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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劃為太陽能充放電控制器之研製，以
單晶片控制充放電控制系統，將太陽能板
所產生的直流電力，儲備於蓄電池中以供
負載輸出。由於太陽能電池板的輸出會隨
著太陽照度與周圍溫度而變化，使用鉛酸
電池來儲存太陽能電力時，必須依照電池
的特性設計充放電電路，並對電池狀態設
定：過溫、過充、低電壓、過電流等檢測
感應，並由單晶片來管理充放電動作，並
以 Pulse Width Modulation(PWM)的控制
方式執行三階段充電的程序
一、前言
太陽能由於具有不污染環境、生態，
又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因此，太陽能作
為替代能源已越來越受重視。目前，太陽
能發電系統，漸漸被各式各樣場合使用普
遍，高山、平地、離島等。由於台灣地區
地小人稠土地取得困難，而分散型發電系
統可同時避免土地徵收與公害問題，因此
可行性較高，對於台灣地區每到夏季就頻
頻限電之尖峰負載供電，實在可以做到積
少成多之成效，對於供電系統可靠度也會
有相當大的助益。在節約能源及尋求實用
化替代能源中，太陽能電力的應用是最理
想的方式之一；台灣地區尤其是中南部，
日照充足，可更有效的利用太陽能電力，
如路燈照明、警示標誌或夜間輔助電力
等，均能發揮太陽能之功能。一般的直流
充放電控制設計，有使用可程式邏輯控制
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
執行充放電處理、電壓電流檢測及計時電
路切換等動作；雖然利用 PLC 來規劃控制
程序較為簡便且快速，但因 PLC 的操作平

台體積龐大頗佔空間，無法裝設在小型機
具裝置內，目前市面上性能較佳的 PLC 多
數以進口為主，製造成本較難以掌握。同
時，為使控制器能符合各種元件規格之要
求，電路必將複雜且成本也會提高。近年
來因半導體製造技術的提昇，所以單晶片
做控制處理已不再是高成本的設計，不僅
可提升效能，簡化電路，更使系統體積減
小、重量輕，且易於維護與擴充等優點。

二、研究目的
太陽能電力是一種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又稱綠色能源(Green
Energy)，其優點在於將潔淨無污染的太陽
光源轉換成可用的電力，且轉換過程簡
單、環保、維護容易、系統使用年限長(可
達 20 年)，但因其所提供之電力會因日照
條件的差異造成輸出電力的不穩定，且光
電轉換效率不高，所以欲善用太陽光電能
就必須用儲能設備來儲存電力，再將電力
轉換應用在實際的負載上。而儲能設備電
池也就成為能量轉換的重要角色，不過電
池特性卻又是儲蓄能源的另一個問題，不
當的電池使用會嚴重影響電池特性，降低
轉換效能，減損使用壽命。所以，適當的
考量電池應有的充放電程序，方能達到電
池的最佳使用率。
三、研究方法
蓄電池的主要功能就是儲備電力，而
電池的使用壽命在於電池正負電極兩端間
電位差的維繫值；當電池電壓過高時，必
須將多餘的電力排除(放電)，若電池電力
不足時，為避免影響電池特性，則應立即
補充電力(充電)。所以，如何讓電池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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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適當的儲存電壓值，即是充放電電
路的主要工作。以鉛酸電池而言，在使用
上必須注意其工作溫度、儲能狀態、充放
電處理條件及浮充電壓值(Float Charge
Voltage)等。操作環境溫度的高低與電池
因過分充電或使用過度所引起的溫度變
化，對電池的壽命有絕對的影響。大部份
的充電器在初步充電時採用定電流及定電
壓充電方式，以期電池能快速的達到滿充
狀態(Full Charge State)，但因持續長時
間以大電流對電池充電，會容易導致電池
內部的電解液迅速起泡產生氣化現象，電
池溫度亦隨之急劇上升，也加速電池的腐
蝕情況，進而損害電池特性縮短使用壽
命。同時在使用中的電池，亦不允許處於
低電平狀態，否則會引起硫酸鉛的累積，
使電池容量降低而減少壽命。常用的充放
電方式有：

定電流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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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電壓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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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充電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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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定電流定電壓充電法之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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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電流定電壓(CC、CV)充電法。
2.脈波充電法。
3.Reflex 充電法

