的

限定。

在本发 明中，除非另有 明确的规定和限定 ，术语 "安装 " 、"相连 " 、"连

接 " 、" 固定 " 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 ，例如 ，可以是 固定连接 ，也可以是可拆

卸连接 ，或成一体 ；可 以是机械连接 ，也可以是 电连接 ；可 以是直接相连 ，

也可以通过 中间媒介 间接相连 ，可以是 两个元件 内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 的相

互作用关系，除非另有 明确的限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而言，可 以

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 明中的具体含 义。

在本发 明中，除非另有 明确的规定和限定，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 "上 "

或 " 下" 可 以是第一和第二特征直接接触 ，或第一和第二特征通过 中间媒介

间接接触 。而且 ，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 "之上 " 、"上方 " 和 "上 面" 可是第

一特征在第二特征正上方或斜上方，或仅仅表示第一特征水平 高度 高于第二

特征 。第一特征在第二特征 "之下 " 、 " 下方 " 和 "下 面" 可 以是第一特征在

第二特征正下方或斜下方 ，或仅仅表示第一特征水平 高度 小于第二特征 。

在本说 明书的描述 中，参考术语 "一个 实施例 " 、"一些实施例 " 、 "示

例 " 、"具体示例 " 、或 "一些示例 " 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 实施例或示例描述

的具体特征 、结构 、材料或者特点 包含于本发 明的至少一个 实施例或示例 中。

在本说 明书中，对上述术语 的示意性表述不必须针对的是相 同的实施例或示

例。而且 ，描述的具体特征 、结构 、材料或者特点可 以在任一个或多个 实施

例或示例 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此外 ，在不相互矛盾 的情况下，本领域的技

术人 员可 以将本说 明书中描述 的不 同实施例或示例 以及 不 同实施例或示例

的特征进行结合和组合 。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可以意识到 ，结合本文 中所公开的实施例描述的各

示例的单元及算法步骤 ，能够以电子硬件 、或者计算机软件和 电子硬件 的结

合来实现 。这些功能究竟以硬件还是软件方式来执行 ，取 决于技术方案 的特

定应用和设计约束条件 。专业技术人 员可以对每个特定的应用来使用不 同方

法来实现所描述的功能，但是这种 实现不应认 为超 出本发 明的范围。

所属领域的技术人 员可以清楚地 了解到 ，为描述的方便和简洁，上述描

述的系统 、装置和单元的具体工作过程 ，可以参考前述方法实施例 中的对应

过程 ，在此不再赘述。

在本 申请所提供 的几个 实施例 中，应该理解到 ，所揭露的系统 、装置和



方法，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例如，以上所描述的装置实施例仅仅是示
意性的，例如，所述单元的划分，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实际实现时可
以有另外的划分方式，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结合或者可以集成到另一个
系统，或一些特征可以忽略，或不执行。另一点，所显示或讨论的相互之间
的耦合或直接辆合或通信连接可以是通过一些接口，装置或单元的间接耦合
或通信连接，可以是电性，机械或其它的形式。

为单元显示的部件可以是或者也可以不是物理单元，即可以位于一个地方，
或者也可以分布到多个网络单元上。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
者全部单元来实现本实施例方案的目的。

另外，在本发明各个实施例中的各功能单元可 以集成在一个处理单元
中，也可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存在，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集成在一
个单元中。

所述功能如果以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并作为独立的产品销售或使
用时，可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中。基于这样的理解，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本质上或者说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部分或者该技术方案的部
分可以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计算机软件产品存储在一个存储介质
中，包括若干指令用以使得一台计算机设备 （可以是个人计算机，服务器，
或者网络设备等）执行本发明各个实施例所述方法的全部或部分步骤。而前
述的存储介质包括：U 盘、移动硬盘、只读存储器（ROM, Read-Only Memory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
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
例是示例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
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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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1、一种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包括 ：

电源适配器，所述 电源适配器包括 ：

第一整流单元 ，在充电的过程 中，对输入 的交流电进行整流以输 出第一

《永动波形的电压 ；

第二整流单元 ，对初级辆合至次级的电压进行整流，其 中所述第二整流

单元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与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周期相 同，或者所述

