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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电源技术特刊

电源管理：冲出樊篱还是安之若素？

毫无疑问，在过去十年内，不管是集成芯片还是分立器件，电源管理半导体在封

装和性能上的改善已臻化境。尤其对于电池驱动型的便携式终端—这个集中了

最先进电源管理技术和最快速市场增长率的应用领域，工程师们更是使出了浑身

解数。然而，另一方面，电子产品的性能升级一日千里，发展缓慢的电池技术在

应付那些能量饥渴型新功能时仍显“力不从心”。

短期内我们不能指望电池技术取得多大突破，为今之计就是继续在“效率”

上挖潜，而科学的设计理念将是取得进一步成功的关键。面对过去很多近乎“奢

侈”的电源配置设计，不仅系统设计人员需要躬身自省，上游半导体供应商也难

辞其咎。市场研究机构iSuppli的资深分析师Christopher Ambarian指出，工程师需

要从三个方面来反省过去的设计是否真正符合科学的原则。

其一，在传统以模拟技术为主导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中，工程师们习惯于以

“常开模式”为默认属性来定义系统中各个部分的电源供应，这种先入为主的思

想无形中造成了能量的浪费；其二，在产品上市进度的驱使下，工程师们仅仅盯

住产品功能的实现，没能做到精益求精，真正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来进一步加

强产品的续航能力；其三，工程师在设计电源管理方案时缺乏宏观视野，往往头

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不是从系统的角度考虑电源设计问题。

颠覆传统，打破成见，从现在开始。在领先半导体厂商的推动下，一种全面

的、立体的电源管理思想正被逐渐引入电源管理设计之中。概括而言，所谓立体

的电源管理就是从系统设计的角度、以数字化控制的理念、用软件实现的方法来

实现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电源管理方案。

目前已有包括TI、Silicon Labs和Zilker Labs等半导体厂商推出或即将推出相应

的产品。通过简单的引脚连接、外部电阻选择或器件的板上串口，使用业界标准

的电源管理总线命令集(PMBus)即可针对各种应用对芯片进行配置。这种集数字

技术的可配置性、控制和管理功能的电源管理器件，在效率方面一举超越了传统

纯粹的模拟解决方案。

工程师们的不断创新和突破使得电源管理技术领域光芒四射，而这个吸引了

180多家厂商加入的半导体片区市场同样活力十足。本期由《国际电子商情》和

《电子工程专辑》联合推出的电源技术特刊试图透过纵向的技术和横向的市场这

两个互为制约层面的发展趋势，为正在进行各种系统电源设计的工程师或需要了

解电源管理半导体市场的采购人员等提供最新的技术和市场资讯。

限于篇幅，不尽欲言。希望通过惠阅本刊，对您的工作有引导或启发作用。

特刊编辑 : Ryan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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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与数控开启家庭消费
电子的电源管理新篇章

电源管理技术蓬勃发展。

未来，节能型“数字家庭”即将闪

亮登场，真正与您亲密接触。预计在

未来5年内，随着中国电子整机产品不

断增产以及产品升级的带动下，电源

管理I C的需求量将稳步扩大，并保持

较高的增长速度。据来自赛迪顾问的

数据显示，预计2005年中国电源管理

IC销售额将达到201.6亿元，与2004年

同比增长21.9％，其中消费电子类产品

占27.6％，是最大的应用市场之一。

2006~2007年中国电源管理IC市场将进

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2005~2009年

市场年复合增长率预计高达28.7%，到

2009年规模可达到582.6亿元。

本文将从白色家电和数字家庭消费

电子两大部分着手，介绍当前全球领先

的电源管理半导体供应商们对于这两部

分市场最新的技术趋势、产品、解决方

案以及市场观点。

白色家电：倡导节能

人们已经获得共识，即由于能源短缺问

题的日益加剧，加上中国生产以及消费

电源管理半导体总是与基数巨

大 的 应 用 紧 系 着， 例 如 以 空

调、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白

色家电，仅大陆的年产量就达

到 1.4 亿台，又如以数字电视、

DVD、数字机顶盒和数码录像

机为代表的家庭数字消费电子

应用，正在双位数高速增长。

节能环保型“绿色”家电逐渐

深入人心，同时“数字家庭”

美好蓝图也在频频召唤新型的

智能化产品，两方因素均为处

于增长中的电源管理半导体产

业带来无穷商机。

余敏

当
人们在津津乐道于各种带有炫

目功能的便携式电子产品时，

请不要忘记与您生活息息相关

的传统家电和新兴的数字家电产品。让

我们来计算一下，中国作为全球传统消

费电子产品的第一生产大国，每年生产

约5,000万台空调，2,000万台洗衣机，

3,000万台冰箱，4,000万台微波炉，那

么，他们需要多少电源管理IC？在今天

“节能、环保”呼声高涨及各国相关标

准或法规颁布的情况下，其中蕴含了多

少对新型节能型电源管理半导体的需求

商机？

除了上述节电大户，数字化正引领

其它家用电器的新潮流，众多以“数

字”冠名的家用消费电器如数字机顶

盒、数字电视和数码录像机等等，也正

迫切期待电源管理半导体技术以全面革

新的面孔迎合需求。据IDC预测，数字

机顶盒和数字电视半导体生产规模将由

2003年的31亿美元扩大到2008年的93亿

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5％。可以说，

每一个向数字化转变的产品都将使电源

管理半导体的设计重新定义，同时促进

2005~2009年中国电源管理芯片市场规模及增长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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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源管理芯片市场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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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STM和SPMTM。其中功率开关(FPS)

是高度集成的离线功率开关，待机期间

SMPS的负载电流下降，同时由绿色FPS

提供能量突发脉冲，从而满足1瓦倡议的

功率要求。而智能功率模组(SPM)套件可

为低功率电机驱动提供高能源效

率，可以提升40%以上的效率。

意法半导体(ST)公司也在采

用开关模式电源，用于取代效率

较低的线性电源和满足低待机功

耗要求(<1W)。同时，ST针对洗

碗机和电磁炉等领域提供高效率

的新型解决方案还包括：逆变器

类型的马达控制，用于BLDC/AC

感应/SRM/线性马达；功率因数

校正模块，用于降低总体谐波失真和提

高效率。

智能家电促进更多地使用智能半导体

I n t e r s i l公司的通用电源事业部副总裁

Davin Lee分析说：“为了符合绿色要

求，整机必须达到某种效率水平使功耗

最小，这促使厂商更多地采用开关调节

器，并采用智能化更高的功率管理解决

方案。”他解释说，开关调节器具有更

高的效率指标，而智能化更高的功率

管理解决方案则可能使用微控制器或

P M U(电源管理单元)，微控制器和/或

PMU将控制电源分配，以获得最高的每

瓦特性能。

智能型家电的日益普及更为此推波

助澜，其功能的加强将相

应增加对电源管理芯片的

要求，需要采用更高性能

的 处 理 器 或 微 控 制 器 。

Microchip表示，该公司将

专注于提供高性能的微控

制器，满足白色家电智能

化的需求。Intersil则表示

正在开发下一代智能电源

管理解决方案，将具有高

度可编程性和高度灵活性，可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调节，从而获得最佳性能。

飞兆半导体的郭裕亮也认为，智能白

色家电的重要意义在于智能半导体将有

助实现体积更小和效率更高的驱动器和

电机。它能改变电机的尺寸和形状，并

的白色家电产品市场总量巨大，家用电

器的节能问题日益突出。“家用电器对

电源管理IC的需求量在过去几年有着突

飞猛进的增长，未来几年也将保持这个

态势。”国际整流器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邢安飞如是说。安森美半导体亚太区模

拟产品部产品经理蒋家亮也表示：“预

计未来几年内必然有更加大量的电源管

理类产品应用于白色家电市场。”