圖 2、三階段充電法之時序圖

脈波充電法則是將充電電流以週期性
的脈衝方式對電池充電，也就是脈波寬度
調變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固
定之充電電流及改變工作週期時間(duty
cycle)方式，或固定工作之週期及改變充
電電流大小之方式，來執行間歇性充電。
其充電時序如圖 3 所示，T 為工作週期，
ton 為充電時間，toff 則停止充電時間。停止
充電的過程，旨在讓電池內部的電解液於
電化學反應上獲得中和緩衝時間，進而延
長電池使用壽命，因此脈波充電法在充電
時，可採用較大的脈衝電流以節省充電時
間。

定 電 流 定 電 壓 (Constant Current ，
Constant Voltage)充電法，在充電初期先
以大電流對電池充電，此階段必須保持充
電電流的穩定，故稱為定電流充電；當電
池電壓漸漸上升至滿充點後，電池電壓便
不再上升，並保持在此滿充電壓點，這時
候電池實際上並未達滿充飽和狀態，所以
必須持續充電，而充電電流將會隨充電時
間的增加逐漸遞減，直到滿充截止，此階
段即為定電壓充電，所以又稱為二階段式
充電法。如圖 1 之時序所示，T1 為定電流
充電時段，T2 以後則為定電壓充電時段。
另一種方式則在電池經過一段時間定電壓
的滿充後，再以一更低的電流對電池繼續
浮充充電(Float Charge)，以維持電池電
力的飽滿狀態，此稱為三階段充電法。圖
2 為三階段充電法的時序圖，T1 是定電流
充電時段，T2 開始定電壓滿充，T3 則進入
浮充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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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脈波充電法之電流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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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x 充電法為脈波充電法之改良
方式，其特點即在充電脈衝之後，緊接著
產生一個放電脈衝，此放電動作不僅可減
緩電池內部的電化學反應，亦可防止電池
的過充，避免電解液的氣化，電池壽命得
以延長。Reflex 之充電時序如圖 4，t1 為
充電時間，t2 為放電時間，t3 為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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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Reflex 充電法之電流時序

圖 5、圖 6、圖 7 分別為三種充電法的電路
架構。
本文之設計則是綜合三階段式及 PWM
的充電方法，充電初期(第一階段)以較大
電流(接近滿週期)對電池充電，讓電池到
達滿充點後改用 PWM 脈衝電流(第二階
段)，變更充電週期的寬度，適度降低充電
電流，並計時設定預計的時間長度使電池
達到滿充狀態；在進入第三階段後，則改
用更低的電流來做浮充，以維持電池電力
的飽和狀態。雖然控制器的電力均來自電
池，但 MCU 是 CMOS 型的低耗電元件，檢測
電路的 OP Amp 也僅消耗十幾個 mA 電流。

(2)電池過充監視檢測
本設計採用美國 Power Battery Company,
Inc. PRC-1290X 電池，其規格為：
最大充電電壓：2.37V.p.c.(14.22V)
滿充電壓：2.16V(12.96V)
終值電壓：1.75V.p.c.(10.5V)
浮充電壓：2.25~2.27V.p.c.(23~56mA)
13.50V~13.62V
圖 8 為電池的開路電壓與殘餘能量曲線，
圖中顯示電池電壓低於 12.4V 時就必須要
充電，而滿充電壓是 12.96V，所以可用來
充電的 PV 值要選擇在此範圍內。在電池電
壓達到滿充點 12.96V 時，便是進入第二階
段的定電壓充電時序，MCU 會改用脈衝充
電流，利用計時器繼續對電池充電，讓電
池達到滿充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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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定電壓定電流充電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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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成果
本計畫所完成的軟硬體製作及測試、
分析，詳述如下：
(1)太陽能光電板電力狀態檢測
為有效利用太陽能電力，在太陽能 PV
值達到可用的預定電位時，便依蓄電池狀
態執行充電程序；而在 PV 值低落於設定範
圍後，可開啟電力輸出開關，以提供電力
至負載。
本系統是採用德國西門子的 M46 單晶太陽
能光電板，其規格為：
最大功率：46W
額定電流：3.15A
額定電壓：14.6V
短路電流：3.35A
開路電壓：18V

t3

I2

+
-

圖 7、Relfex 充電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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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M

放電控
制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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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池低電壓監視檢測
電池在供負載消耗電力後，電池的蓄
存電力降低，必須儘速充電以補充電量，

