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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收集应用无处不在

能量收集的概念已经出现超过10

年了，然而在现实环境中，由

环境能源供电的系统一直很笨重、复

杂和昂贵。不过，有些市场已经成功

地采用了能量收集方法，如交通运输

基础设施、无线医疗设备、轮胎压力

检测和楼宇自动化市场。尤其是在楼

宇自动化系统中，诸如占位传感器、

自动调温器甚至光控开关等，以前安

装时通常使用的电源或控制配线，现

在已经不需要了，取而代之是，它们

采用了局部能量收集系统。

能量收集系统的一个主要应用

是楼宇自动化系统中的无线传感器。

为方便说明，我们考虑一下美国能

源使用的分布情况。建筑物每年都是

能源生产的头号用户，约占总能耗的

38%，紧随其后的是交通运输和工业

领域，各占总能耗的28%。此外，建

筑物可以进一步分成商用建筑和民用

建筑，在这38%的能耗中，分别分得

17%和21%。而民用建筑21%的能耗

数字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其中取暖、

通风和空调（HVAC）约占民用建筑

总能耗的3/4。目前预计，从2003年

从一开始就优先电源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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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师和系统规划师必须从一开始就优先满足电源管理需
求，以确保高效率的设计和成功的长期部署。幸运的是，领先的高
性能模拟IC制造商现在提供越来越多的能量收集电源管理IC，从而
极大地简化了此项任务。

到2030年，能源使用量将翻一番，

依此推算，采用楼宇自动化系统可

以节省多达30%的能源（数据来源：

“全球能源、科技和气候政策展望

（WETO）”，由欧盟多个研究机构

联合撰写）。

类似地，一个采用能量收集方法

的无线网络可以将一栋大楼中任何数

量的传感器连接起来，以在非主要区

域的大楼或房间中没人时，调节该区

域的温度或关掉该区域的照明灯，从

而降低HVA C和电力费用。此外，能

量收集电子线路的成本常常低于布设

电源线的成本或更换电池所需的日常

维护成本，因此用收集的能量供电之

方法，显然有经济收益。

不过，如果每个节点都需要自

己的外部电源，那么很多无线传感器

网络就失去了优势。尽管电源管理技

术确实在持续发展，已经使电子电路

能在给定电源情况下工作更长时间，

但这是有限度的，而用收集的能量供

电提供了一种补充方法。因此，能量

收集通过将局部环境能源转换成可

用的电能，成为一种给无线传感器节

点供电的方法。环境能源包括光、温

差、振动波束、已发送RF信号或能通

过换能器产生电荷的任何能源。这些

能源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利用合适

的换能器，如面向温差的热电发生器

（TEG）、面向振动的压电组件、面

向太阳光（或室内照明光）的光伏电

池等，可将这些能源转换成电能，甚

至可以利用潮湿气体产生的电能。这

些所谓的“免费”能源可用来自主地

给电子组件和系统供电。

现在所有无线传感器节点都能

以微瓦级平均功率工作，因此用非传

统电源给它们供电是可行的。这导致

了能量收集的出现，在使用电池不方

便、不现实、昂贵或危险的系统中，

可用能量收集提供的电力给电池充

电、补充或代替电池。用收集的能量

供电，还可以不再需要导线来供电或

传送数据。此外，工业过程、太阳能

电池板或内燃机产生的能量也可以收

集起来使用，否则就浪费掉了。

能量收集应用的问题和特性

一个典型的能量收集配置或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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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示）往往采用低性能和复杂的分立型结构，通常包括

30 个或更多的组件。此类设计转换效率低，静态电流高。这

两个不足之处均导致最终系统的性能受损。低转换效率将增

加系统上电所需的时间，反过来又延长了从获取一个传感器

读数至传输该数据的时间间隔。高静态电流则对能量收集源

的输出能达到的最低值有所限制，因为它必须首先提供自己

工作所需的电流，多出来的功率才能提供给输出。正是在能

量收集器这个领域，凌力尔特公司最近推出的产品 LTC3109、

LTC3588-1 和 LTC3105 使性能和简单性上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这些能量收集 IC 所带来的新性能水平是采用分立式方案完全

无法实现的。因此，它们由于能够收集非常低的环境能量而

成为了推动能量收集系统制造商成长的“催化剂”。凭借这种

性能水平，再加上换能器、微控制器、传感器和收发器经济

合算的价位，使其市场接受度得以提升。这也是此类系统在

全球范围的众多应用中受到大量关注的原因之一。

一个现实世界的例子：“飞机健康状况监视”

