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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压保护，过流保护/电流检测比较器集成电路 

CN300

概览： 

CN300 是一款集成欠压保护和电流检测比

较器的集成电路，芯片内部包括有电流检测

比较器，电源欠压比较器，电压基准源和定

时器等电路单元，非常适合过流保护，电流

检测或者电池放电管理等应用，具有功耗

低，应用简单、灵活等特点。 

CN300 在电源电压下降到欠压阈值(典型值

2.75V)以下并持续 100 毫秒时，进入欠压状

态，在 OD 管脚输出高电平和在 管脚输

出低电平。只有当电源电压高过欠压阈值

0.33V 以上并持续 100 毫秒时，CN300 从欠

压状态恢复，在 OD 管脚输出低电平，在

管脚输出高电平。 

当电流检测正输入端 CSP 管脚与电流检测

负输入端 CSN 管脚的压差大于过流检测阈

值(典型值 38 毫伏)并持续 9 毫秒以上时，进

入过流状态，CN300 在 OD 管脚输出高电平

和 管脚输出低电平。 

欠压状态或过流状态统称为过放状态。 

CN300 非常适合于过流保护，电流检测，三

节镍氢电池或单节锂电池的放电管理等应

用。 

CN300 采用 6 管脚的 SOT-23 封装。 

应用： 

⚫ 过流保护 

⚫ 电流检测比较器 

⚫ 三节镍氢电池放电管理 

⚫ 单节锂电池放电管理 

 

 

 

特点： 

⚫ 低工作电流：4uA@VCC=3V 

⚫ 芯片内部固定的欠压阈值 

⚫ 在VCC低至 1.1V时保持有效输出 

⚫ 欠压阈值：2.75V（电源电压下降） 

⚫ 欠压阈值精度：±1% 

⚫ 欠压检测去抖动延时：100 毫秒 

⚫ 过流检测阈值：38 毫伏 

⚫ 过流检测输入共模电压范围： 

  0V 到 VCC 

⚫ 过流检测去抖动延时：9 毫秒 

⚫ 低有效和高有效过放输出 

⚫ CMOS 输出 

⚫ 采用 SOT-23-6 封装 

⚫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40°C 到 +85°C 

⚫ 产品无铅，满足 rohs，不含卤素 

 

 

 

 

管脚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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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电路:  

 

    图 1  典型应用电路 

 

 

 

订购信息： 

型号 封装形式 印字 包装 工作温度范围 

CN300 SOT-23-6 300 编带，采用盘装，每盘 3000 只 －40℃ to 85℃ 

 

 

 

 

 

 

 

 

 

 

 

 

 

 

 

 

http://www.consonance-elec.com/


如韵电子  CONSONANCE 

www.consonance-elec.com                          3                                            Rev.1.0 

功能框图:  

 

图 2   CN300 功能框图 

管脚描述： 

序号 符号 描述 

1 CSP 电流检测正输入端。需连接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的电流流入端。 

2 GND 输入电源负输入端。芯片的接地端（Ground）。 

3  

低电平有效过放输出管脚。CMOS 输出。当输入电源 VCC 管脚电压低

于欠压阈值（2.75V）并持续 100 毫秒以上或者 CSP 管脚与 CSN 管脚

电压差大于过流检测阈值并持续 9 毫秒以上， 管脚输出低电平。

在其它状态， 管脚输出高电平。  

4 VCC 
输入电源正输入端。CN300 通过此管脚供电，此管脚电压也持续被监

测，并与欠压阈值比较。 

5 OD 

高电平有效过放输出管脚。CMOS 输出。当输入电源 VCC 管脚电压低

于欠压阈值（2.75V）并持续 100 毫秒以上或者 CSP 管脚与 CSN 管脚

压差大于过流检测阈值并持续 9 毫秒以上，OD 管脚输出高电平。在其

它状态，OD 管脚输出低电平。 

6 CSN 电流检测负输入端。需连接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的电流流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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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参数： 

管脚电压(相对于 GND)：                      热阻………………………..…..………220℃/W 

 VCC…………………………-0.3V to 6.5V        存储温度………………...….....－65℃ to 150℃ 

 其它管脚… ……….………..-0.3V to VCC        最高结温……………………………….....150℃ 

 管脚电流                                   工作环境温度……….…………..－40℃ to 85℃ 

 VCC………………………………….20mA        焊接温度(10 秒)…………………………..260℃ 

 其它管脚………………………...…..20mA             

               

  

超出以上所列的极限参数，可能造成器件的永久损坏。以上给出的仅仅是极限范围，在这样的极限

条件下工作，器件的技术指标将得不到保证，长期在这种条件下工作还会影响器件的可靠性。  

 

 

 

 

电气参数 

(VCC=3V，TA=－40℃ to 85℃，典型值在 TA=25℃时测得，除非另有注明) 

参数 符号 测试条件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工作电压范围 VCC  1.1              6.5 V 