节省能源成为焦点所在。很多国家

和地区颁布了相关法规，中国作为全球

重要的家电生产、消费和出口国，电子

整机产品必须也符合全球的1瓦倡仪标

准，即待机功耗必须低于1瓦。中国能

源标签规范也于2005年3月1日生效，旨

在提高设备的能源效率并减少温室气体

的排放。“1瓦倡仪，以及欧盟RoHS指

令、功率因数校正(PFC)等政府和机构制

定的法规，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电器设计

的流程，这意味着今天家电的设计将会

与以往显著不同。”飞兆半导体公司亚

太区总裁兼董事总经理郭裕亮说。

未来家电市场需要的是高能效、低

成本、高可靠性的设计方案，电源效率

和待机功耗这两点更是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邢安飞指出：“对于一个家电产

品能否做到这一点，电源管理IC的性能

指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些年来，冰箱、空调、洗衣机

等白色家电应用开关电源取代传统线性

电源已成为大势所趋。特别是今年以

来 ， 呈 现 出 一 个 明 显 上 升 的

态势。”安森美的蒋家亮说。

该公司在家电领域与众多国内

著名品牌合作，较早就开始将

开 关 电 源 应 用 于 白 色 家 电 ，

如 应 用 于 空 调 设 计 中 的 低 功

率 离 线 电 源 脉 宽 调 制 控 制 器

N C P1200、单片集成控制器

NCP1014、用于冰箱的低成本

控制器NCP1215A等，这些电

源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实现了极低的待

机功耗。此外，安森美的PFC控制芯片

NCP1650可提供高达3kW的输出，为大

功率变频空调的PFC提供了良好的选择。

飞兆半导体开发出两款能满足不断

增长的高性能和能源效率需求的产品

提高其效率和散热能力，因此可放入更

小型的封装中，这在空调和吸尘器应用

中显得尤其重要。该公司最近推出业界

首款针对部分功率因数校正开关转换器

的智能功率模组PFC-SPM，其低开关损

耗电路拓扑和先进的基板

封装可在1~3kW的空调应

用中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安森美也将于年底前

推出一款新型的电流型单

片集成稳压器NCP1027，

内阻低至5W，在宽电源

输入的条件下可提供高达

15W的功率，特别适合空

调、冰箱等白色家电的使

用。NCP1027提供了一个可靠、低成本

电源所需具备的多种性能，输入欠压保

护、过流保护等功能保证电源可靠性。

动态自供电简化电路设计，跳周期工作

模式实现极低的待机性能。

ST亚太区微控制器、线性产品及分

立器件部市场开发经理Arnaud Bonnet表

示：“不论是采用新型马达、新型负载

还是智能电子模块，都意味着电器成本

和价格将会上涨，刺激人们普遍采用高

效能白色家电的最大挑战在于低成本的

解决方案。”为此，ST利用便宜的电子

恒温器取代机电双金属恒温器实现冰箱

的温度调节，最多可以节电30%，采用

ACSTM的解决方案还可以通过关断压缩

机电子PTC而节电5%。同时混合发射极

开关双极晶体管(ESBT)可在较高的电压

上提供非常低的功耗，用于电磁炉的准

谐振SMPS或者变频微波炉。

向数字电源管理过渡

目前电器的多功能化和智能化在促进电

源管理系统向数字控制方向发展，不

过，尽管这一趋势存在，但过渡却十分

缓慢，多数厂商并不认为转变将得以

快速实现。郭裕亮表示：“在未来十年

内，数字控制技术将主导市场，成为标

准家用电器中控制电机的主力方案，不

过也要看政府的法规和能源成本的推动

力度。但单单提高效率和节省能源就可

使电器的数字控制在未来一段时期具备

存在价值。”

Intersil公司的Davin Lee。

凌特公司的Don Pa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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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 2.7至5.5V供电电压

 ◆ 在2MHz PWM模式下运行

 ◆ 输出电流达3A
 ◆ 功效>94%
 ◆ 最大工作周期100%
 ◆ 可调节输出电压选项低至1V

 ◆ 超快瞬时响应

 ◆ 超小外接元件，利用一个1µH电感及

  一个4.7µF输出电容稳压

 ◆ 完整集成3A MOSFET开关

 ◆ 具微功率切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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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0.394 In2的占位面积比同类产品小33%以上

3mm x 3mm 2MHz 3A PWM降压稳压器

Micrel的MIC2207是一款高功效PWM降压稳压

器，可提供高达3A的输出电流。MIC2207可运行于

2MHz PWM模式，具专门的内部补偿功能，可允许

高达200KHz的闭环频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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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输出低至1V。用于低漏失环境时，该器件能够

以最大化的100%工作周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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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hip的安全、微控制器和技术

开发部产品市场经理Fanie Duvenhage

也认同这一趋势，但他认为，目前推动

数字控制的是电信和消费电子等需要更

复杂电源系统的市场，预计向数字化的

过渡将比较缓慢。安森美的蒋家亮也不

否认数字电源为电源功能的扩展以及更

加优良的控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他

说：“由于电源系统的复杂性及非一致

性，数字电源要得以广泛应用还有很长

的一段路要走。至少在未来的5~10年内

仍将是传统模拟电源管理方

案的天下。”

Duvenhage分析说，数

字控制器进入电源有几个途

径，可归纳为四个层次：首

先增加难以利用模拟元件实

现的简单功能，如利用一个

小型微控制器提供占空比从0

到100%的PWM波型，为转

换开关电路提供一种软启动

功能。其次，围绕比较传统的模拟电路

提供次要的管理功能，但功率控制回路

仍然完全是模拟的。第三，MCU还对开

关和增益进行数字控制，但反馈回路仍

主要是采用模拟方式。第四层则实现所

有参数的数字控制和分析，并提供适当

的输出。

Inters i l的Lee则认为：“随着时间

的流逝，我们预计多数智能电源管理解

决方案将成为一个数字控制系统的一部

分。由于电源管理越来越多地使用通讯

总线(即I2C，PMBus)用于数据传输并要

求额外的可编程性，因此向数字控制系

统的过渡将会比较迅速。”

对此，IR的邢安飞认为：“数字化

是电源管理系统的发展方向之一，软件

编程也将得到更多的应用。但是数字化

不等于软件编程，而可以通过DSP方案

来完成动作。”

他介绍说，目前市场比较熟悉的方

案是通过微控制器或DSP来执行输入的

软件指令序列，控制执行部件(如电机)

完成动作。D S P方案运用起来比较灵

活，但存在执行速度、稳定性等方面的

不足。IR拥有独特的技术，将程序硬件

化，结合了软件编程的灵活性和硬件执

行的速度和可靠性。这一方案将整个算

法分割成一些单独的子算法，在数字逻

辑器件中硬件化；在这些硬件化的算法

之上，通过一个调配器来实现控制。

数字消费电子：均衡高集成度、

小封装与复杂的多电压轨管理

而家庭生活中的电器产品已经越来越

多 ， 从 过 去 的 V C D 、 D V D 播 放 机 、

DVR、DVD录像机到现在的数字电视、

数字机顶盒、数字视频广播(DVB)、高清

晰度有线广播，以及未来的无线

宽带数字广播等等，耗电量也相

当可观。对于那些想要出口欧美

等地的中国OEM和EMS厂商，

需要满足国际能源署(IEA)、美

国环保署(EPA)等组织设立的高

效能、空载能耗或谐波电流标准

以及强制的规定时间期限，中国

的中标认证中心(CECP)也在产

品能效和待机认证方面设立了标

准。例如，全球中期目标是机顶盒的工

作/待机功耗分别不超过8W和1W，DVD

的功耗不超过1W，以有效地促进节能和

支持环境保护。

ST的Bonnet表示其产品线已满足了

所有这些需求，该公司提供的L6568和

L6599半桥谐振控制器IC在LCD电视中

的待机功耗分别达到了小于1W和小于

0.75W的水平。VIPer53 (PWM + MOS)