第二整流单元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 的 包络与所述第一脉动波形 的周

期相 同；

终端 ，所述终端基 于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充

电。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源

适配器还 包括：

开关单元 ，所述开关单元用于根据控制信号对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

进行调制；

变压器，所述变压器用于根据调制后 的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输 出第

二月永动波形的电压 ；

所述第二整流单元具体用于对所述第二脉动波形 的电压进行整流以输

出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 。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源

适配器还 包括：

第一充电接 口，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整流单元相连；

釆样单元 ，所述釆样单元用于对所述第二整流单元输 出的电压和/或 电流

进行釆样 以获得 电压釆样值和/或 电流釆样值 ；

控制单元 ，所述控制单元分别与所述釆样单元和所述开关单元相连 ，所

述控制单元输 出所述控制信号至所述开 关单元 ，并根据 所述 电压釆样值和/

或 电流釆样值对所述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 ，以使所述第三脉动波形的

电压满足充电需求；

所述终端 包括第二充 电接 口和 电池 ，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述 电池相

连 ，其 中，当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连接 时，所述第二充 电

接 口将所述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加载至所述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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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电压釆样值和/或电流釆样值对所述控制信号的频率进
行调节。

5、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单元与所述第一充电接口相连，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口
与所述终端进行通信以获取所述终端的状态信息。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终端的状态信息、所述电压釆样值和/或所述电流釆样
值对所述控制信号的占空比进行调节。

7、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
适配器还包括：

驱动单元，所述驱动单元连接在所述开关单元与所述控制单元之间，所
述驱动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控制信号驱动所述开关单元的开通或关断。

8、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
适配器还包括：

隔离单元，所述隔离单元连接在所述驱动单元与所述控制单元之间。
9、如权利要求 7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

适配器还包括：
辅助绕组，所述辅助绕组根据调制后的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生成第四脉

动波形的电压；
供电单元，所述供电单元与所述辅助绕组相连，所述供电单元用于对所

述第四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转换以输出直流电，分别给所述驱动单元和/或所
述控制单元供电。

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
适配器还包括：

第一电压检测单元，所述第一电压检测单元分别与所述辅助绕组和所述
控制单元相连，所述第一电压检测单元用于检测所述第四脉动波形的电压以
生成电压检测值，其中，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电压检测值对所述
控制信号的占空比进行调节。

11、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变压
器的工作频率为 50KHz-2MH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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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釆样

单元 包括：

第一电流釆样 电路 ，所述第一电流釆样 电路用于对所述第二整流单元输

出的电流进行釆样以获得所述电流釆样值；

第一电压釆样 电路 ，所述第一电压釆样 电路用于对所述第二整流单元输

出的电压进行釆样以获得所述电压釆样值。

13、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电压釆样 电路 包括：

峰值 电压釆样保持单元，所述峰值 电压釆样保持单元用于对所述第三脉

动波形的电压的峰值 电压进行釆样并保持；

过零釆样单元，所述过零釆样单元用于对所述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的过

零点进行釆样；

泄放单元 ，所述泄放单元用于在所述过零点时对所述峰值 电压釆样保持

单元进行泄放；

A D 釆样单元，所述 A D 釆样单元用于对所述峰值 电压釆样保持单元中

的峰值 电压进行釆样以获得所述电压釆样值。

14、如权利要求 3-13 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源适配器还 包括：

第二电压釆样 电路 ，所述第二电压釆样 电路用于釆样所述第一脉动波形

的电压 ，所述第二电压釆样 电路与所述控制单元相连，其中，在所述第二 电

压釆样 电路釆样到的电压值大于第一预设 电压值时，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所述

开关单元开通第一预设 时间以进行放 电工作。

15、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充电接 口包括：

电源线，所述电源线用于为所述电池充电；

数据线，所述数据线用于与所述终端进行通信。

16、如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单元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通信以确定充电模式，其中，

所述充电模式包括快速充电模式和普通充电模式。

17、如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源适配器还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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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 的可控开关和滤波单元 ，所述 串联 的可控开关和滤波单元与所述第

二整流单元的第一输 出端相连 ，其 中，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在确定所述充电

模 式为普通充电模 式时，控制所述可控开关闭合 ，以 及 在确定所述充电模 式

为快速充 电模 式时，控制所述可控开关断开。

18、如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单元 ，还用于在确定所述充 电模 式为快速充电模 式时根据所述终端的状态