今天，大型机群的结构性疲劳是一个现实问题，因

为如果忽视该问题，就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目前，飞

机结构状况是通过多种检查方法来监视的，如通过改进

的结构化分析和跟踪方法，通过采用评估结构完整性的

创新理念，等等。这些方法有时又统称为“飞机健康状

况监视”方法。在飞机健康状况监视过程中，采用了传

感器、人工智能和先进的分析方法以实时进行连续的健

康状况评估。

声发射检测是定位和监视金属结构中产生裂缝的领

先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方便地用来诊断合成型飞机结构

的损坏。一个显然的要求是，以简单的“通过”、“未通过”

形式指示结构完整性，或者立即采取维修行动。这种检

测方法使用由压电芯片构成的扁平检测传感器和光传感

器，压电芯片由聚合物薄膜密封。传感器牢固地安装到

结构体表面，通过三角定位能够定位装载了传感器的结

构体的声活动。然后用仪器捕捉传感器数据，并以适合

于窄带存储和传送的形式用参数表示这些数据。

因此，无线传感器模块常常嵌入到飞机的各种不同

部分，例如机翼或机身，以进行结构分析，不过为这些

传感器供电可能很复杂。因此，如果以无线方式供电或

者甚至自助供电，那么这些传感器模块就可以更方便地

使用，效率也更高。在飞机环境中，存在很多“免费”能源，

可用来给这类传感器供电。两种显然和可以方便地利用

的方法是热能收集和 / 或压电能收集。

在典型的飞机发动机情况下，其温度可能在几百℃

到 1,000℃甚至 2,000℃的范围内变化。尽管这种能量大

图 1 ：一个典型的能量收集系统或无线传感器节点的主要组成
方框图。

表 1 ：影响无线传感器节点功耗的因素。

表 2 ：能源以及它们可产生多少能量。

注 1：在飞机中获得温度差的最佳途径是，获取飞机机舱内“皮”
温度与机舱内部温度之差。

多数都以机械能（燃烧和发动机推力）的形式损失了，

但是仍然有一部分是纯粹以热量形式消耗的。既然席贝

克效应是将热量转换成电功率的根本热力学现象，那么

要考虑的主要方程是 ：

P = ηQ

其中 P 是电功率，Q 是热量，η 是效率。

较大的热电发生器（TEG）使用更多热量（Q），产

生更多功率（P）。类似地，使用数量为两倍的功率转换

器自然产生两倍的功率，因为它们可以获取两倍的热量。

较大的热电发生器通过串联更多的 P-N 节形成，不过，

尽管这样可以在温度变化时产生更大的电压 （mV/dT），

但是也增大了热电发生器的串联电阻。这种串联电阻的

增大限制了可提供给负载的功率。因此，视应用需求的

不同而有所不同，有时使用较小的并联热电发生器而不

是使用较大的热电发生器会更好。不管选择哪一种热电

发生器，都有很多厂商提供商用热电发生器产品。

通过给一个组件施加压力，可以产生压电，而压电

反过来又产生一个电位。压电效应是可逆的，展现正压

电效应（当加上压力时，产生一个电位）的材料也展现

反压电效应（当加上一个电场时，产生压力和 / 或应力）。

为了优化压电换能器，需要确定压电源的振动频率

和位移特性。一旦确定了这些电平，压电元件制造商就

能够设计一款压电元件，以机械的方式将其调谐至特定

的振动频率，并确定其尺寸以提供所需的功率量。压电

材料中的振动将触发正压电效应，从而导致电荷积聚在

器件的输出电容上。积累的电荷通常相当少，因此 AC

开路电压很高，在很多情况下处于 200V 量级。既然每

次挠曲产生的电荷量相对较少，那么有必要对这个 AC

信号进行全波整流，并在一个输入电容器上逐周期积累

电荷。

就能源选择而言，在热源和压电源之间存在权衡问

题。不过，不管选择哪一种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可行

和现实的解决方案，可以非常方便地与现有技术一起使

用。下表总结了这两种方法的优缺点 ：

能量收集电源转换 IC
