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 告

對於電源故障保護應用，超級電容器能夠
替代後備電池 – 設計要點 450
Jim Drew
引言

超級電容器的特性

在越來越多的短時間能量存貯應用以及那些需要間歇
式高能量脈衝的應用中，超級電容器找到了自己的用
武之地。電源故障保護電路便是此類應用之一，在該
電路中，如果主電源發生短時間故障，則接入一個後
備電源，用於給負載供電。這種應用通常以使用電池
為主，但由於雙電層電容器 (EDLC) 每法拉的價格、
外形尺寸以及每個電容的等效串聯電阻 (ESR/C) 持續
地減低，因此它正在迅速地滲入到該領域之中。

10F、2.7V 超級電容器可采用一個具 25mΩ ESR 的
10mm x 30mm 兩端子徑向密封容器。與電池相比，
超級電容器的一個優點是其使用壽命長。據稱電容
器的充放電循環使用次數可達 500,000 次以上，而電
池規格中的對應指標則僅為幾百次。這使超級電容器
成為一種理想的“一勞永逸”型器件，幾乎或根本不
需要進行維護。

圖 1 示出了一種 5V 電源故障保護應用，這裡，兩個
被充電至 4.8V 的串聯 10F、2.7V 超級電容器能夠支
持 20W 的功率達 1 秒以上。LTC3225 ( 一款基於充
電泵的新型超級電容器充電器 ) 可被用於以 150mA
的電流來給超級電容器充電，並保持電池平衡，而
LTC4412 則在超級電容器和主電源之間實現了自動
切換。LTM4616 雙通道輸出 DC/DC µModule™ 穩壓
器負責產生 1.8V 和 1.2V 輸出。當采用一個 20W 負
載時，輸出電壓將在主電源被拿掉之後保持穩壓狀
態達 1.42 秒。

在任何應用中，超級電容器的兩項關鍵參數都是電池
電壓和初始漏電流。初始漏電流其實就是電介質吸收
電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便會消失。超級電容器制造
商擬訂的漏電流額定值是在施加電壓之後 100 小時的
數值，而在最初的 100 個小時裡，初始漏電流有可能
高達規定漏電流的 50 倍！
電容器兩端的電壓對其工作壽命有著重要的影響。當
以串聯方式使用時，超級電容器必須具有平衡的電池
電壓，以防止其中任何一個串聯電容器發生過度充
、LT、LTC 和 LTM 是凌力爾特公司的注冊商標。µModule 是凌力爾特
公司的注冊商標。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圖 1：5V 電源故障保護應用電路可提供 20W 功率達 1.4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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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無源電池平衡 (在電容器兩端跨接一個電阻器) 是
一種常用而且簡單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缺點是：當充
電電路被停用時，電容器將通過平衡電阻器放電。對
於該方案，一條經驗法則是針對最壞情況漏電流的 50
倍 (估計值為 2µA/F) 來設定平衡電阻器。在這些給定
參數條件下，一個 10F、2.5V 超級電容器將需要一個
2.5k 的平衡電阻器。當充電電路被停用時，該電阻器
將從超級電容器吸收 1mA 電流。
一種更好的替代方案是采用一個非耗散有源電池平衡
電路 (例如：LTC3225) 來維持電池電壓。LTC3225 在
停機模式時給超級電容器帶來了 < 4µA 的負載，而當
輸入電源被拿掉時負載電流則 <1µA。LTC3225 具有
一個高達 150mA 的可編程充電電流，可把兩個串聯
超級電容器充電至 4.8V 或 5.3V，並對各電容器電壓
進行平衡處理。
如欲向負載提供一個恆定電壓，則必需在負載和超
級電容器之間布設一個 DC/DC 轉換器。當超級電容
器兩端的電壓下降時，DC/DC 轉換器吸收的電流將
增加，以使輸送至負載的功率保持固定。當其輸入
電壓達到最小工作電壓 (VUV) 時，DC/DC 轉換器將
跳出穩壓狀態。

