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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电子产品设计人员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就是要开发出既“无所不能”同时又可在一

次电池充电之后“永久运行”的设备。虽然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一难题，但电池技术的逐代

升级进步至少是在逼近该目标。由于许多便携式设备目前已拥有了色彩鲜亮的大型触感显

示屏、多内核 CPU 和图形处理器、以及各种各样用于在地球任何地方实现高速通信的无

线调制解调器，因此高容量电池是不可或缺的。电池制造商已凭借容量超过 30瓦特-小时 

(Wh) 的轻量紧凑型电池满足了上述要求。 

 

虽然 USB 已成为设备互连、同步和数据交换的主导标准，但其功率输送能力却未能跟上

电池的需求。USB 2.0 可允许 2.5W 的最大负载，USB 3.0 则将该限值提高至 4.5W。即

使具有理想的效率，以及所有的电能都直接进入电池，采用 USB 的完整充电周期仍然需

要整个夜晚。虽然 USB 不适合用作大容量电池的主电源，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幸好有这电

源，所以其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并且当设备与传统计算机相连时，就可避免电池消耗。 

 

 

两全其美两全其美两全其美两全其美 

 

LTC4155 是一款单片式开关电池充电器，可在紧凑的 PCB 占板面积内高效地提供 3.5A 

充电电流。图 1 示出了典型应用中所需的组件。2.25MHz 开关频率允许使用小的电感器

和旁路电容器，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减总体 PCB 占用面积。 

 



 

 

图图图图 1：：：：I2C 控制型高功率电池充电器控制型高功率电池充电器控制型高功率电池充电器控制型高功率电池充电器 / USB 电源管理器电源管理器电源管理器电源管理器 

 

 

即使在充电电流达几个安培的情况下，高效率 (图 2) 也是至关紧要的，不仅对于实现可用

输入功率的最优利用，对于控制便携式设备内部的功率耗散也是如此。在严密封闭的空间

里，高功率耗散与勉强合格的散热性能之组合将使一部采用低效充电解决方案的设备温度

过高，用户拿在手里会很不舒服。为了帮助保持设备的低运行温度，LTC4155 的集成型电

源开关具有远低于 100mΩ 的导通电阻。  

 

 

 

 

图图图图 2：：：：开关稳压器效率开关稳压器效率开关稳压器效率开关稳压器效率 

 

 

虽然 LTC4155 的电源开关规格是为处理高于 USB 限值的电流而确定的，但 LTC4155 

保持了与 USB 规范的全面兼容性以便提供充电。输入电流在内部自动测量，并被限制为 



16 种 I2C 用户可选值中的任一种。在这些设定值中，有 3 种对应于保证的最大限值：

100mA 和 500mA (对于 USB 2.0) 以及 900mA (对于 USB 3.0)。另外，通过选择其他最

大值高达 3A 的限流设定值中的任一种，自动输入电流限制功能还可与 AC 适配器或其他

电源配合使用。 

 

LTC4155 支持一个可通过引脚设置的上电默认输入电流。对于那些不需要具备 USB 兼容

性的高功率应用，由连接至 CLPROG1 引脚的单个电阻器负责设置一个默认的上电输入

电流。该电阻器的选择旨在对应一个最适合特定应用以及预期电源能力等的初始电流限值。

在上电之后，输入电流限值可在 I2C 控制下修改为 16 种其他可用设定值 (高达 3A) 中

的任一种。 

 

对于 USB 应用，可以把 CLPROG1 和 CLPROG2 引脚连接在一起，以将 LTC4155 设

置为实施 USB 限流规则。当施加外部电源时，输入电流限值将默认为 100mA。在采用 

USB 主机控制器进行了成功的枚举之后，输入限流设定值可在 I2C 控制之下适当地增加

至 500mA 或 900mA。图 3 示出了至系统负载和电池充电器的可用电流。请注意，开关

稳压器输出电流大于 USB 规范所限制的输入电流。假如系统检测出电源是一个 AC 适配

器、专用 USB 充电器、或其他非 USB 型电源，则输入限流设定值可在 I2C 控制下增加

至任何其他设定值 (可高达 3A)。 

 

 

 