信 息获取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和/或充电电压 ，并根据所述快速

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和/或充电电压对所述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

19、如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终

端的状 态信 息包括所述 电池的温度 ，其 中，当所述 电池的温度 大于第一预设

温度 阔值或所述 电池的温度 小于第二预设温度 阔值 时，如果 当前充电模 式为

快速充电模 式，则将快速充电模 式切换 为普通充电模 式，其 中，所述第一预

设温度 阔值 大于所述第二预设温度 阔值 。

20、如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单元 ，还用于在所述 电池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高温保护 阔值 时控制所述开关

单元关断。

2 1、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单元还用于，在所述 电压釆样值 大于第二预设 电压值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

关断。

22、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

单元还用于，在 电流釆样值 大于预设 电流值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关断。

23、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

为移动终端 、移动 电源、多媒体播放 器、笔记本 电脑 、穿戴式设备 。

24、如权利要求 5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

的状态信 息包括所述 电池的电量 、所述 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的电压/电流、

所述终端的接 口信 息、所述终端的通路 阻抗的信 息。

25、如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终

端还 包括充电控制开关和控制器，所述充 电控制开关连接在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述 电池之 间，所述充 电控制开关在所述控制器的控制下用于关断或开

通所述 电池的充 电过程 。

26、如权利要求 25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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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还 包括通信单元 ，所述通信单元用于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和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建立所述控制器与所述控制单元之 间的双向通信 。

27、如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单元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中的数据 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

使用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电时，

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一指令 ，所述第一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

端是否开启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

所述控制单元从所述终端接收所述第一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一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同意开启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28、如权利要求 27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指令之前 ，所述 电源适配器与所述终端之

间通过所述普通充电模 式充电，并在所述控制单元确定所述普通充电模 式的

充电时长大于预设 阔值后 ，向所述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指令 。

29、如权利要求 27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单元还用于通过控制所述开 关单元 以控制所述 电源适 配器将充 电电流调

整至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并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以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为所述终端充电之前 ，

所述控制单元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中的数据 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

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压 ，并控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

充电电压调整至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压 。

30、如权利要求 29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单元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

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压 时，

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指令 ，所述第二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 电

源适配器的当前输 出电压是否适合作为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充 电电压 ；

所述控制单元接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二

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 当前输 出电压合适 、偏 高或偏

低 ；

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

充电电压 。

3 1、如权利要求 29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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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单元在控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充 电电流调整至所述快速 充 电模 式对应 的

充电电流之前 ，还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

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

32、如权利要求 3 1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单元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

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时，

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三指令 ，所述第三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

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流；

所述控制单元接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三

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流；

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 ，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

充电电 。

33、如权利要求 27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 电的过程 中，所述控制单元

还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通过控制

所述开关单元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 电池的充 电电流。

34、如权利要求 3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单元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通过

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充电电流时，

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

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

所述控制单元接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

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

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 ，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以调整

所述充 电电流。

35、如权利要求 3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单元 居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 ，以 及 预设 的电池电压值和充电电流值 的对

应 关系，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以将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充电电流

调整至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对应 的充电电流值 。

36、如权利要求 3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 电的过程 中，所述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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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

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其 中，

当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接触不 良时，所述控

制单元控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退 出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37、如权利要求 36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在确定

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之前 ，所述控制单

元还用于从所述终端接收用于指示所述终端的通路 阻抗 的信 息，其 中，

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

端 内的电池的电压 ；

所述控制单元接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

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电压 ；

所述控制单元才艮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和所述 电池的电压 ，确定

所述 电源适配器到所述 电池的通路 阻抗 ；

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到所述 电池的通路 阻抗 、所述终端的

通路 阻抗 ，以 及 所述 电源适配器和所述终端之 间的充 电线线路 的通路 阻抗 ，

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

3 8、如权利要求 36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退 出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之前 ，所述控制单元还 向所述终端发送第

五指令 ，所述第五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

接触不 良。

3 9、如权利要求 26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终

端支持普通充电模 式和快速充电模 式，其 中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充电电流大

于所述普通充电模 式的充 电电流，所述控制器通过与所述控制单元进行双向

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使用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电，以使

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所述 电源适 配器按照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

