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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LM5122 的高精度升压锂电池充电方案 
吴军蔚 

 

 简介 

       本文介绍了采用 LM5122 同步升压控制芯片，设计了一款升压锂电池充电方案，其适

合在车载或其它工业类应用中备份电源或者其它充电应用。介绍了如何用 LM5122 实现锂

电池充电所需的恒流恒压充电，并采用 LM5122 的 UVLO 功能来实现停止充电及重新充电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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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在锂电池充电的解决方案中，很多方案是采用降压变换器的方式来实现对锂电池充电。

但在某些应用中，如车载，或工业类应用中(其通用的输入电压为 12V 或 24V)，需要给多节(>6s)锂

电池充电时，降压充电器就遇到了困难。在这类应用中，如果采用降压充电解决方案，需要对 12V

或 24V 输入电压进行升压，然后再降压。这样的系统方案成本较高，转换效率不高且系统复杂。 

        针对这类应用，需要设计一款升压型的锂电池充电解决方案。而在设计升压锂电池充电方案之

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些锂电池充电的一些特性，即锂电池充电为什么需要采用恒升恒流的充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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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 LM5122 的高精度升压锂电池充电方案 

        如图 1 所示(1)，当充电压高于锂电池最高允许的充电电压时，电池的寿命会迅速减少。有些客

户为了延长电池寿命，在设计时，会降低锂电池充电电压，但这会使电池的有效容量降低。如图 2

所示(1)，当充电电压从 4.2V 降到 4.1V 时，电池有效容量会降低 10%左右，不能达到对锂电池的有

效利用。所以在设计时，需要较高精度的充电电压。 

 

图 1.  锂电池充电电压对电池寿命的影响 

 

图 2.  锂电池充电电压对电池容量的影响 

        如图 2 所示(1)，充电电流的大小也会影响电池寿命。为了保证锂电池 的寿命，一般建议锂电池

的充电电流为 1/2 C。 

 

图 3.  锂电池充电电流对电池容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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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M5122 升压锂电池方案设计 

2.1 参数规格 

本文中升压方案的规格如下： 

输入电压范围：9V~15V 

锂电池规格：6S(4.2V)，2400mAh 

则所需设计的升压充电方案的输出为 1.2A 恒流，25.2V 恒压输出。 

2.2 线路设计 

        实验是基于 LM5122EVM-1PH 上进行修改验证的。功率部分的线路在 LM5122EVM 板上做

如下修改：1) 去掉输出瓷片电容 C6 及电解电容 C12。2) 在瓷片电容 C9 与 C7 之间，插入一个

20mohm 的检测电阻。3) 去掉 R28。 

        控制线路的原理图如图 5 所示。其采用 TPS7B6950QDCYRQ1 从输入电压产生一个 5V 电压，

为控制板提供电源及参考电压。INA169 采样输出电池电流。采样的电流信号与电池电压采样信号

通过 TLV272，对 LM5122 进行恒流恒压控制。同时电流信号与电压信号通过 TLV3202 与基准电

压进行比较，再经过一个或非门及一个小 MOS 对 LM5122 的 UVLO 进行控制，来实现停止充电

及再充电的控制。 

 

图 4.  基于 LM5122EVM-1PH 的功率部分线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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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用 LM5122 的高精度升压锂电池充电方案 

 

图 5.  锂电池充电控制部分线路图 

2.2.1 恒流恒压参数设计 

        恒流恒压的工作原理：稳定工作时，CC/CV 的电压经 R27、R26 分压后使 FB 的电压稳定在

1.2V。当输出电压较低时，电流环 U3A 工作；当输出电压达到设定电压时，电压环 U3B 开始工

作。 

        则功率板的 R27 和 R26 的选择可以式 1 得到： 

                                                             (1) 

        设 VCC/CV电压为 2V(该值可根据实际应用进行调整)，R27 为 20kohm，可以得到 R26 为

30kohm。 

        电流检测的参数如式 2 所示： 

                                                                    (2) 

        Rs 取 0.02ohm，Is 为 1.2A，Vo 为 2V+0.3V(二极管压降)，则 RL( R2)为 95.8kohm，取 R2

为 100kohm。C10 与 R3 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滤波。 

        R8、R10 的取值可以由式 3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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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INA169 的参数设计 

                                                                       (3) 

        R8 取 511kohm，R10 取 44.2kohm。 

2.2.2 充电截止及再充电相关参数设计 

        充电截止与再充电功能，主要由 U4、U5 来实现。其原理如下：当输出电压超过设定门限，

同时输出电流低于设定门限时，U5 输出高电平，使 MOS 管 Q1 导通，拉低 UVLO 电压，从而关

断 LM5122。LM5122 关断后，当输入电压存在(且高于输入 UVLO 设定电压)，电池电压低于设

定门限时，U5 输出低电平，Q1 截止，LM5122 重新工作。 

        这里关断电流门限设计值为 120mA，R1 为 100kohm，R1 为 5.1kohm。电压设定门限为

23.1V，R5 取 62kohm，R6 取 36kohm。 

2.3 实验验证 

 

图 7.  实验测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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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用 LM5122 的高精度升压锂电池充电方案 

 

图 8.  CC/CV 性能测试 

    实验数据表明，采用 CC/CV 模式控制的 LM5122，在全输入电压范围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恒压，

及较高精度的恒流控制，完全可以满足锂电池充电的需求。同时，其关断电流可以控制在 150mA 左

右。 

     LM5122 控制的高精度锂电池充电方案，可以很好的满足在车载及工业领域中多串锂电池充电。

同时，其还具有充电截止及再充电的功能，特别是在电池备份的场合，这个方案更加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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