图图图图 3：：：：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USB 规范的可用负载电流规范的可用负载电流规范的可用负载电流规范的可用负载电流 (在电池放电之前在电池放电之前在电池放电之前在电池放电之前) 

 

 

多个输入连接器的无缝处理多个输入连接器的无缝处理多个输入连接器的无缝处理多个输入连接器的无缝处理 

 

LTC4155 可选择接受来自两个电源的输入之一，从而解决了巧妙地将电源从两个不同的物

理连接器传送至产品的难题。当两个输入电源同时连接时，使用哪个电源的决定基于一种

可由用户自行设置的优先级。只要每个输入电压都处在有效的工作范围之内，那么选择其

中任何一个都是可以的，无需理会究竟哪个的电压更高。例如：这使得一个 4.5V/2A AC 适

配器的优先级高于一个 5V/500mA USB 端口。如果 USB 连线被移除，而将一个 5V/3A 

AC 适配器连接至相同的端口，则输入电源优先级可通过 I2C 进行修改，以切换至功率较

高的新电源。 



 

LTC4155 支持其两个电源输入各具有独立的 I2C 可编程输入电流限值。当优先级较高的

输入电源断接时，充电将会不间断地继续进行，并自动减小至新的较低最大输入电流限值。

无需系统微控制器直接干预处理。 

 

视针对输入多路复用器所选择的外部组件的不同，如果应用需要，则可轻松实现高达 ±77V 

的过压和反向电压保护。此外，LTC4155 还能为 USB 连接器产生一个 USB On-The-Go 

5V电流限制电源，而无需使用任何附加的外部组件。 

 

 

丰富的可编程性和丰富的可编程性和丰富的可编程性和丰富的可编程性和遥测遥测遥测遥测用于实现高级充电算法用于实现高级充电算法用于实现高级充电算法用于实现高级充电算法 

 

LTC4155 提供了连续 I2C 状态报告功能，从而使系统软件能全面了解输入电源的状态、

故障情况、电池充电循环状态、电池温度和多项其他性能参数。 

 

主要的充电参数可在 I2C 控制下变更，以执行定制的充电算法。与基于微控制器的充电算

法或其他可编程型充电算法不同，LTC4155 在软件 I2C 控制下可使用的所有可能之设定

值均针对了电池的本质安全性。浮置电压绝对不能设置在 4.2V 以上或 4.05V 以下。同样，

电池充电电流可设置为 15 种可能的设定值之一，但是软件绝对不可以把限值提升至高于

设计师所设定的水平 — 通过一个选择用于使电池容量与最大充电速率相匹配的编程电阻

器。 

 

可向系统软件提供连续的电池温度数据，以动态地调整系统或充电器的运行状态，从而应

对极端的操作困境。例如：可在 I2C 控制下减低浮置电压和 / 或充电电流，以增加高环境

温度下的电池安全裕量。同样，充电电流或总系统负载电流也可随高温而减小，以降低产

品外壳内部的额外发热。 

 

与电池充电器可编程性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LTC4155 实现了一款无需任何软件干预的本

质安全充电解决方案。当电池温度降至 0°C 以下或升至 40°C 以上时，电池充电始终暂

停。此外，当电池温度上升至高于 60°C 时，还可以选择产生一个故障中断。图 4 示出

了 LTC4155 电池温度数据转换器的转移函数，并对自主型充电器切断温度门限做了突出

显示。 

 

 



 
 

图图图图 4：：：：LTC4155 电池温度数据转换器的转移函数电池温度数据转换器的转移函数电池温度数据转换器的转移函数电池温度数据转换器的转移函数 (突出显示了自主型充电器切断温度门限突出显示了自主型充电器切断温度门限突出显示了自主型充电器切断温度门限突出显示了自主型充电器切断温度门限) 

 

 

电源通路即时接通型操作电源通路即时接通型操作电源通路即时接通型操作电源通路即时接通型操作 

 

在传统电源架构中，大多数便携式产品都是直接与电池相连的，因此失效电池会特别容易

引发故障。当电池电压过低以至于系统无法运行时，产品有可能表现出无响应状态，甚至

在连接至某个输入电源达数分钟之后仍然如此，这可能因此而导致很多查询电话。当电池

容量与可用充电电流相比非常大的时候 (例如：采用大容量电池的 USB 供电型系统)，这

个问题将进一步复杂化。 

 