进行输 出，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充电。

4 0、如权利要求 39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其 中，

所述控制器接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第一指令 ，所述第一指令用于询 问

所述终端是否开启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所述控制器向所述控制单元发送所述第一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一指

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同意开启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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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如权利要求 40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控制器接 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第一指令之前 ，所述终端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

之 间通过所述普通充电模 式充电，所述控制单元在确定所述普通充电模 式的

充电时长大于预设 阔值后 ，所述控制器接 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所述第一指

令 。

42、如权利要求 39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

源适配器按照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进行输 出，以为所述终端 内

的电池充 电之前 ，所述控制器通过与所述控制单元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压 。

43、如权利要求 42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其 中，

所述控制器接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第二指令 ，所述第二指令用于询 问

所述 电源适 配器的 当前输 出电压是 否适合作 为所述快速 充 电模 式的充 电电

压 ；

所述控制器向所述控制单元发送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二指

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当前输 出电压合适 、偏 高或偏低 。

44、如权利要求 42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器通过与所述控制单元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快速

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

45、如权利要求 4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其 中，

所述控制器接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第三指令 ，所述第三指令用于询 问

所述终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流；

所述控制器向所述控制单元发送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三指

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流，以便所述 电源适

配器根据所述最大充电电流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

46、如权利要求 40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 电的过程 中，所述控制器通

过与所述控制单元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

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充电电流。

47、如权利要求 40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其 中，

所述控制器接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

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



W O 2017/133410 PCT/CN2017/070728

所述控制器向所述控制单元发送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指

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

根据 所述 电池的 当前 电压 ，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 配器输 出至 电池的充 电电

流。

48、如权利要求 42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 电的过程 中，所述控制器通

过与所述控制单元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

49、如权利要求 48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其 中，

所述控制器接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

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

所述控制器向所述控制单元发送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指

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以便所述控制单元根

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和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 ，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

50、如权利要求 49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器接 收所述控制单元发送的第五指令 ，所述第五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接触不 良。

5 1、如权利要求 20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单元还用于获取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的温度 ，并在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保护温度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关断。

52、如权利要求 26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器通过与所述控制单元进行双向通信 以获取所述 电压釆样值 ，并在所述 电

压釆样值 大于第二预设 电压值 时，控制所述充 电控制开关关断。

53、如权利要求 26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器通过与所述控制单元进行双向通信 以获取所述 电流釆样值 ，并在所述 电

流釆样值 大于预设 电流值 时，控制所述充电控制开关关断。

54、如权利要求 26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器通过与所述控制单元进行双向通信 以获取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的温度 ，并

在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保护温度 时，控制所述充 电控制开关

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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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如权利要求 25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器还用于获取所述 电池的温度 ，并在所述 电池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高温保护

阔值 时，控制所述充电控制开关关断。

5 6、一种 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

第一整流单元 ，在充电的过程 中，对输入 的交流电进行整流以输 出第一

月永动波形的电压 ；

第二整流单元 ，对初级辆合至次级的电压进行整流，其 中所述第二整流

单元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与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周期相 同，或者所述

第二整流单元整流之后输 出的电流的波形 的 包络与所述第一脉动波形 的周

期相 同。

57、如权利要求 56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源适配器

还 包括：

开关单元 ，所述开关单元用于根据控制信号对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

进行调制；

变压器，所述变压器用于根据调制后 的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输 出第

二月永动波形的电压 ；

所述第二整流单元具体用于对所述第二脉动波形 的电压进行整流以输

出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 。

5 8、如权利要求 57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源适配器

还 包括：

第一充电接 口，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整流单元相连 ，所述第一

充电接 口用于在与终端的第二充 电接 口连接 时，通过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将所

述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加载至所述终端的电池，其 中，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

所述 电池相连；

釆样单元 ，所述釆样单元用于对所述第二整流单元输 出的电压和/或 电流

进行釆样 以获得 电压釆样值和/或 电流釆样值 ；

控制单元 ，所述控制单元分别与所述釆样单元和所述开关单元相连 ，所

述控制单元输 出所述控制信号至所述开 关单元 ，并根据 所述 电压釆样值和/

或 电流釆样值对所述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 ，以使所述第三脉动波形的

电压满足所述终端的充 电需求。

5 9、如权利要求 5 8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 ，



WO 2017/133410 PCT/CN2017/070728

还用于根据所述电压釆样值和/或电流釆样值对所述控制信号的频率进行调

节。
60、如权利要求 58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与

所述第一充电接口相连，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口与所述
终端进行通信以获取所述终端的状态信息。