圖 6、脈波寬度調變充電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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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電池電壓是不允許處於偏低狀態，否
則會損及儲電效能。從圖 8 曲線中可看
出，電池在 11.88V 時的電力能量已低至無
法使用的地步，為防止電池電壓過低時會
對電極板造成永久性的損害，將低電壓偵
測準位定在高低兩點間的平均值 1/2 處
(12.40V)，以保證電池運作在額定的電壓
使用範圍內。當 OP 檢知低電壓狀態時，會
將再充電的要求送出，MCU 立即中斷負載
輸出，並準備回到第一階段的定電流充電

利用脈波寬度調變方式(PWM)，依電池充電
情況適時調整脈波寬度週期，將電力儲存
於電池中，達到太陽能電力的有效利用。
控制模式的選擇上，可依實際之需求而
變更動作程序。自動模式：就是以太陽能
光源的觀察(如日昇、日落)，作為啟動負
載開關的參考，以路燈控制之應用即為例
子。計時模式：則再加上計時器(Timer)
裝置，作為啟動負載開關的附帶條件。圖
9 即為主控制流程圖。
開始
初值設定
IO設定
主迴圈

關閉所有開關
結束所有動作

電壓過低

電池電壓
檢測
電壓正常

PV準位高 PV準位
PWM
充電控制
檢測

圖 8、PRC-1290X 電池開路電壓與殘餘能量曲線

PV準位低

(4)過電流保護
在負載輸出狀態下，為避免因負載消
耗過大之電流或因不正常之輸出短路而危
及電路安全，從輸出迴路中，設計電流迴
授檢測電路，隨時監控輸出狀態，當異常
狀態時，MCU 立即關閉輸出開關，以維護
電路的正常運作。

模式一

控制模式
選擇

模式二

計時模式

自動模式
關閉所有開關
結束所有動作

圖 9、主控制流程圖

(5)負載輸出
輸出端是利用功率 MOSFET 來當控制
開關，輸出電流設在 2A。由於採用 MCU 檢
測電流過載狀態，及用外部中斷觸發來啟
動安全保護動作。

2.電池充放電流程
圖 2 的時序裡，A 點即為開始充電的要求，
也就是電池電壓已低於圖 8 中 12.40V 的再
充電值，必須先以較大的電流充電，所以
MCU 啟動充電電路讓太陽能板上的電流直
接對電池充電，形成第一階段的定電流充
電的 T1 時間。在進入 B 點後，即達到滿充
的初步的條件，MCU 改用脈波寬度調變方
式，減短脈衝電流所通過的時間，並設定
Timer 為 4 小時的計時(T2)，繼續對電池充
電以達到電池飽和狀態。由於電流採用脈
衝方式，能間歇性的讓電池有暫停充電的
時段，可避免滿充時的過電流持續充電所

(6)控制分析與設計
1.主控制流程
在主控流程中，首先是檢查電池的蓄
電狀態，若電池電力不足時，則做充電處
理，以提供足夠的直流電壓輸出，並維持
電池電力的穩定；同時為使太陽能應用於
最佳效能，所以程式要持續觀察 PV 值，且
5

造成的問題。進入 T3 的第三階段時，MCU
再次將脈波寬度減短，以提供足夠但微弱
的充電電流，持續的對電池浮充充電。
圖 10 是三階段充電流程圖，在充電過
程中，仍會先檢測 PV level 的高位點，以
確認 PV 有足夠的電壓電流以供充電。
圖 11、第一階段充電脈波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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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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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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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值偵測

PV值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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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第二階段充電脈波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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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rption
Charge)
PWM週期控制-1

計時完成
第三階段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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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第三階段充電脈波波形

返回

圖 10、三階段充電流程圖

(7)實驗結果
實驗中以 60Hz 為週期，於第一階段使
用較長的充電脈波時間執行充電，在第二
階段則縮短為約 50% duty，到第三階段則
改用更短的脈波時間浮充。圖 11、圖 12
和圖 13 分別為三個階段的充電脈波時序
圖。CH2 為電池電壓，CH1 為 MOSFET 的輸
入脈波。
在遇到電池電壓過低時，必須關閉負
載輸出開關，圖 14 即為輸出負載 MOSFET
的控制波形。當電池電壓(CH2)低於 12.4V
時，MCU 送出關閉輸出 MOSFET 的控制訊號
(CH1)。

圖 14、輸出負載 MOSFET 之控制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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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圖A

充放電控制器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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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圖B

充放電控制器系統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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