凌力尔特的 PowerPath™ 产品 (比如：LTC4155) 将系统电源轨与电池分隔开来，以实现

即时接通型操作，并解决由深度放电电池所引起的两个最令人困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当系统电源轨直接连接至电池时，充电电流与系统负载变得难以区分。当

电池深度放电时，在电池电压达到某个较为安全的水平之前，电池制造商建议用户使用一

个大为减小的初始充电电流。假设最小或没有系统负载电流，必须对于电池将该涓流充电

电流设置在一个安全的水平。 

 

其次，在直接连接型电池系统中，倘若系统在涓流充电期间可供使用，则准备用于电池的

充电电流有很大部分将被分流至系统电源轨。因此而减小的电池充电电流将使恢复时间相

应地延长。一个巨大的系统负载会导致净电池电流反向，从而使电池进一步放电。在这种

低电池电量情况下，便携式系统有可能因为系统电源轨上的电压不足而无法对用户的操作

做出响应。由于可提供给共接式电池和系统电源轨的功率有所降低，因此无响应的持续时

间至少将增加 10 倍。 

 

当电池深度放电时，LTC4155 可为系统电源轨提供 3.5V 电压，以实现即时启动。由于电

池电压在预充电阶段上升，因此 LTC4155 无缝和自动地转换至一种效率较高的模式，以

加快充电速度并最大限度地抑制热量的产生。图 5 示出了可提供给系统电源轨的电压与电

池电压的函数关系。 

 

 



 

图图图图 5：：：：VOUT 电压与电池电压的关系曲线电压与电池电压的关系曲线电压与电池电压的关系曲线电压与电池电压的关系曲线 

 

 

LTC4155 电池充电电流的设置独立于输入电流限值，旨在消除电池充电电流限制条件与输

入功率限制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输入电流限值可以仅根据输入电源的限制条件进行设置。

同样，电池充电电流也可以只依据电池容量来设置。LTC4155 始终执行输入电流限值，并

在需要的情况下使“为系统负载供电”的优先级高于“电池充电”。 

 

 

面对非理想电源时的坚固性面对非理想电源时的坚固性面对非理想电源时的坚固性面对非理想电源时的坚固性 

 

当输入电压开始下降至一个不可接受的水平时，LTC4155 将自动减小输入电流。在高充电

电流水平下，如果采用尺寸过小的导线经由轻微腐蚀的连接器连接至尺寸过小的适配器，

或者任何数目的条件超出了惯常的设计范围，就会出现上述状况。 

 

倘若不加干预，那么 IC 的输入电压将继续下降，并最终降至欠压闭锁门限以下。IC 随后

将停机，允许输入电压恢复并重新起动整个循环过程。LTC4155 在糟糕的情况下做到了最

好。当输入电压降至 4.3V 时，LTC4155 可使其输入功率按照需要的额度平稳地减低，以

避免输入电压的进一步下降。在该模式中，虽然输送至系统负载和电池的电流小于编程值，

但假如允许输入电压振荡继续下去，那么这个数值将会更小。此外，LTC4155 还可产生一

个 I2C 状态报告和任选的中断信号，以提醒系统：终端用户可能需要采取校正或诊断措施

以恢复最大充电电流能力。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LTC4155 实现了高电流能力和高效率与小巧单片式 PCB 占板面积的完美组合，非常适合

于采用大型锂电池的便携式设备，在此类设备中，非常重视板级空间，同时希望尽量减少

发热量和充电时间。可兼容 USB 规范的输入限流设定值进一步扩展了通用性，允许利用

无处不在但功率较低的电源提供充电。大量的遥测可实现基于变化的环境或应用条件之定

制运行状态，而并未牺牲自备的电池安全性。尽管面对着诸如电池深度放电或阻性输入电

源电缆尺寸过小等常见问题，但仍然能够不间断地向系统电源轨输送功率。LTC4155 采用

的是 28 引脚 4mm x 5mm QFN 封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