6 1、如权利要求 60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

还用于根据所述终端的状态信息、所述电压釆样值和/或所述电流釆样值对所
述控制信号的占空比进行调节。

62、如权利要求 58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驱动单元，所述驱动单元连接在所述开关单元与所述控制单元之间，所

述驱动单元用于根据所述控制信号驱动所述开关单元的开通或关断。
63、如权利要求 62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隔离单元，所述隔离单元连接在所述驱动单元与所述控制单元之间。
64、如权利要求 62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辅助绕组，所述辅助绕组根据调制后的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生成第四脉

动波形的电压；
供电单元，所述供电单元与所述辅助绕组相连，所述供电单元用于对所

述第四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转换以输出直流电，分别给所述驱动单元和/或所

述控制单元供电。
65、如权利要求 64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第一电压检测单元，所述第一电压检测单元分别与所述辅助绕组和所述

控制单元相连，所述第一电压检测单元用于检测所述第四脉动波形的电压以

生成电压检测值，其中，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根据所述电压检测值对所述

控制信号的占空比进行调节。
66、如权利要求 58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变压器的工

作频率为 50KHz-2MHz 。
67、如权利要求 58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釆样单元包

括：
第一电流釆样电路，所述第一电流釆样电路用于对所述第二整流单元输

出的电流进行釆样以获得所述电流釆样值；

第一电压釆样电路，所述第一电压釆样电路用于对所述第二整流单元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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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电压进行釆样以获得所述电压釆样值。

68、如权利要求 67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压釆

样电路 包括：

峰值电压釆样保持单元，所述峰值电压釆样保持单元用于对所述第三脉

动波形的电压的峰值电压进行釆样并保持；

过零釆样单元，所述过零釆样单元用于对所述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的过

零点进行釆样；

泄放单元，所述泄放单元用于在所述过零点时对所述峰值电压釆样保持

单元进行泄放；

A D 釆样单元，所述 A D 釆样单元用于对所述峰值电压釆样保持单元中

的峰值电压进行釆样以获得所述电压釆样值。

69、如权利要求 58-68 中任一项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还 包

括：

第二电压釆样电路 ，所述第二电压釆样电路用于釆样所述第一脉动波形

的电压，所述第二电压釆样电路与所述控制单元相连，其中，在所述第二电

压釆样电路釆样到的电压值大于第一预设 电压值时，所述控制单元控制所述

开关单元开通第一预设时间以进行放 电工作。

70、如权利要求 58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包括：

电源线，所述电源线用于为所述电池充电；

数据线，所述数据线用于与所述终端进行通信。

7 1、如权利要求 70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通

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通信以确定充电模式，其中，所述充电

模式包括快速充电模式和普通充电模式。

72、如权利要求 7 1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串联的可控开关和滤波单元，所述 串联的可控开关和滤波单元与所述第

二整流单元的第一输 出端相连，其中，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在确定所述充电

模式为普通充电模式时，控制所述可控开关闭合，以及 在确定所述充电模式

为快速充电模式时，控制所述可控开关断开。

73、如权利要求 7 1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

还用于在确定所述充电模式为快速充电模式时根据所述终端的状态信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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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和/或充 电电压 ，并根据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和/或充电电压对所述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

74、如权利要求 73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的状态

信 息包括所述 电池的温度 ，其 中，当所述 电池的温度 大于第一预设温度 阔值

或所述 电池的温度 小于第二预设温度 阔值 时，如果 当前充 电模 式为快速充电

模 式，则将快速充电模 式切换 为普通充 电模 式，其 中，所述第一预设温度 阔

值 大于所述第二预设温度 阔值 。

75、如权利要求 74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还

用于 ，在所述 电池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高温保护 阔值 时控制所述开 关单元 关

断。

76、如权利要求 58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还

用于，在所述 电压釆样值 大于第二预设 电压值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关断。

77、如权利要求 58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还

用于，在 电流釆样值 大于预设 电流值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关断。

78、如权利要求 60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的状态

信 息包括所述 电池的电量 、所述 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的电压/电流、所述终