所需的有效電容可以根據需要的故障保護時間 (TRT)
以及電容器上的初始電壓 (VC(0)) 和 (VC(UV)) 來計算，
公式如下：

一個串接電容器組的有效電容是單個電容器的有效電
容除以電容器數目所得的商，而總 ESR 則為所有串聯
ESR 之和。
一個超級電容器的 ESR 將隨著頻率的增加而減小。制
造商通常規定的是 1kHz 頻率條件下的 ESR，而有些制
造商則同時公布 DC 和 1kHz 頻率下的 ESR 數值。超
級電容器的電容也將隨著頻率的增加而減小，而且通
常給出的都是 DC 條件下的規定值。在 1kHz 頻率的
電容約為在 DC 條件下數值的 10%。當在故障保護應
用 (提供電源的時間從幾秒鐘到幾分鐘) 中使用超級電
容器時，應在低頻 (例如：0.3Hz) 採用一個有效電容
和 ESR 測量值。如圖 2 所示，當輸入電源被拿掉時，
ESR 效應表示為一個 180mV 的電壓降。
5V SUPERCAPACITOR RIDE-THROUGH
VIN = 5V, VCAP = 4.8V, POWER = 20W

如欲估計超級電容器的要求，則必需確定有效電路電
阻 (RT)。 RT 為電容器的 ESR 與電路分布電阻之和，
公式如下：

5V INPUT
(1V/DIV)

180mV STEP DUE TO ESR
VCAP
(1V/DIV)

1.8V OUTPUT
(500mV/DIV)

1.2V OUTPUT
(500mV/DIV)

在 DC/DC 轉換器處於最小工作電壓條件時，假設
10% 的輸入功率在有效電路電阻損失掉，則最壞情
況 RT 為：

1.42 SECONDS

800ms/DIV

圖 2：5V 電源故障保護應用定時

結論
在 DC/DC 轉換器的最小工作電壓條件下，超級電容
器兩端所需的電壓為：

超級電容器能夠滿足電源故障保護應用 (這裡所需的供
電時間約為幾秒鐘到幾分鐘) 的要求。與電池相比，超
級電容器是一種具有長使用壽命、低維護成本、低重
量和環保性的解決方案。為此，LTC3225 提供了一種
緊湊、低噪聲的解決方案，用於在不降低性能的情況
下對串接的超級電容器進行充電和電池平衡處理。

產品手冊下載

如要獲得更多資料或技術支持，請与我們的銷售
部或當地分銷商聯絡，也可瀏覽我們的网址：
www.linear.com.cn 或電郵到 info@linear.com.cn

www.linear.com.cn

凌力爾特有限公司
Linear Technology Corp. Ltd.
www.linear.com.cn

艾睿電子亞太有限公司
Arrow Asia Pac Ltd.
www.arrowasia.com

駿龍科技有限公司
Cytech Technology Ltd.
www.cytech.com

派睿電子有限公司
Premier Electronics Limited
www.premierelectronics.hk

好利順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Nu Horizons Electronics Asia Pte Ltd.
www.nuhorizons.com

香港電話：(852) 2428-0303
北京電話：(86) 10-6801-1080
上海電話：(86) 21-6375-9478
深圳電話：(86) 755-8236-6088

香港電話：(852) 2484-2484
北京電話：(86) 10-8528-2030
上海電話：(86) 21-2893-2000
深圳電話：(86) 755-8836-7918

香港電話：(852) 2375-8866
北京電話：(86) 10-8260-7990
上海電話：(86) 21-6440-1373
深圳電話：(86) 755-2693-5811

香港電話：(852) 2268-9888
北京電話：(86) 10-6260-8088
上海電話：(86) 21-6249-3311

香港電話：(852) 3511-9911
北京電話：(86) 10-8225-1376
上海電話：(86) 21-6441-1811
深圳電話：(86) 755-3398-2850

dn450f 0209 142.8K • PRINTED IN CHINA

 LINEA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