LTC3109 是一种高度集成的 DC-DC 转换器和电源管

传感器节点（WSN）由 4 个方框组成（参见图 1）。它们是：1）

环境能源；2）换能器组件和给下游电子组件供电的电源转换

电路；3）将该节点连接到现实世界的检测组件和计算组件（由

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组成，处理测量数据并将数据储存到存

储器中）；4）由短程无线单元组成的通信组件，实现与相邻

节点及外部世界的无线通信。

环境能源的例子包括：连接到 HVAC 管道等发热源的热

电发生器（TEG）或热电堆；或者连接到诸如窗玻璃等机械

振动源的压电换能器。在热源情况下，一个紧凑型热电器件

（常称为换能器）可将小的温差转换成电能。而在存在机械振

动或压力的情况下，压电器件可用来将机械能转换成电能。

一旦电能产生出来，就可以由能量收集电路转换并调整

为合适的形式，以给下游电子组件供电。因此，一个微处理

器可以唤醒一个传感器，以获取读数或测量值，然后读数或

测量值可由一个模数转换器进行处理，以通过一个超低功率

无线收发器传送。

有几种因素影响无线传感器节点能量收集系统的功耗特

性。表 1 概述了这些因素。

当然，由能量收集源所提供的能量取决于它处于操作状

态的时间。因此，比较能量收集电源的主要衡量标准是功率

密度，而不是能量密度。能量收集一般会遇到低的、可变的

和不可预测的可用功率，因而通常采用了一种与能量收集器

和一个辅助电能储存器相连的混合结构。收集器由于其无限

的能量供应和功率不足而成为系统能源。辅助电能储存器（一

个电池或一个电容器）可产生较高的功率，但储存的能量较少，

它在需要的时候供电，其他情况下则定期从收集器接收电荷。

所以，在没有可供收集功率的环境能量时，必须采用辅助电

能储存器给 WSN 供电。当然，从系统设计人员的角度而言

这将导致复杂程度的进一步增加，因为他们现在必须考虑这

样一个问题“为了对缺乏环境能量源的情况下提供补偿，应

在辅助储存器中存储多少能量 ?”究竟需要储存多少能量将

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

1. 缺乏环境能量源的时间长度

2. WSN 的占空比（即数据读取和传输操作必须具备的

频率）

3. 辅助储存器（电容器、超级电容器或电池）的大小

和类型

4. 是否可提供既能充当主能量源、同时又拥有充分剩

余能量（用于当其在某些特定时段内不可用时为辅助电能储

存器充电）的足够环境能量 ?

最先进和现成有售的能量收集技术（例如振动能量收集

和室内光伏技术）在典型工作条件下产生毫瓦量级的功率。

尽管这么低的功率似乎用起来很受限，但是若干年来收集组

件的工作可以说明，无论就能量供应还是就所提供的每能量

单位的成本而言，这些技术大体上与长寿命的主电池类似。

此外，采用能量收集的系统一般能在电能耗尽后再充电，而

这一点主电池供电的系统是做不到的。

正如已经讨论的那样，环境能源包括光、温差、振动波

束、已发送的 RF 信号，或者其他任何能通过换能器产生电

荷的能源。下面的表 2 说明了从不同能源可产生多少能量。

要成功设计一款完全独立的无线传感器系统，需要现成

的节电型微控制器和换能器，并要求这些器件消耗最小和来

自低能量环境的电能。幸运的是，低成本和低功率传感器及

微控制器已经上市两三年左右了，不过只是在最近，超低功

率收发器才投入商用。然而，在这一系列环节中，处于落后

的一直是能量收集器。现有的能量收集器模块实现方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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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器。它能从诸如 TEG（热电发生器）、热电堆甚至小型