端的接 口信 息、所述终端的通路 阻抗的信 息。

79、如权利要求 7 1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通

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中的数据 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使用所述

快速充 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电时，

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一指令 ，所述第一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

端是否开启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

所述控制单元从所述终端接收所述第一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一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同意开启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80、如权利要求 79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控制单元

向所述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指令之前 ，所述 电源适配器与所述终端之 间通过所

述普通充 电模 式充电，并在所述控制单元确定所述普通充 电模 式的充电时长

大于预设 阔值后 ，向所述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指令 。

8 1、如权利要求 79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还

用于通过控制所述开 关单元 以控制所述 电源适 配器将充 电电流调整至所述

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并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以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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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的充电电流为所述终端充电之前 ，

所述控制单元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中的数据 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

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压 ，并控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

充电电压调整至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压 。

82、如权利要求 8 1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通

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

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压 时，

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指令 ，所述第二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 电

源适配器的当前输 出电压是否适合作为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充 电电压 ；

所述控制单元接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二

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 当前输 出电压合适 、偏 高或偏

低 ；

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

充电电压 。

83、如权利要求 8 1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在

控制所述 电源适 配器将充 电电流调整至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

之前 ，还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

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

84、如权利要求 83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通

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

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时，

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三指令 ，所述第三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

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流；

所述控制单元接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三

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流；

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 ，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

充电电 。

85、如权利要求 7 9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电源适配

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所述控制单元还通过所

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通过控制所述开关

单元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充电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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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如权利要求 85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通

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通过控制所述

开关单元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充电电流时，

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

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

所述控制单元接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

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

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 ，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以调整

所述充 电电流。

87、如权利要求 86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根

据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 ，以 及 预设 的电池电压值和充 电电流值 的对应 关系，

通过控制所述开 关单元 以将所述 电源适 配器输 出至 电池的充 电电流调整至

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对应 的充 电电流值 。

8 8、如权利要求 85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电源适配

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所述控制单元还通过所

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中的数据线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第一充电

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其 中，

当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接触不 良时，所述控

制单元控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退 出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89、如权利要求 88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在确定所述第一

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之前 ，所述控制单元还用于

从所述终端接收用于指示所述终端的通路 阻抗 的信 息，其 中，

所述控制单元向所述终端发送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终

端 内的电池的电压 ；

所述控制单元接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

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电压 ；

所述控制单元才艮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和所述 电池的电压 ，确定

所述 电源适配器到所述 电池的通路 阻抗 ；

所述控制单元根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到所述 电池的通路 阻抗 、所述终端的

通路 阻抗 ，以 及 所述 电源适配器和所述终端之 间的充 电线线路 的通路 阻抗 ，

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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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如权利要求 89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电源适配

器退 出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之前 ，所述控制单元还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五指令 ，

所述第五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接触 不

良。

9 1、如权利要求 75 所述的电源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单元还

用于获取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的温度 ，并在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保护温度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关断。

92、一种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

在充电过程 中，对输入 的交流电进行一次整流以输 出第一脉动波形的电

压 ；

对初级辆合至次级的电压进行二次整流，其 中所述二次整流之后输 出的

电流的波形与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周期相 同，或者所述二次整流之后输 出的

电流的波形的包络与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周期相 同。

93、如权利要求 92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

法还 包括 ：

通过控制开关单元 以对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调制 ，并通过变压

器的变换 以输 出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 ；

所述对初级辆合至次级的电压进行二次整流，包括 ：

对所述第二脉动波形的电压进行二次整流以输 出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 ，

并通过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将所述第三脉动波形 的电压加载至所述终端 的电

池。

94、如权利要求 9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

法还 包括 ：

对二次整流后 的电压和/或 电流进行釆样 以获得 电压釆样值和/或 电流釆

样值 ；

根据所述 电压釆样值和/或 电流釆样值对控制所述开关单元 的控制信号

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以使所述第三脉动波形的电压满足充电需求。

95、如权利要求 9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还根据

所述 电压釆样值和/或 电流釆样值对所述控制信号的频率进行调节。

96、如权利要求 9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通信 以获取 所述终端 的状 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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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以才艮据所述终端的状态信 息、所述 电压釆样值和/或所述 电流釆样值对所