和L5991 PWM也可使DVD/机顶盒中的

反激型拓扑实现小于1W的待机功耗。用

于大屏幕LCD电视的PFC控制

器L6563也符合小于1W的要求。

芯片封装技术革新带来明显

降耗效果

对更多功能与更小尺寸的需要

正促进芯片采用高度集成的技

术 和 更 小 封 装 ， 从 而 降 低 功

耗。国家半导体公司的亚太区

便携式设备电源管理产品市场经理罗振

辉介绍说，该公司LLP及micro SMD封装

是市场公认性能非常可靠而体积又小巧

的封装，适用于高脚数的电源管理集成

电路。同时，国家半导体公司还利用内

置降压稳压器的输出为内置低压降稳压

器的输入提供供电，以减少能源浪费。

IR公司的iPOWIR系列产品即是高度集成

的、高效率DC/DC转换模块，与分立器件

设计的同类电路相比，整体设计更加可

靠、更加简化，可节省59％的空间；在

额定功率范围内工作不需要散热片，也

不需要考虑EMI问题。

ST公司的Bonne t也指出：“封装

技术在降低功率损失方面也起着关键

作用。”该公司B C D技术和M O S技

术不断降低占位面积/导通阻抗，提高

功率密度并可以采用更小的封装。如

VIPer12/22/53把一个PWM控制器和一

个730V功率MOSFET器件集成到一个单

一的SO-8/DIP-8封装中，使设计人员能

采用更加简单和可靠的设计结构，从而

减少元件数量，使系统成本降至最低。

Microchip还在努力为所有器件开发

更小的和热性能更优异的封装，如采用6

管脚SOT-23封装的8位微控制器，以及

最近宣布的几款采用4×4 QFN封装的产

品。所有这些微控制器都能从一个内部

集成式振荡器运行，并利用内部电路显

著降低了EMI。

多电压输出的控制与管理

功能的多样化表现令消费电子终端产品

的电源管理系统日趋复杂，输出电压数

量逐步增多，散热和EMI干扰等问题随之

接踵而来。让我们来看看各领先厂商的

拿手解决方案。Microchip的Duvenhage

说：“DVD和数字电视等多数消费电子

产品，需要类似于P C的性能更

高的处理能力，这推动了对于更

加智能的电源的需求。”他表示

该公司目前最成功的设计是采用

一个微控制器监控多个电源轨、

检查欠压条件、控制启动条件、

补偿温度和执行其它功能。目前

已有6、8、14和20管脚的微控制

器，为管理比较复杂的电源系统

提供了一种性价比很高的方案。

凌特公司的电源管理业务部副总裁

兼总经理Don Paulus举例说，集成了数

字TV功能的DVD播放器等高端便携式产

品可能需要10种或更多不同的电压，以

驱动处理器、存储卡、无线收发器、显

国家半导体公司的
罗振辉。

Microchip公司的Fanie 
Duven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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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电动机、电池充电器等等。一个

自然的解决方案是提高很多电源系统组

件的集成度，但若让一个芯片具有更多

功能，则可能导致总体性能下降，因为

存在串扰和噪声以及由于热量集中导致

热管理问题加重。因此，凌特用新型多

输出和多功能专用标准产品(ASSP)来满

足这些需求，这些专用标准产品都采用

热效率非常高的封装。专有的工艺技术

和设计方法降低了噪声和EMI，而且不牺

牲电源转换效率。

Intersi l的解决方案是采用一个多输

出控制器产品系列。ISL6441和ISL6443

提供了双P W M控制器和一个单一的线

性控制器。对于那些寻求具有集成无源

元件的解决方案的人来说，即将推出的

ISL6455具有一个集成式同步降压调节器

和一个双重LDO，只需一个器件就可以

获得三个可编程输出电压，而且不需要

牺牲电路板空间和效率。其中，PWM控

制器IC的“脉冲模式”功能可以使应用

在节能模式下实现较低的功耗。

飞兆半导体的郭裕亮认为：“要在

系统中设计具有适当输出电流、高传输

效率、低噪声和小占位面积的电源管理

I C，方法之一是采用准谐振拓

扑。”他指出，这些拓扑结构提

供低噪声和高效率，并允许器件

以较低的电压工作。为了获得具

低输出电压的高效率，采用准谐

振技术的AC/DC电源和产生极低

输出电压的DC/DC转换器是极具

成本效益的方案。例如，在机顶

盒中，视频处理IC的集成度便越

来越高。在终端产品的封装越来越小的

情况下，PC电路板面积变得极为珍贵，

节省宝贵的PC板面积的一个方法是加大

工作频率，这将会减小许多无源元件的

尺寸。举例说，许多DC/DC转换器的工

作频率便为1MHz以上，如飞兆半导体的

FAN2011/12和FAN5330/31。

ST以LCD电视为例阐述了其解决方

案。Bonnet表示，迄今为止LCD电视还

没有真正地对功率需求进行标准化，因

此在不同的设计中其电源输出电压和负

载条件可能各不相同(从至少3个输出到

11个输出电压轨)。在设计方法

上，可采用多转换器和拓扑以

获得最佳的性能和成本结构。

ST的L6598 IC及其半桥谐振

拓扑是很受欢迎的解决方案，

与传统的反激式或准谐振设计

不同，它能够通过在3个最关

键的输出轨(面板背光/音频/调

谐器)上的简单反馈实现完美

的调节。其余的低功率转换器和待机部

门可以分别利用ST的L6566准谐振IC或

VIPer22(具有集成式功率MOS的PWM控

制器)实现。智能开关调节器和DC/DC驱

动器，如ST的L4973x&L6732同步降压

控制器，工作频率可高达500kHz，如果

有超过3个的高功率输出轨，也是一个可

行的替代方案。●

安森美半导体公司
的蒋家亮。

http://www.feeling-tech.com.tw
http://www.eetchina.com/STATIC/SITE/POWER_INQUIRY.HTM?EMAIL=pychen@feeling-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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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功率器件在封装革命与
集成器件挑战下持续扩张

趋势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市场对分立

器件仍然有着旺盛的需求。他说：“在

数字技术中，集成电路发展已经非常成

熟。但功率器件有比较大的电流发热、

EMI等问题，要实现功率器件的集成，涉

及的问题更加复杂。”

“消费类电子是今后分立功率半导

体器件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一个主要动

力。”王大庆表示，“由于在消费类电

子领域手机应用(1W以下)对分立器件的

需求已经相当大，因此今后1W~5W左右

的工控产品以及较大的家电设备主芯片

(其电流已经由之前的数百mA

上升到1A)将成为分立器件市

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便携式应用：封装革命

缩小尺寸

刑安飞指出，对于便携产品

来说，缩小器件尺寸是当下

的一个重要目标。这得到了

郭裕亮的进一步证实。“分

立功率元件的发展趋势是尺寸更小但功

率更高。”郭裕亮表示，“这在手机等

便携式应用中已经得到证实。虽然手机

应用已出现对双芯片的需求，但该技术

仍然在发展之中。而即便已经取得某些

进展，也会面对功能不断增加的需求。

由于进行完全的重新设计并不可行，因

此需要增加分立元件来满足要求。”

IR的无引线的DirectFET、FlipFET

和FlipKY技术和产品号称是目前业界针

对该类问题的最佳电源管理方案。其中

FlipFET在全球首次把BGA结构引入功率

器件，它巧妙地把源极和漏极都做在同

一个表面上，器件的引线焊点就不再像

SOIC或PLCC那样分布在外壳的两侧或

四边，而是在器件的下侧排列成一片阵

分立功率半导体器件正在经历

迅猛的市场扩张。iSuppli报告

认为2004~2009年功率半导体

的市场年均复合增长率将会超

过整体半导体市场。而目前在

前三大功率半导体供应商的业

务当中，分立器件占据了绝对

优势。

王彦

相
比前一年而言，2004年可谓是

全球各大功率半导体供应商的

丰收年，该市场劲增20％，达

到创记录的112亿美元。市场调研公司

IMS Research的报告认为，未来六年内

功率半导体市场还将继续增长，年均复

合增长率8.3％。IMS表示，2004年功率

半导体市场销售额的增幅主要来自分立

功率晶体管。这令业界对分立功率半导

体的未来充满信心。

“由于终端应用的产品和功能如手

机、数字消费电子愈趋复杂，它们要求

的电源能效也由一般的65%提

升至85%至90%，这对全球的

分立功率半导体带来增长的潜

质，特别是中国的市场。”安森

美半导体亚太区市场营销副总裁

麦满权表示，“我们预期整体的

分立功率半导体将会有一位数的

增长。”飞兆半导体公司亚太区

总裁郭裕亮也对分立功率器件的

未来看好，他指出：“分立功率

器件在中国及全球的前景继续看好。随

着中国市场OEM厂商的角色向着ODM转

移，市场的需求确实存在。”

