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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C8803 超高效电荷泵充电系统介绍

简介：
随着消费电子智能手机，移动设备对于电池容量的需求越来越大，人们对充电体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充电体验不仅

包括充电速度还包括充电时的发热控制，因此就需要一种能够支持既能够大电流充电又能够高效的充电方案。本应用

文档主要介绍了以 ZCC8803为主要核心充电 IC 的器件在系统应用中的优势以及支持适配器输出电压过压保护功

能。



ZCC8803 系统架构介绍：

Figure 1: ZCC8803典型系统应用框图

移动设备对充电体验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对移动设备充电的速度以及发热控制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这就需要

我们在即追求充电速度的同时也要满足移动设备端对发热的严格控制，因此在新一代移动设备的充电系统设计

中对高效率充电 IC也提出了新的挑战。ZCC8803就是以其 98%左右的超高效率来解决此挑战的。

基于 bq25970的充电 IC 是需要移动设备和充电设备配合协同进行充电的。如 Figure 1所示，介绍了 bq25970在系

统端所需要的连接关系，以及对系统的要求。如 Figure 2 所示，移动设备通常的充电逻辑分为三个阶段，预充

阶段，恒流快充阶段，恒压阶段。其预充过程和最后的恒压充电过程主要有 Figure 1 框图所示的 bq2589x来完

成，其原因是 bq2589x 这一类 Buck 类充电 IC 能够支持固定输入电压的恒压充电模式和预充充电模式。由于

bq25970的工作原理是一个开环的电荷泵 (Charge Pump) 其本身不具备一般 buck类充电 IC 稳压功能，因此恒流

充电阶段和部分恒压充电阶段则需要 AP 或 MCU（MSP430）通过 USB PD 的协议来协商适配器端输出的电压

值配合 bq25970进行正常充电。当适配器电压调节到高于电池电压 2倍的电压时，bq25970就能够进行正常的恒

流恒压充电。在 bq25970 规格书中有对这个充电流程的详细描述，可以查看规格书中关于电池充电流程的章

节。



充电 电池电压 系统充电状态

预充阶段 2V--3V
由主充电 IC bq2589x来对电池进行小电流充电， 此时不需要外部 MCU或 AP来实时监控，由适

配器输出恒定电压即可。

小电流恒流

充电阶段
3V--3.5V

由主充电 IC bq2589x来对电池进行 3A电流充电，此时不需要外部 MCU或 AP来实时监控，由适

配器输出恒定电压即可。

大电流恒流

充电阶段

3.5V--

4.35V
由 bq25970进行 8A大电流充电。 此时需要外部 MCU和 AP来进行实时监控、通讯、控制充电其

电压。

大电流恒压

充电阶段

4.35V--
4.4V

由 bq25970进行恒压充电，此时充电电流会从 8A逐步降低至 2A。此时需要外部 MCU和 AP来进

行实时监控、通讯、控制充电其电压。

小电流恒压

充电阶段
4.4V

由 bq25890来进行最后的恒压充电阶段，此时充电电流会从 2A降低至截止电流。此时不需要外部

MCU或 AP来实时监控，由适配器输出恒定电压即可。

ZCC8803 相比于前一代低压直充IC ZCC5023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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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C5023的工作原理如规格书所述，充电时需要系统端有一个可变电压的适配器来进行电压调节，适配器的输出

电压会根据电池的当前电压以及充电电流在整个充电线路阻抗产生的压降来调节。这样充电系统，在原理是上

是适配器的电压，跟随电池电压做变动从而保持电流的恒定而进行充电。

如公式(3)和公式(4)所示，为 ZCC5023 fast charging移动设备系统 端的所有阻抗的总和，为 bq2587x Flash Charger 移
动设备端所有阻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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푃L표푠푠 = 퐼2 × 푅푠쳌푠푡ᒩ푚 (4)

与 ZCC5023x 的充电过程相比，ZCC8803 的充电过程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两者都需要一个可调电压

的Type-C适配器进行电压调节。而与 低压直充 ZCC5023 不同的是，ZCC8803 输入端需要 2倍于电池

电压的输入端。如公式(7)和公式(8)所示，푅푅푠푠푠푠푠푠_��푆푆为bq25970 Charge pump Charger 移动设备系统端

的所有阻抗的总和，为 bq25970 Charge pump Charger 移动设备 端所有阻抗的

푉푎푑푝푡표ᱚ = 2푉퐵푎푡 + 퐼푏푢푠 × 푅푡표푡푎푙 (5)

푅푊푖ᱚᒩ−푡표푡푎푙 = 2푅푤푖ᱚᒩ + 2푅푐표䁓䁓ᒩ푐푡표ᱚ (6)

푅푠쳌푠푡ᒩ푚 = 푅�푂푆 + 푅푤푖ᱚᒩ−푡표푡푎푙 + 푅푆퐶 (7)

푃L표푠푠 = 퐼2 × 푅푠쳌푠푡ᒩ푚 (8)

ZCC8803 的特点



 +2.5 V to +5 V operating output voltage range (input voltage = 2 × output voltage + delta)
 High efficiency, with constant 2:1 conversion ratio
 Programmable switching frequency
 100 kHz to 2 MHz in normal operation mode
 Up to 8 A output current per device, expandable with dual implementation
 Dual-charging (two ZCC8803 charging) operation, with clock sync (180° phase shift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harger) to reduce overall current ripple
 Protection features:

o Programmable 0.5 A to 5A input current limit, 100 mA per step Programmable output
overvoltage protection

o Soft start
o Input overvoltage lockout
o Input undervoltage lockout
o Thermal shutdown
o Reverse current protection
o Die temperature sensing pin
o 10 μA typical quiescent current standby

电荷泵的基本工作原理

2:1 switched capacitor converter for a high-current, low-profile Li+ battery

system, with extremely high efficiency when operating at a fixed conversion ratio (50%)

Phase 1 (charging phase)

The flying capacitor connected between CFH and CFL and the output capacitor at VPH_PWR are
switched in series. Connecting the external flying capacitor in series with the output capacitor allows
VIN/2 on VPH_PWR.

Phase 2 (discharging phase)

The flying capacitor is switched in parallel with the output capacitor. When the switching is fast enough,
an output voltage is generated that is half of the input voltage.



电荷泵的基本工作需求

Figure 2：电荷泵系统需求框图

Figure 3：单独 ZCC8803在手机内部系统框图

电荷泵在充电过程中的工作流程





双ZCC8803 共同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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