电源电流 IVCC  2.8      4        5.2 uA 

欠压阈值 VUV VCC 管脚电压下降 2.722    2.75   2.778 V 

欠压阈值回滞 HUV           0.33 V 

欠压去抖动延时 tUV  60      100      140 ms 

或 OD 

 管脚输出电压 

VOH 
ISOURCE=1mA VCC–1 

V 
ISOURCE=8uA,VCC=1.1V 1.0 

VOL 
ISINK=3.2mA 0.3 

V 
ISINK=150uA,VCC=1.1V 0.3 

电流检测比较器 

CSP 输入电流 ICSP  -50              +50 nA 

CSN 输入电流 ICSN  -50              +50 nA 

输入共模电压 VCM  0               VCC V 

过流检测阈值 VOC 测量（VCSP–VCSN） 28       38       48 mV 

过流检测去抖动延

时 

tOC  
6.5       9      11.7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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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描述： 

CN300 是一款集成欠压保护和电流检测比较器的集成电路，芯片内部包括有电流检测比较器，电源

欠压比较器，电压基准源和定时器等电路单元，非常适合过流保护，电流检测，三节镍氢电池放电

管理和单节锂电池放电管理等应用，具有功耗低，应用简单、灵活等特点。 

CN300 在电源电压下降到欠压阈值(典型值 2.75V)以下并持续 100 毫秒时，进入欠压状态，在 OD 管

脚输出高电平，在 管脚输出低电平。只有当电源电压高过欠压阈值 0.33V（典型值 3.08V）以上

并持续 100 毫秒时，CN300 从欠压状态恢复，在 OD 管脚输出低电平，在 管脚输出高电平。 

在电流检测正输入端CSP管脚与电流检测负输入端CSN 管脚的压差大于过流检测阈值(典型值 38 毫

伏)并持续 9 毫秒以上时，进入过流状态，在 OD 管脚输出高电平，在 管脚输出低电平。如果

CSP 管脚与 CSN 管脚压差低于过流检测阈值并持续 9 毫秒以上时，CN300 从过流状态恢复，在 OD

管脚输出低电平，在 管脚输出高电平。 

欠压状态和过流状态统称为过放状态。 

在正常状态，当电源电压低于欠压阈值和 CSP 管脚与 CSN 管脚电压差大于过流检测阈值同时发生

时，过流检测具有优先权，即只要检测到 CSP 管脚与 CSN 管脚电压差大于过流检测阈值，不管欠

压定时器是否正在定时过程中，内部定时器都被清零，重新开始 9 毫秒定时，当 9 毫秒定时器溢出

时，CN300 在 OD 管脚输出高电平，在 管脚输出低电平。 

过放输出信号 OD 和  

过放输出 OD 和 管脚为 CMOS 输出，可以直接连接到其他电路单元的使能端，或者单片机输入

端口，也可以控制外部 N 沟道 MOSFET 或者 P 沟道 MOSFET。过放输出信号在 VCC 电压下降到

1.1V 时都能保持有效输出。 

应用信息 

CN300 用于电池过放管理 

CN300 可用于三节镍氢电池和单节锂电池的过放管理，如果进入过放状态（欠压或者过流），那么可

以用 OD 或 管脚控制 MOSFET 关断放电回路。 

图 3 所示电路监测电池正极的放电电流，图 4 所示电路监测电池负极的放电电流。 

 

图 3   电池过放管理（高端电流检测） 

http://www.consonance-elec.com/


如韵电子  CONSONANCE 

www.consonance-elec.com                          6                                            Rev.1.0 

 

图 4   电池过放管理（低端电流检测） 

 

输入滤波电容 

如图 1 所示，一个从 VCC 管脚与地（GND）之间的滤波电容可以使得 CN300 可靠工作。取决于输

入电源的特性和电源导线的长度，通常一个 0.1uF 到 1uF 的贴片陶瓷电容可以满足要求。 

滤除被监测电源的噪声 

如果被监测电源存在毛刺，纹波等突然变化因素，须经过RC滤波电路后为CN300供电，如图5所示。 

               

图 5  通过 RC 滤波电路为 CN300 供电 

确保 VCC 电压低至 0V 时保持有效过放输出 

当 VCC 管脚电压低于 1.1V 时，CN300 的 管脚和 OD 管脚不再吸收或输出电流，因此过放输出

信号处于不定状态。 此时如果在 管脚与地（GND）之间加一个下拉电阻，在 OD 管脚与 VCC

管脚之间加一个上拉电阻可以使得过放输出信号即使在 VCC 低至 0V 时仍然保持有效输出，如图 6

所示。取决于具体应用条件和环境，电阻值一般在 300K 欧姆到 1.5M 欧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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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保证在 VCC=0V 时有效过放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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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信息 

 

本文中所描述的电路仅供参考，上海如韵电子有限公司对使用本文中所描述的电路不承担任何责任。

上海如韵电子有限公司保留对器件设计或者器件的技术规格书随时做出修改而不特别通知的权利。 

http://www.consonance-ele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