与功率模块以及集成的功率管理器

件相比，分立器件比较适合小功率产品

的应用。这是因为在纹波和E M C等问

题上风险较小，而总占用面积也处在用

户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泰科电子电源系

统产品经理王大庆表示，一般说来，

3~5W、1A左右是分立与集成方案的临

界点，低于这个范围的通常都选择了分

立器件方案。他指出，在数十到数百毫

安电流的场合，分立器件的市场正在稳

步上升。

I R公司中国区总经理邢安飞也表

示，虽然集成化是功率器件发展的重要

麦满权：2005年全球市

场将会有一位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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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提高，例如将其同M O S F E T集成在

一起。”他说。在更大功率应用的通讯

领域，他指出采用分立器件更是不现实

的，这部分市场今后将继续是模块产品

的天下。另外，近年来一些使用在1~2A

电流场合的分立方案开始浮出水面。针

对这一现象，王大庆认为，就目前来

说，技术风险还比较大。他说：“除了

产品占用面积上的考量之外，这些方案

对工程师的技术能力要求较高，因此中

小型公司不太适合开发这种方案。”

面对着日益增多的电池供电产品应

用，泰科电子电源系统刚刚发布了最新

的ATL系列负载点(POL)DC/DC转换模

块。这款非隔离电源模块的最高电流输

出能力为10A，在3.3V输出时满载效率

93%。工程师可通过使用外接电阻来实

现可编程的直流电压输出。ATL系列支

持EZ-SEQUENCE电源顺序功能，这

是在Austin Lynx II系列中的一个标准配

置。此外，ATL系列还保留了标准Austin 

Lynx产品如遥感、开关控制、预偏置、

单调启动、过电流以及过热保护等其它

的功能。泰科电子电源系统市场与业务

运营副总裁Sabi Varma表示：“新的

Austin ATL系列将POL转换器的应用范

围拓展到移动电源市场。”此外，来自

法国的APT Europe公司也提

供面向电池供电的功率模块

电源产品。

王大庆认为，集成对分

立 式 器 件 的 主 要 优 势 为 ：

1. 集成元件更容易在设计

中使用(市场导向的标准产

品)，从而一定程度上帮助

工 程 师 缩 短 了 设 计 周 期 ；

2. 在电源方案中的灵活性；3. 大大减少

了对电路板空间的占用；4. 改善散热性

能；5. 供货充足；6. BOM中元件数量

减少，而供货商数量也同时得到减少；

7. 产品可靠性得到提高。

没有谁比功率IC器件供应商更期待

集成时代的来临。Intersi l这样的公司也

不例外。该公司通用功率产品部的副总

裁Davin Lee表示，对于电源管理的需求

将日益增多，并且随着半导体行业的发

展它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集成的应

列式的焊球结构。这样不仅解决

了电热性能问题，同时器件所占

面积也大大降低。

IR不久前还推出了四款采用

Fl i pKY技术的新型肖特基二极

管，将其应用定位在移动电话、

智能电话、MP3播放器、PDA和

微型硬盘驱动器。由于采用了芯

片尺寸封装，30V的IR0530CSP

和40V的I R05H40C S P同业界标准的

S O D-123封装肖特基二极管相比，所

占空间减少了80%，而工作温度却低了

40%。

刑安飞表示：“FlipFET和FlipKY针

对的重点市场便是手持电子产品。”作

为分立功率器件的头家供应商，飞兆半

导体在便携式领域的业绩也有目共睹。

据郭裕亮介绍，该公司在便携式产品

领域的策略是通过使用BGA、FLMP和

MicroPak等先进封装，来提供业界最小

的每单位面积RDS(on)，并将占用的电

路板空间减至最少，同时实现最高的系

统功效。

便携式设备对ESD保护也提出了越

来越高的要求，针对这个市场，安森美

推出了其采用超微封装SOD723的ESD

保护二极管。据悉，这款ESD保护器件

占位面积仅为1.0x1.0mm2，高度最大为 

0.55mm，堪称业界之冠。它提供3.3V、

5.0V和12V三种电压，电容60pF，适用

于无线应用(如手机、PDA手机)，消费电

子(如数字相机、DV摄录影机、PDA、

MP3)以及一般通用低压或低功率应用。

ESD保护等级符合IEC61000-4-2。

安森美用于便携式设备的最新产品

还包括全新系列的微型低饱和电压双极

结晶体管(B J T)，采用表面贴装形式。

除了低饱和电压特性之外，它还具有高

电流增益能力的特性。麦满权表示，此

款小封装高性价比的BJT所提供的低饱

和电压性能与较昂贵的分立解决方案的 

RDS(on)性能相当，因此能够大大降低

应用电路成本。

技术趋势：兼顾能效与功耗

安森美一直都以功率半导体供应商中的

“节能王”自居，而该公司似乎也将进

一步在此投入并且发扬这一

优势。麦满权表示，安森美

目前面对的挑战主要是如何

提升以及加强已有的产品，

使其更能发挥高电源能效，

而这同时也是业界需要努力

的方向。他指出，终端应用

产品对更高电源能效的要求

正在变得越来越苛刻, 而安森

美将籍由这一领域上的优势，不断满足

客户需求。而该公司的分立功率器件业

务在今年也将会有两位数的增长率。

麦满权表示，今后表面贴装封装将

会更流行，以便实现尺寸更小的封装，

而穿孔封装则将会越来越少。刑安飞认

为，分立功率器件的技术发展应该有助

于降低电源管理的总功耗、合理分配功

率、延长电池寿命、提高可靠性。他表

示：“IR公司的DirectFET、FlipFET与

FlipKY技术和产品为实现更低的功耗、

更长的电池使用时间、更小的产品体积

奠定了基础。”他还指出，业界应该在

缩小电源管理方案的尺寸和体积、减少

电源管理器件对原材料的损耗、尽量避

免使用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材料、降

低使用电源管理过程中所必需的后续开

发工作的难度和开发成本等一系列问题

上多加重视。

郭裕亮的观点与前两位专家的

观点不谋而合。“在电机驱动、

照 明 和 镇 流 器 等 工 业 领 域 ， 需

要更小的芯片和更高的功效。”

他指出，“分立元件必须能提供

快速转换速度、更低的开关损耗

和具有更高散热效率的封装。”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飞兆半导体的

面向工业应用领域的600V SuperFET 

MOSFET，通过SuperFET技术，MOS

管的导通损耗得到了大幅下降，同时，

开关性能也得到了提升。

左右走、分立还是集成封装？

王大庆认为，分立式方案在低电流(低

于0.5A)便携式应用方面今后将会有更

多的优势，但对于更高电流(超过0.5A)

的应用场合，集成产品却是一个趋势。

“分立功率器件控制器的集成度将会日

郭裕亮：分立器件将向
小尺寸和高功率发展。

刑安飞：FlipFET以及
FlipKY针对便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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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使得设计师能够在不牺牲空间和性能

的前提下满足这些需要。随着这些功能

日益被集成到更新的电源解决方案中，

分立式电源产品的应用必然

会不断减少。”他说。

“我们相信高性能硅含

量会愈高，功能会愈多，封

装趋向更小, 故而会把更多

的非IC元件集成为一个分立

元件。”麦满权说，“利用

安森美的MicroIntegration技

术，我们已成功把2~3颗裸片

集成为一个ESD保护元件，

同时也把2~3颗裸片集成为一个电磁干扰

(EMI)滤波器。我们预期分立元件的发展

路径图便是MicroIntegration，把无源元

件集成起来，如滤波器、阵列等。” 

大电流应用，功率密度进一步提高

一般而言，受到引线截面和制造商的规

范方法的决定，标准的三引脚D2Pak封

装所能承受的额定电流最大约100A。IR

公司在近期推出的七引脚IRF2907ZS-

7PPbF MOSFET打破了这个极限。通

过器件中经过强化的七引脚引线

框，该款MOSFET实现了更大直

径的引线接合，从而可承受比市

场上其它D2Pak MOSFET高出

45%的额定电流。刑安飞表示：

“新型M O S F E T具有大电流能

力，较同类方案相比，功率密度

提高了两成，所需元件数目也更

少，还能实现更可靠的设计。”