太阳能电池等极低的输入电压源收集和管理多余的能量。

其独特的专有自动极性拓扑允许该器件用低至 30mV 的

输入电源工作，而不管电源极性如何。

上面的电路用两个紧凑型升压变压器来提高

LTC3109 输入电压源的电压，然后该器件为无线检测和

数据采集提供一个完整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它能收集

小的温度差，不用传统的电池电源，就能产生系统电源。

就低至 30mV 的输入电压而言，推荐使用主 - 副匝

数比约为 1:100 的变压器。就更高的输入电压而言，可

用更低的匝数比来获得更大的输出功率。这些变压器是

标准、现成有售的组件，而且诸如 Coilcraft 等磁性元件

供应商可稳定供货。

LTC3109 采用一种“系统级”方法来解决复杂问

题。它转换低压源，并管理多个输出之间的能量。用

LTC3109 外部的充电泵电容器和内部的整流器对每个变

压器副端绕组上产生的 AC 电压升压并整流。该整流器

电路将电流馈送进 VAUX 引脚，从而向外部 VAUX 电容器、

然后是其他输出供电。

内部 2.2V LDO 可以支持低功率处理器或其他低功

率 IC。该 LDO 由 VAUX 和 VOUT 二者之间较高的一个供电。

这使它能在 VAUX 一充电到 2.3V 就能有效运行，同时 VOUT 

存储电容器仍然在充电。倘若 LDO 输出上有阶跃负载，

那么如果 VAUX 降至低于 VOUT，电流就可能来自主 VOUT 电

容器。该 LDO 能提供 3mA 输出电流。

VSTORE 电容器也许值非常大（数千微法甚至数法拉），

以在输入电源可能掉电时保持供电。一旦加电完成，那

么主输出、备份输出和开关输出都可用。如果输入电源

发生故障，那么仍然可以利用 V STORE 电容器的供电继续

运行。

LTC3588-1 是一款完整的能量收集解决方案，为包

括压电换能器在内的低能量电源而优化。压电器件通过

图 2 ：LTC3109 的典型应用原理图。 图 3 ：LTC3588 的典型应用原理图。 图 4 ：利用单节光伏电池的锂离子电池涓流充电器。

图 5 ：典型的 LTC3105 启动时序。

器件的挤压或挠曲产生能量。视尺寸和构造的不同而不

同，这些压电元件可以产生数百 uW/cm2 的能量。

应该提到的是，压电效应是可逆的，即展现直接压

电效应（一加上压力就产生电位）的材料也展现反向压

电效应（一加上电压就产生压力和 / 或应力，即挠曲）。

LTC3588-1 在 2.7V 至 20V 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

从而非常适用于多种压电换能器以及其他高输出阻抗能

源。其高效率降压型 DC/DC 转换器提供高达 100mA 的

连续输出电流或者甚至更高的脉冲负载。其输出可以设

定为 4 个固定电压（1.8V、2.5V、3.3V 或 3.6V）之一，

以给无线发送器或传感器供电。输出处于稳定状态（无

负载）时，静态电流仅为 950nA，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

了总体效率。

LTC3588-1 用来直接与压电或可替代高阻抗 AC 电源

连接、给电压波形整流以及在外部存储电容器中储存收

集到的能量，同时通过一个内部并联稳压器消耗过多的

功率。具 1V 至 1.4V 迟滞窗口的超低静态电流（450nA）

欠压闭锁（ULVO）模式使电荷能在存储电容器上积累，

直到降压型转换器能高效率地将部分储存的电荷传送到

输出为止。

LTC3105 是一款超低电压升压型转换器和 LDO，专

门用来极大地简化从低压、高阻抗可替换电源收集和管

理能量的任务，如光伏电池、热电发生器（TEG）、燃料

电池等电源。其同步升压型设计以低至 250mV 的输入

电压启动，从而使该器件非常适用于在不够理想的照明

条件下，从甚至最小的光伏电池收集能量。其 0.2V 至 

5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使该器件成为多种应用的理想选

择。集成的最大功率点控制器（MPPC）使 LTC3105 能

抽取电源能所提供的最大可用功率。如果没有 MPPC，

电源能产生的功率仅为理论最大值的一小部分。峰值电

流限制自动调节，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电源转换效率，同

时突发模式（Burst Mode®）工作将静态电流降至仅为

22uA，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能量储存元件的漏电流。

超低 IQLDO 能直接给流行的低功率微控制器或传感器电

路供电。如果没有 MPPC，电源转换器能产生的功率仅

为理论最大值的一小部分。峰值电流限制自动调节，以

最大限度地提高电源转换效率，同时突发模式（Burst 

Mode®）工作将静态电流减小至仅为 22μA，从而最大

限度地降低了能量储存元件的漏电流。超低 IQLDO 能直

接给常用的低功率微控制器或传感器电路供电。

图 4 所示电路采用了 LTC3105，用单节光伏电池给

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在太阳能能源可用时，该电路能

使电池连续充电，而当太阳能能源不再可用时，电池能

用储存的能量给应用供电。

LTC3105 能以低至 250mV 的电压启动。在启动时，