述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

97、如权利要求 9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还通过

所述变压 器的变换 以生成第四脉动波形的电压 ，并检测所述第四脉动波形的

电压 以生成 电压检测值 ，以根据所述 电压检测值对所述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进

行调节。

98、如权利要求 9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

二次整流后 的电压进行釆样 以获得 电压釆样值 ，包括：

对所述二次整流后 的电压 的峰值 电压进行釆样并保持 ，并对所述二次整

流后 的电压 的过零点进行釆样 ；

在所述过零 点

单元进行泄放 ；

釆样值 。

99、如权利要求 9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

釆样所述第一脉动波形的电压 ，并在釆样到的电压值 大于第一预设 电压

值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开通第一预设 时间以进行放 电工作 。

100 、如权利要 求 9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还通过

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通信 以确定充电模 式，并在确定所述充电

模 式为快速 充 电模 式时根据 所述终端的状 态信 息获取 所述快速 充 电模 式对

应 的充 电电流和/或充 电电压 ，以根据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和/

或充电电压对所述控制信号的 占空比进行调节，其 中，所述充电模 式包括快

速充电模 式和普通充电模 式。

101 、如权利要求 100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终端的状 态信 息包括所述 电池的温度 ，其 中，

当所述 电池的温度 大于第一预设 温度 阔值或所述 电池的温度 小于第二

预设温度 阔值 时，如果 当前充电模 式为快速充电模 式，则将快速充电模 式切

换为普通充电模 式，其 中，所述第一预设温度 阔值 大于所述第二预设温度 阔

值 。

102 、如权利要求 101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

述 电池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高温保护 阔值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 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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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如权利要 求 9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

电压釆样值 大于第二预设 电压值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 关断。

104、如权利要 求 9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所述

电流釆样值 大于预设 电流值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关断。

105、如权利要 求 96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

端的状 态信 息包括所述 电池的电量 、所述 电池的温度 、所述终端的电压/电流、

所述终端的接 口信 息、所述终端的通路 阻抗的信 息。

106、如权利要求 100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源适 配器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使用所

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电时，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一指令 ，所述第一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

终端是否开启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所述 电源适配器从所述终端接收所述第一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一指

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同意开启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107、如权利要求 106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指令之前 ，所述 电源适配器与所述终

端之 间通过所述普通充 电模 式充电，并在确定所述普通充 电模 式的充电时长

大于预设 阔值后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所述第一指令 。

108、如权利要求 106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还通

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 以控制所述 电源适 配器将充 电电流调整至所述快速 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并在所述 电源适配器以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为所述终端充电之前 ，

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充电

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压 ，并控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充电电压调整至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压 。

109、如权利要求 108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对应 的充电电压 ，包括 ：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二指令 ，所述第二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当前输 出电压是否适合作 为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充电电压 ；

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 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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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 当前输 出电压合适 、偏 高或偏

低 ；

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的充电电压 。

110、如权利要求 108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控

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将充 电电流调整至所述快速 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之

前 ，还通过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

111 、如权利要求 110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对应 的充电电流，包括 ：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三指令 ，所述第三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

终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流；

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 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

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 电电流；

所述 电源适配器根据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 ，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的充电电流。

112、如权利要求 106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还通过所述

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不断调整

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 电池的充电电流。

113、如权利要求 112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通过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

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 电池的充 电电流，包括：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

终端 内的电池的 当前 电压 ；

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 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

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

根据 所述 电池的 当前 电压 ，通过控制所述开 关单元 以调整所述充 电电

流。

114、如权利要求 11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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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艮据所述 电池的 当前 电压 ，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以调整所述充电电流，包

括：

根据所述 电池的当前 电压 ，以及预设 的电池 电压值和充电电流值 的对应

关系，通过控制所述开关单元以将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 电池的充电电流调

整至所述 电池的 当前 电压对应 的充电电流值 。

115、如权利要求 112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还通过所述

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终端进行双向通信 ，以确定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

二充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其 中，

当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接触不 良时，控制所

述 电源适配器退 出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116、如权利要求 115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确