飞 兆 半 导 体 公 司 也 在 上 半

年推出了新型高压(600V)S u p e r F E T 

M O S F E T。由于击穿电压上升意味着

RDS(on)呈指数级上升，这导致芯片尺

寸增加。飞兆半导体的SuperFET技术

能将R D S(o n)与击穿电压的关系从指

数级改为线性，这种变化使得器件能

够在600V击穿电压下达到令人惊叹的

RDS(on)和小芯片尺寸，从而提高了使

用该产品的PFC电路、照明和AC/DC电

源设计的效率。

王大庆表示，今后模块电源的发展也

将越来越向着更小体积和更大功率的方向

发展。这从法国APT公司的APT Europe

功率模块中可以得到印证。该公司改进

型的薄型封装工艺采用了裸芯片连接的

方式，将内部连线和外部端子的长度减

到最小，从而实现了较高的功率密度。

该技术带来的其它好处是，功率模块的

杂散电感和寄生电阻等电气特性得到改

善。据介绍，APT改进的薄型SP6封装，

其底座和引脚至引脚的距离与62mm宽的

工业标准封装一致，但SP6封装的寄生电

感和寄生电阻减小了50% 以上。

此外，APT还可以提供定制解决方

案，这些方案可从诸如更换标准模块中

的硅芯片类型这些较小的改动，直到对

整个模块的封装和接线端子形状进行特

殊的定制设计，从而为客户提供一个独

特的解决方案。●

王大庆：分立方案在低

电流便携应用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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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所重，大中华区供应商
挺进电源管理半导体市场

2002年注册成立了美芯集成电路(深圳)

有限公司。该公司在市场上提供低压差

(LDO)线性稳压器MCD5101和DC/DC转

换器MCD6101，它们所瞄准的就是所有

便携式/电池供电消费电子产品。担任美

芯总裁的袁远直言：“这两款产品是美

芯进入电源半导体市场的敲门砖。”以

MCD5101为例，该芯片具有精确度高(±

2%)、噪声低(30µVrms)等特点，直接瞄

准替代某海外厂商的同类芯片。

位于哈尔滨的圣邦微电子有限公司

也推出了LDO线性稳压器和模拟开关系列

电源管理产品。该公司总裁张世龙强调，

其电源管理芯片具有高性能的特点。其

SG2001系列LDO，就具体体现在“低压

差、高精度、低噪声、低功耗”，其输

入电压为2.5~5.5V，输出电流为150mA

时，压差只有105mV，负载精度1.6%，

功耗为100µA。为适应电源管

理IC高电源抑制比和小封装的

趋势，圣邦将在2005年底推出

双路RF-LDO系列和SC-70封

装单路RF-LDO系列。

此外，长运通集成电路设

计有限公司、华越微电子、龙

鼎微电子、成都国腾微电子和

金升阳等中国大陆公司，也瞄

准便携/电池供电产品推出了各自电源管

理IC。据称，长运通目前已有稳压基准

IC CYT431、集成稳压IC CYT78L05、

微处理器电压监测IC CYT809和CYT117

等多种电源管理产品推向市场。 

在竞逐便携/电池供电产品电源管理

IC市场的同时，一些公司目光也瞄准其

它领域。张世龙透露，圣邦将于2006年

1季度推出电池充电器IC和LED背光驱动

等产品。而天利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则

将其业务领域集中在平面显示驱动IC。

近年来，多家中国大陆半导体

初创公司凭借贴近本地市场的

优势，涌入电源管理半导体市

场，面向便携/电池供电设备

的电源管理IC则成为敲门砖。

而台湾地区的电源管理半导体

公司则在主板市场站稳脚跟的

同时，进一步往MP3、PMP和

手机，乃至数码相机与大尺寸

LCD面板等应用领域进军。

周志明

通
常而言，电源管理半导体包含

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和功率分立

器件。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

朝向轻薄短小、数字化和集成多功能等

方向发展，电源管理I C的地位日趋重

要，如手机就需要5至6颗电源管理IC，

笔记本电脑更需要8至11颗。与此同时，

功率分立器件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这种重要地位反映到市场上的就是

可观的增长率。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统

计，2004年全球电源管理半导体市场从

2003年的179亿美元大幅增长18%至212

亿美元。据该公司最新预测，2005年将

在2004年基础上进一步增长5%左右。

尽管在电源半导体市场占据统治地

位的仍然是TI、ADI、飞兆半导体、国际

整流器、国家半导体、安森美和凌特等

国际巨头，但近年来，中国大陆和台湾

地区的技术供应商背靠各自产业

优势，不断切入电源管理半导体

市场，逐渐在中低端应用领域站

住脚根。

便携产品用电源 IC成中国

大陆供应商入市敲门砖

随 着 手 机 和 M P 3 播 放 器 等 以

电池供电的便携设备中彩屏、

Java游戏、内置摄像头和GPS等功能日

益多样化，电源管理已成为越来越重要

的设计挑战。另一方面，根据信息产业

部的数据，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

场，中国在2004年生产了约2.3亿部手

机，约占全球6.6亿部总产量的35%；而

中国更是全球MP3播放器生产的重心。

背靠这种得天独厚的产业背景优势，

近年来，中国大陆不断涌现出新的电源

管理半导体供应商。如留美博士袁远在

对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调研后，于

张世龙：电源IC挑战来
自成本控制和价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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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激活顺序和削角功能(消除面板的串扰

现象)，其削角功能可借助外部电阻来调

变放电斜率和放电终止电压，从而大幅

节省客户使用的无源器件，而运算放大

器(OPA)可提供Vcom缓冲器使用；LDO

可提供低电压给时序控制器所需的工作

电压。由于笔记本电脑输入电压较低，

而液晶监视器输入电压较高，因此，

RT9909集成了升压IC、门极脉冲调制

(GPM)和OPA(Vcom Buffer)；而RT9910

则集成了升压IC、GPM、OPA和LDO。

提升技术实力应对市场竞争

业内人士指出，台湾地区的电源管理IC

供应商发展到今天，尽管与飞兆和凌特

等国际知名大厂仍有不小的差距，但这

个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在技术方面，台

湾地区供应商已经能够推出高转换效率

和低噪音的高集成度芯片。圆创科技的

AT1399就是其中一例。另外，立錡科技

也推出了无电感电荷泵型LED驱动IC，

它所支持的三段式转换的效率达90%。

该IC的其它特点包括可同时支持4颗并联

LED，且能对每颗LED进行独立控制，

而其封装仅为3×3mm QFN封装。

台湾地区供应商也注重专利开发。

擎力科技透露，该公司拥有专利的同步

整流控制器“预测”技术，该技术可更

精确且自动追踪二次侧的输入波形变化，

并通过内部电路的控制，在电源系统

CCM及DCM模式切换时可以自动追踪波

形的变化，减除外围检测器件，在无负

载状况下完全满足设计者的要求。为了

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免于专利侵权诉

讼，台湾地区的富鼎先进甚至在年中以

205万股特别股作为代价，去交换国际整

流器公司在MOSFET部分的专利授权。

而在大陆厂商方面，要想从市场竞

争中突围也并不容易。张世龙坦承：

“电源管理IC产品普遍面临的挑战来自

于成本控制和价格竞争。”他表示，圣

邦微电子凭借技术和管理团队的经验储

备，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组织管理、

品质保证、经营运行等各个环节致力做

到成本最优，从而有效降低综合成本。

同时，还将发扬自身优势为客户提供良

好的售前、售后服务。●

该公司总裁林昕表示：“CSTN显示屏

目前仍是手机和小灵通应用的主流，而

TFT产品的应用正在升温，明年TFT将

占据主导地位。而OLED是未来继TFT-

LCD之后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平面显示技

术之一。”有鉴于此，该公司面向手机

和MP3等应用推出了CSTN液晶显示驱动

IC，还在开发MSTN、TFT等驱动产品，

未来还将进行OLED产品的开发。

台湾地区供应商瞄准更多应用领域

在众多大陆供应商争相瞄准便携设备应

用的同时，许多台湾地区的供应商则进

一步拓宽产品线，瞄准了数码相机、大

尺寸面板和网络通信等应用领域。

目前，台湾地区的电源管理半导体

供应商大部分都偏重于DC/DC领域，主

要产品包括线性稳压器、脉宽调

制(PWM) IC和功率MOSFET等。

此外，崇贸科技称也具有提供完

整AC/DC电源IC的能力。从产品

的应用领域看，由于台湾生产了全

球90%的主板，使得PC主板领域

成为几乎所有台湾地区电源管理

半导体供应商的切入点。以富鼎

先进为例，该公司以MOSFET为

主要产品，占营收总额的96%，主要应

用在主板(占60%)和LCD监视器(占20%)