AUX 输出最初在同步整流器禁止的情况下充电。一旦

VAUX 达到约 1.4V，该转换器就离开启动模式，进入正

常工作状态。最大功率点控制在启动时不使能，不过，

电流从内部限制到足够低的水平，以允许靠电流非常小

的输入电源启动。尽管该转换器处于启动模式，但是

AUX 和 VOUT 之间的内部开关仍然保持禁止，而且 LDO

也是不采用。参见图 5 所示典型启动时序举例。

当 VIN 或 VAUX 高于 1.4V 时，转换器进入正常工

作状态。转换器继续给 AUX 输出充电，直到 LDO 输出

进入稳定状态为止。一旦 LDO 输出进入稳定状态，转换

器就开始给 VOUT 引脚充电。VAUX 仍然保持足够高的

值，以确保 LDO 处于稳定状态。如果 VAUX 高于保持

LDO 稳定所需的值，那么就从给 AUX 输出充电转变为给

VOUT 输出充电。如果 VAUX 下降太多，那么电流就重

新流向 AUX 输出，而不是用来给 VOUT 输出充电。一旦

VOUT 上升到高于 VAUX，就启动一个内部开关，以将这

两个输出连接到一起。

如果 VIN 高于被驱动的输出（VOUT 或 VAUX）上

的电压，或被驱动的输出低于 1.2V，那么同步整流器

就禁止，并以关键的传导模式工作，从而甚至在 VIN 

>VOUT 时，仍能实现稳定状态。

如果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并高于 1.2V 时，那么

同步整流器就启动。在这种模式时，SW 和 GND 之间的

N 沟道 MOSFET 启动，直到电感器电流达到峰值电流限

制为止。一旦达到电流限制，N 沟道 MOSFET 就关断，

SW 和被驱动输出之间的 P 沟道 MOSFET 就启动。该开

关一直保持接通，直到电感器电流降至低于谷值电流限

制为止，然后重复该周期。当 VOUT 达到稳定点时，连

接到 SW 引脚的 N 沟道和 P 沟道 MOSFET 都禁止，转换

器进入休眠状态。

为了给微控制器和外部传感器供电，一个集成的

LDO 提供稳定的 6mA 轨。该 LDO 由 AUX 输出供电，从

而允许该 LDO 在主输出仍然在充电时达到稳定状态。

LDO 的输出电压可以是固定的 2.2V，或可通过电阻器分

压器调节。

集成的最大功率点控制电路允许用户为给定电源设

定最佳输入电压工作点，参见图 6。MPPC 电路动态调节

电感器的平均电流，以防止输入电压降至低于 MPPC 门限。

当 VIN 高于 MPPC 电压时，电感器电流增大，直到 VIN 被

拉低至 MPPC 设定点为止。如果 VIN 低于 MPPC 电压，那

么电感器电流就减小，直到 VIN 升高到 MPPC 设定点为止。

LTC3105 纳入了在轻负载时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

功能，同时，通过将电感器峰值和谷值电流作为负载的

函数加以调节，还在重负载时增强了提供功率的能力。

在轻负载时，将电感器峰值电流降至 100mA，可降低传

导损耗，从而优化了效率。随着负载增加，电感器峰值

电流自动提高至 400mA（最大值）。当在中等负载时，

电感器峰值电流可能在 100mA 至 400mA 之间变化。上

述功能的优先级低于 MPPC 功能，并仅当电源提供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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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超过负载所需时才起作用。

在诸如光伏转换之类的应用中，输入电源也许长时

间不存在。为了在这类情况下防止输出放电，LTC3105

纳入了欠压闭锁（UVLO）功能，如果输入电压降至低于

90mV（典型值），那么该功能就强制转换器进入停机模

式。在停机模式，连接 AUX 和 VOUT 的开关启动，LDO

置于反向隔离模式，流进 VOUT 的电流降至 4uA（典型

图 6 ： 面向单节光伏电池的典型最大功率点控制点。

值）。在停机模式，通过 LDO 的反向电流限于 1uA，以

最大限度地减轻输出放电。

结论

由于拥有模拟开关模式电源设计专长的人员在全

球范围内都处于短缺的局面，因此要设计出如图 1 所

示的高效能量收集系统一直是很困难的事。面临的主

要障碍是与远程无线感测相关联的电源管理。不过，

随着 L T C3105、L T C3109 和 L T C3588-1 的推出，这种

状况即将完全改变。这些器件能够从几乎所有的光源、

热源或机械振动源提取能量。此外，凭借其全面的功

能组合以及设计的简易性，它们还极大地简化了能量

收集链中难以完成的功率转换设计。对于 W S N 设计

师而言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其高集成度（包括电源管

理控制和现成有售的外部组件）使之成为目前市面上

最小、最简单和易于使用的解决方案。

因此，系统设计师和系统规划师必须从一开始就

优先满足电源管理需求，以确保高效率的设计和成功

的长期部署。幸运的是，领先的高性能模拟 I C 制造商

现在提供越来越多的能量收集电源管理 I C，从而极大

地简化了此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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