定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之前 ，所述 电源

适配器从所述终端接收用于指示所述终端的通路 阻抗的信 息，其 中，

所述 电源适配器向所述终端发送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所述

终端 内的电池的电压 ；

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 收所述终端发送的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

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电压 ；

根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和所述 电池的电压 ，确定所述 电源适配

器到所述 电池的通路 阻抗；以及

根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到所述 电池的通路 阻抗 、所述终端的通路 阻抗 ，以

及所述 电源适配器和所述终端之 间的充电线线路 的通路 阻抗 ，确定所述第一

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

117、如权利要求 115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控

制所述 电源适配器退 出所述快速 充 电模 式之前 ，还 向所述终端发送第五指

令 ，所述第五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接触

不 良。

118、如权利要求 9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

端支持普通充电模 式和快速充电模 式，其 中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的充电电流大

于所述普通充电模 式的充 电电流，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

源适 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 所述 电源适 配器确定使用所述快速 充 电模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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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终端充电，其 中，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

流进行输 出，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充电。

119、如权利要求 118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 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 所述 电源

适配器确定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电，包括：

所述终端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一指令 ，所述第一指令用于询 问

所述终端是否开启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所述第一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一指

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同意开启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

120、如权利要求 119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终端接 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一指令之前 ，所述终端与所述 电源适配

器之 间通过所述普通充 电模 式充电，所述 电源适配器在确定所述普通充 电模

式的充电时长大于预设 阔值后 ，所述终端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所述第

一指令 。

121、如权利要求 119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电源适配器按照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进行输 出，以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充电之前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

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压 。

122、如权利要求 121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

适配器确定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压 ，包括：

所述终端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二指令 ，所述第二指令用于询 问

所述 电源适 配器的 当前输 出电压是 否适合作 为所述快速 充 电模 式的充 电电

压 ；

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所述第二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二指

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当前输 出电压合适 、偏 高或偏低 。

123、如权利要求 121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终端从所述 电源适配器接收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为所述终

端 内的电池充电之前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

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

124、如权利要求 123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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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

适配器确定所述快速充 电模 式对应 的充 电电流，包括：

所述终端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三指令 ，所述第三指令用于询 问

所述终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流；

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所述第三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三指

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当前支持 的最大充电电流，以便所述 电源适

配器根据所述最大充电电流确定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对应 的充电电流。

125 、如权利要求 119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所述终端通

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

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 电池的充电电流。

126 、如权利要求 125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

适配器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 电池的充电电流，包括：

所述终端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

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

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指

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以便根据所述 电池的

当前 电压 ，不断调整所述 电源适配器输 出至电池的充电电流。

127 、如权利要求 121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 电源适配器使用所述快速充电模 式为所述终端充电的过程 中，所述终端通

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

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

128 、如权利要求 127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终端通过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便所述 电源

适配器确定所述第一充 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是 否接触 不 良，包

括：

所述终端接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四指令 ，所述第四指令用于询 问

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

所述终端向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所述第四指令 的回复指令 ，所述第四指

令 的回复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终端 内的电池的当前 电压 ，以便所述 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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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艮据所述 电源适配器的输 出电压和所述 电池的 当前 电压 ，确定所述第一充电

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电接 口之 间是否接触不 良。

129 、如权利要求 127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终端还接 收所述 电源适配器发送的第五指令 ，所述第五指令用于指示所述第

一充电接 口与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之 间接触不 良。

130 、如权利要求 102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 电方法，其特征在于，还 包

括：

获取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的温度 ，并在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保护温度 时，控制所述开关单元关断。

131 、如权利要 求 9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

端通过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 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获取 所述 电压

釆样值 ，并在所述 电压釆样值 大于第二预设 电压值 时，控制所述 电池停止充

电。

132 、如权利要 求 9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

端通过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 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获取 所述 电流

釆样值 ，并在所述 电流釆样值 大于预设 电流值 时，控制所述 电池停止充电。

133 、如权利要 求 9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

端通过所述第二充 电接 口与所述 电源适 配器进行双向通信 以获取 所述第一

充电接 口的温度 ，并在所述第一充电接 口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保护温度 时，控

制所述 电池停止充电。

134 、如权利要 求 94 所述的用于终端的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

端还获取 所述 电池的温度 ，并在所述 电池的温度 大于预设 的高温保护 阔值

时，控制所述 电池停止充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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