上和PWM搭配使用，其竞争对手主要包

括国际整流器和飞兆半导体等公司。

台湾地区电源管理半导体厂商在主

板市场站稳脚跟的同时，许多厂商都着

手在MP3、PMP数码相机、LCD面板和

白光LED驱动等其它领域进行布局。如

茂达电子进军MP3电源管理市场，提供

了一系列电源管理方案，包括APW7077/

A PWM升压转换IC、APL5101低静态

电流转换L D O、A P M2300A/01A/05 

MOSFET和APR3001/3101/3011低压

侦测IC等，为客户提供了完成的电源方

案。而针对近来流行的MP4/PMP，茂达

电子推出了集成型电源芯片APW7095/

A，它能够提供六组不同的电源，配合

MOSFET，可一次提供MP4/PMP内DSP

处理器、SDRAM内存、相机用CMOS传

感器、TFT驱动、LED背光以及硬盘使

用，为MP4/PMP设计提供了灵活性。

此 外 ， 多 家 台 湾 厂 商 将 目 光 投 向

了数码相机应用市场。据D i g i t i m e s 

Research的研究报告指出，2005年台

湾地区预计将交付3,110万部数码相机，

比2004年增长超过50%；全球所占市

场份额也将从2004年的30.1%增长至

36.6%。而到2007年，预计台湾地区的

交货量将达4,700万部，全球所占市场份

额将达到47.7%。在这种背景下，茂达电

子、安茂微电子和圆创科技等公司纷纷

推出电源管理IC。

圆创科技近期推出了一款新产品—

A T1399。A T1399是一款七通道、高

效率、高集成度的数码相机电源管理系

统，它适用于两颗AA、1颗锂电池和其

它双电池的应用。采用QFN56超小封装

的AT1399含四组内置MOSFET的同步转

换器、两组内置MOSFET的

异步转换器及一组异步控制

器。整合MOSFET与TR，可

有效减少6颗MOSFET的数

量，大幅降低设计成本，提

升功率输出效率。针对不同

的解决案，A T1399可提供

多组升压、降压、负压与定

电压的功能，增加设计上的

灵活性，满足客户需求。此外，AT1399

内含低电压启动电路与电压过低拴锁

电路；白光LED转换器及内置调光控制

器，加上各通道具有独立的控制接脚、

软启动装置、过载保护、过电压保护、

过电流保护措施以及各组电源具有就绪

时序控制输出信号，可大幅增加设计灵

活性与电源稳定性。 除了AT1399，该公

司还提供包括闪光灯充电IC AT1454及6

信道马达驱动IC—AT5556，协助客户

加速产品开发进程。

今年6月，立錡科技推出了亚洲首颗

大尺寸面板用集成型IC，包括针对笔记

本电脑面板用的RT9909，以及针对液

晶监视器面板用的RT9910。这两款集

成器件均包含有一组Vcom缓冲器，从而

完全符合面板电源管理的基本需求。现

阶段大尺寸面板所需要的电源管理方案

有：一颗升压IC(Boost)、门极脉冲调制

(GPM)、运算放大器(OPA/Vcom Buffer)

和LDO。其中，GPM可提供客户开机电

袁远：LDO和DC/DC转
换器是我们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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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计算电池剩余电量
至关重要

础；而另一种则以电压测量为基础。前

者依据一种稳健的思想，即如果对所有

电池的充、放电流进行积分，就可以得

出剩余电量的大小。当电池刚充好电并

且已知是完全充电时，使用电流积分方

法效果非常好。这种方法被成功地运用

于当今众多的电池电量监测过程中。

但是该方法有其自身的弱点，特别

是在电池长期不工作的使用模式下。如

果电池在充电后几天都未使用，或者

几个充、放电周期都没有充满电，那么

由内部化学反应引起的自放电现象就会

变得非常明显。目前尚无方法可以测量

自放电，所以必须使用一个预定义的方

程式对其进行校正。不同的电池模型有

不同的自放电速度，这取决于充电状态

(SOC)、温度以及电池的充放电循环历史

等因素。创建自放电的精确模型需要花

费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数据搜集，即便这

样仍不能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该方法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

是只有在完全充电后立即完全放电，才

能够更新总电量值。如果在电池寿命期

内进行完全放电的次数很少，那么在电

量监测计更新实际电量值以前，电池的

真实容量可能已经开始大幅下降。这会

导致监测计在这些周期内对可用电量做

出过高估计。即使电池电量在给定温度

和放电速度下进行了最新的更新，可用

电量仍然会随放电速度以及温度的改变

而发生变化。

以电压为基础的方法属于最早应用

的方法之一，它仅需测量电池两级间的

电压。该方法基于电池电压和剩余电

量之间存在的某种已知关系。它看似直

接，但却存在难点：在测量期间，只有

在不施加任何负载的情况下，才存在这

种电池电压与电量之间的简单关联。当

在
当 今 的 高 科 技 时 代 ， 移 动 电

话、PDA、笔记本电脑、医疗

设备以及测量仪器等便携式设

备可谓随处可见。随着便携式应用越来

越多的向多样化、专有化、个性化方面

发展，有一点却始终未变，那就是所有

的便携式设备均靠电池供电。

在对系统的剩余运行时间进行预测

的时候，电池可以说是供电环节中最难

理解的部分之一。随着便携式应用数量

的不断增加，我们需要实现更多的关键

性操作，例如利用移动电话进行账户管

理、便携式数据记录器必须保留相应的

功能以应对完全工作交接、医疗设备必

须完整保存需要监控的关键数据等等。

本文将讨论尽可能精确计算剩余电

池电量的重要性。令人遗憾的是，仅通

过测量某些数据点甚至是电池电压无法

达到上述目的。温度、放电速率以及电

池老化等众多因素都会影响充电状态。

本文讨论的技术能够帮助设计人员测量

锂电池的充电状态以及剩余电量。 

现有的电池电量监测方法

目前人们主要使用两种监测方法：一种

方法以电流积分(current integration)为基

F1: (a) 锂离子电池放电动力学的简单步骤；(b) 锂离子电池指定区域对应每个
放电步骤的阻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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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得多。典型的锂离子电池70个充放

电循环后，DC阻抗会提高一倍，而相同

周期的无负载电量仅会下降2%~3%。

基于电压的算法似乎在新电池组上很适

用，但是如果不考虑到上述的因素，在

电池组只达到使用寿命的15%时(预计

500个充放电周期)就会产生严重的误差

(误差为 50％)。

两种方法取长补短

TI在下一代电量监测算法开发中选取了

电流法和电压法各自的长处。该公司慎

重考虑了这个看似理所当然，但迄今为

止尚人涉足的方案：将电流法和电压法

相结合，根据不同情况使用表现最为突

出的方法。因为开路电压与SOC之间存

在非常精确的相关性，所以在无负载和

电源处于张弛状态的情况下，这种方法

可以实现精确的SOC估算。此外，该方

法也使得有机会利用不工作期(任何靠

电池供电的设备都会有不工作期)来寻

找SOC确切的“起始位置”。由于设备

接通时可以知道精确的SOC，所以该方

法免除了在不工作期对自放电校正的需

求。当设备进入工作状态并且给电池施

加负载时，则转而使用电流积分法。该

方法无需对负载下的压降进行复杂且不

精确的补偿，因为库仑计数(cou lomb-

counting)从运行初始就一直在跟踪SOC

的变化。

施加负载时(这种情况发生在用户对电量

感兴趣的多数情况下)，电池电压就会因

为电池内部阻抗所引起的压降而产生失

真。此外，即使去掉了负载，发生在电

池内部的张持过程(relaxation processe)

也会在数小时内造成电压的连续变化。

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基于电池阻抗知

识的压降校正方法仍存在问题，本文会

在稍后讨论这些原因。

电池化学反应及电压响应

电池本身复杂的电化学反应导致其瞬态

电压响应。图1a显示了从锂离子电池的

电极开始的电荷转移基本步骤(其它电池

的步骤与其类似)。

电荷必须首先以电子的形式穿越储

存能量的电化学活性材料(阳极或阴极)，

在到达粒子表面后以离子的形式存储于

电解液中。这些化学步骤与电池电压响

应的时间常数相关。图 1b显示了电池的

阻抗范围，时间常数的范围从数毫秒到

数小时不等。

在时域中，这意味着施加负载后，

电池电压将会随时间

的推移以不同速率逐

渐地降低，并且在去

除负载后逐渐升高。

图2显示了在不同的

充电状态下，对锂离

子电池施加1/3C的额

定负载后的电压张弛

情况。

考虑到基于电压

的电池电量监测会产

生误差，我们假定可

以通过减去IR压降来

校正带负载的电压，

然后通过使用校正后

的 电 压 值 来 获 取 当

前 的 S O C 。 我 们 将

要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R值取决于

SOC。如果使用平均值，那么在几乎完

全放电的状态下(此时阻抗是充电状态下

的10倍以上)，对SOC的估测误差将达

到100%。解决该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根据

SOC在不同负载下使用多元电压表。阻

抗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温度(温度每

降低10℃，阻抗增加1.5倍)，这种相互关

系应该添加到表格中，而这也就使得运

算过程极为复杂。

电池电压具有瞬态响应特性，而这

意味着有效的R值取决于负载的加载时

间，显而易见我们可以将内部阻抗简单

视为欧姆电阻而无需考虑时间因素，因

为即使电压表中考虑到了R和SOC的相

关性，负载的变化也将导致严重误差。

由于SOC(V)函数的斜率取决于SOC，

所以瞬态误差的范围将从放电状态下的

50%到充电过程中的14%不等。

不同电池间阻抗的变化加大了情况

的复杂性。即使是新生产的电池也会存

在±15%的低频DC阻抗变化，这在高负

载的电压校正中造成很大差异。例如，

在通常的1/2C充放电电流、2Ah 电池典

型DC阻抗约为0.15Ω的情况下，最差时

会在电池间产生45mV的校正电压差异，

而对应的SOC估测误差则达到了20%。

最后，当电池老化时，一个与阻抗

相关的最大问题也就随即出现了。众所

周知，阻抗的增加要比电池电量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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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 (a) 完全充电状态下和 (b) 放电状态下
电压降低和张弛情况。

图 3: 电池电量计算法预测的电压值与随后在普
通笔记本电脑负载下测量的试验数据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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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4 家不同厂商生产的锂离子电池的 DOD 与电压之间的关系；(b)
使用平均数据库计算出的 DOD 误差；(c) 相对于平均值的电压偏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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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还可以用来对完全充电的

电量进行更新吗？答案是肯定的。依靠

施加负载前SOC的百分比信息、施加负

载后的SOC(两者均在张弛状态下通过电

压测量获得)，以及二者之间传输的电荷

量，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确定在特定充电

变化情况下对应于SOC改变的总电量。

无论传输电量多大、起始条件如何(无需

完全充电)，这点都可以实现。这样就无

需在特殊条件下更新电量，从而避免了

电流积分算法的又一弱点。

该方法不仅解决了SOC问题，从而

完全避免了电池阻抗的影响，而且还被

用来实现其他目的。通过该方法可以更

新对应于“无负载”条件下的总电量，

例如可以被提取的最大可能电量。由于

I R 降低，非零负载下电量也将降低，

并且在有负载情况下达到端接电压值的

时间缩短。如果S O C和温度的阻抗关

系式已知，那么有可能根据简单的建模

来确定在观察到的负载和温度下何时能

够达到端接电压。然而，正如前文所提

到的，阻抗取决于电池，并且会随着电

池老化以及充放电次数的增加而快速提

高，所以仅将其存储在数据库中并没有

多大用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TI设计

了一种可以实现实时阻抗测量的IC，而

实时测量则能够保持数据库的持续更

新。这种就解决了电池间的阻抗差异以

及电池老化问题(如图3所示)。阻抗数据

的实时更新使得在指定负载下，可以对

电压情况进行精确预测。

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该方法可以

将可用电量的估算误差率降低到1%以

下，而最为重要的是，在电池组的整个

使用寿命内都可以达到高精度。

即插即用是自适应算法带来的另一

大优点，该算法的实施不再需要提供

描述阻抗与S O C以及温度之间关系的

数据库，因为这一数据将通过实时测量

获得。用于自放电校正的数据库也不再

需要，不过仍需要定义了开路电压与

SOC(包括温度)关系的数据库。但是，这

方面的关系由正负极系统的化学性质决

定，而不由具体的电池型号设计因素(如

电解液、分离器、活性材料厚度以及添

加剂)决定。由于多数电池厂商使用相同

的活性材料(LiCoO2 以及石墨)，因此他

们的V(SOC,T)关系式基本相同。实验结

果支持上述结论。图4 显示了不同厂商生

产的电池在无负载状态下的电压比较。

可以看出它们的电压值很接近，偏

差不过5m V，由此可知在最差情况下

S OC的误差也不过1.5%。如果开发一

种新电池，仅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数据

库，而不像现在需要数百个用于不同电

池型号的数据库。这样就简化了电量监

测计解决方案在各种终端设备中的实施

过程，且数据库并不依赖于所使用的电

池。即使采用不同类型或不同厂商生产

的电池，也没有必要重新编程。这样，

在实现电池监控IC即插即用的同时，精

确度及可靠性也相应提高。●

www.globalsources.com

www.globalsources.com/EMA，

http://www.globalsources.com/EMA
http://www.global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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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级PCB-STYLE
2. 绕阻

绕组原级PCB-STYLE

下一代48伏分布式电源
架构的电源设计
高性能绝缘金属基板、低损耗

拓扑架构、碳化硅二极管结构

和平面变压器技术的结合可在

48伏分布式电源架构所使用的

砖型设计中实现相当高的功率

密度。通过使用这些技术，电

源制造商可以满足新兴应用的

要求，即利用尺寸更小的电源

提供更大功率及更多功能。

为
了在保留紧凑砖型模式的同时

缩减电源尺寸，电源制造商必

须降低砖型模块的高度，并(或)

尽量将外部的供电元件移至砖型模块内

部。但同时采取上述两种做法却给电源

设计者带来了诸多挑战，其中包括：如

何处理高功率密度所需的散热问题，如

何将所有必要组件集成在有限的空间内

等等。

为 了 解 决 这 些 挑 战 ， 西 恩 迪 技 术

(C&D)公司电力电子部的工程师们的目标

是创造一种600瓦的砖型模块原型，既可

以节省空间又能够简化48V分布式电源架

构(DPA)应用的前端设计。

碳化硅半导体

通过升压转换器集成满足EN61000-3-2

要求的有源PFC是原型设计的一个主要

目标。设计的难点在于：为了将模块高

度保持在标称半英寸高模块的公差范围

内，很明显需要使用的开关频率将大大

高于离散PFC阶段通常所具有的开关频

率。这意味着，为了让PFC级满足规格

要求并且将功耗减至最低，需要复合缓

冲电路或一系列肖特基二极管的保护。

不幸的是，这两种作法所需要的空间都

违背了原型设计的微型化目标。好在设

计人员已经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法，即最

新的碳化硅(SiC)半导体技术。

虽然当今绝大部分的电源设计都会

使用传统的硅(Si)二极管,但是SiC二极管

正在凭借其近乎完美的开关特性成为硅

二极管的替代方案。

电子工程师们十分熟悉一条自然定

律：器件的额定电压越高，其开关速度

就越慢。正因为如此，SiC二极管(额定

电压为600伏或以上，可轻松的在升压电

源电压下工作，而减缓开关速度的电容

极小)所呈现的解决方案几乎就像魔术一

样解决了大幅度降低热量的难题，以往

这些热量需要靠基底和散热片散发。因

此，C&D公司选择SiC二极管进行原型设

计，利用其在极高频率下工作的能力，

为它提供所需要的保护。

低损耗拓扑架构

对热性能的严格要求可以通过在转换器

内尽量减少开关损耗得以缓解。全桥式

转换器所使用的模块化方法对损耗的产

生有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了解促进

了中间总线DC/DC转换器设计的变化，

但是直到现在，这些变化还未被应用于

AC/DC转换阶段。

传统上，四桥式开关由输出电压控

制信号所产生的逻辑信号调制脉宽。原

型产品的砖型设计选择了一种稍微不同

的技术。新拓扑结构通过一个恒定占空

比来开关主侧面桥开关，允许在几乎零

触发电压的情况下进行恒定频率操作(按

几乎为最大的占空比运行)，因而大大降

低了开关损耗。 

采用这种拓扑架构可以确保输出电

感足够小。在应用于DC/DC中间总线转

换器时，使用次级侧面开关调制输出电

感器的伏特-秒可以获得闭环调整。但图 1：原型模块使用离散的独立平面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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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的解决方案不需要闭环调整，因为

前端的有源PFC将提供足够稳定的380

伏输入以产生充分调整的48伏直流电压

输出，而无需使用闭环控制。实际上这

种输出是“半调整”式的，但这已经足

够，因为由AC/DC电源供电的DC/DC转

换器本身将进行调整。

以这种方式运行全桥开关会导致输

出后整流器占空比在90%左右，从而可

以极大缩小输出电感器的尺寸。这种方

法是可行的，因为在这个设计中关闭时

间(在这期间电感器处于运行状态)被降至

最低。实际上,如果不采用该技术的话,所

需要的输出电感器物理尺寸将过大,从而

无法满足600瓦模块原型对占用面积和高

度的要求。 

平面变压器

作为一种能够解决电源设计者所面临机

电问题的有效方法，平面变压器开始被

广泛认为。与使用缠绕

在传统线轴上的圆截面

铜线变压器相比，这些

变压器可以做的更为小

巧。精密铜引线框或蚀

刻绕组可达到的设计规

格精度要远远高于绕线

变压器的精度。在组装

平面变压器时可达到的

重复度也更高。蚀刻或

压印的铜引线框叠加在

通常为高频率的扁平铁氧体磁心中，以

生成变压器的磁路。这一薄片状结构也

加强了绕组间的磁耦合性，导致低漏电

感。表面面积与体积的高比例也使得平

面磁性组件成为散热片安装和强制空气

制冷的理想选择。因此，使用平面变压

器可获得极高的功率密度。

越来越多的DC/DC转换器设计者开

始转而采用平面变压器来增强电性能和

热性能，以及显著缩小物理尺寸，而这

一举措在A C/D C装置中并不常见。但

是，随着对带有两个原级和三个次级(且

有高度限制)转换器要求的出现，C&D的

AC/DC原型应用很明显需要使用平面式

结构。

在确认平面式技术是满足高度要求

方根值(是选择保险丝或断路器时的关键

参数)还是完全位于可能会使用的最小装

置的性能范围之内。并且，因为这一最

新的浪涌控制机制，保险丝可以是高熔

断类型中最常见的“F”型(快熔型)。

绝缘金属基板 (IMS)

即使假设通过采用提高效率的方式(例如

直流/直流转换器常用的方式)可以达到高

于平均值的效率，我们的输出率和效率

目标也表明原型设计必须在全负载时能

够散发高达100瓦的热量。通过以热耦

合方式耦合至散热片或其它散热表面，

可以有效地将原型产品基板上的热量散

去。这里的问题是如何将组件的热量通

过印刷电路板转移至基板。特别要注意

的是，很明显使用传统的FR4 印刷电路

板材料无法满足散热要求。但是另一种

选择，绝缘金属基板(IMS)技术(铜箔轨和

金属基板间夹有一个薄薄的电介质层)却

能提供一种满足散热要求的方法。

关键技术是电介质材料，它必须能

够提供良好的导热性和电介质绝缘性。

而限制因素是：基板必须提供必要的热

性能，而不能让电介质过薄，也不能有

过多的填充材料。为了达到这些目标，

C&D选择的Thermagon 1KA T-preg IMS

所使用的电介质拥有4.0W/mK左右的热

导率。基板自身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它的尺寸和其它参数，包括金属的

厚度和特殊技术的使用(例如可焊散热

片、内层和导热孔)。C&D原型产品的最

大允许基板温度为行业事实标准100℃

(用一个热电偶穿过散热片上的一个小孔

与基板中央接触来测量温度)。知道了满

足标准砖型模块占位面积所必须的基板

最大尺寸后，就可以确定金属的厚度和

其它优化技术以满足基板最大允许温度

要求。

除热性能外，Thermagon之所以成

为一个关键性选择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首先，其0.2毫米绝缘材料具备与目标

用途相关的UL认证；其次，进行组装的

多家印刷电路板生产厂都可使用这一技

术，所以可以确保资源的充足性。●

的最恰当技术后，其它可行的选择就包

括完全嵌入式变压器、嵌入/独立混合式

变压器以及完全离散的独立式变压器。

尽管完全嵌入式变压器空间有效，

并且拥有高功率密度和优秀的热性能，

但是它们并不适于该应用，因为无法在

其结构中加入足够的铜。相反，C&D的

原型模块将使用离散的独立平面变压器

(见图1)以最大化节省空间，同时满足安

全要求并提供最佳的整体实施成本。

集成浪涌控制

原型产品的尺寸限制意味着无法采用传

统的限制浪涌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

C&D的工程师进行浪涌控制的方法是在

其中的两个输入二极管处使用硅控整流

器(SCR)，参见图2。这些SCR最初在

输入电压即将过零前启用，让短电流脉

冲开始为大容量电容充电。在几个循环

当中，启动点逐渐前移，直到接近电源

的峰点。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浪涌保护过

程。这时，对SCR的启动使它们像普通

二极管一样工作，然后允许电路的其它

部分启动。

这种作法也提供胜于热敏电阻等方

法的保护功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输

入电压下的低负载后，负载的增加可能

造成大量电压损耗，导致装置跳闸或无

法调整，直至热敏电阻的温度上升。有

了SCR设计提供的浪涌保护后，输入电

压不再以这种方式下降。使用SCR方法

后，仍会发生浪涌现象，但浪涌会降低

至可接受的水平。这也有助于保险丝的

选择，因为浪涌电流的有效值小于稳态

电流。尽管电流脉冲可能会很大(仅受到

电源和输入滤波器阻抗的限制)，浪涌均

图 2：在两个输入二极管处使用 SCR 控制浪涌。

(*更详细的内容请访问www.esmchina.com或

www.ee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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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电压功率IC在不增加
成本的前提下改善性能

率半导体技术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

设计的关键是，所采用的基于I G B T或

MOSFET的功率放大级免于出现短路、

过流和接地故障。

逆变器级和电机相电流的感测是这

类设计中的另一项关键要求，因为它是

电流模式控制与过流保护的基础。电流

模式控制要求很高的精确度和线性度，

而过流保护则要求响应速度要快。实际

上，电流信号可通过与下列结点相连接而

被取样：正或负DC总线、单IGBT相位

脚、或电机相位超前(28页图1)。不管在

哪个DC总线上取样的电流信号，都是所有

IGBT相位脚电流的矢量和。另外，信号

内容是经脉宽调制的基本变频电机电流

的包络，在固定的载波频率上。因此，

须采用相当复杂的“取样与保持”及数

字信号处理(DSP)电路，用来提取具有良

好线性度和精确度的有用的电流信息。

在单个IGBT相位脚上对电流的取样

看起来更容易操作了，但实际上却不能

消除对载波频率取样处理的需求。到目

现代工业及电器应用的设计人

员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

要面对缩小应用尺寸、减少元

件数目，同时改善总体系统性

能和可靠性的挑战，还要兼顾

价格和产品上市时间，如何解

决这些挑战？本文介绍了最新

的高电压IC(HVIC)技术，可帮

助电机控制和功率应用设计人

员节省空间、减少元件数目和

改善可靠性，同时提供得到增

强的保护功能。

Naresh Shetty
消费及工业部门运动控制产品经理
IR公司

为
了缩小应用尺寸、减少元件数

目，同时改善总体系统性能和

可靠性，现代工业及电器应用

的设计人员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同

时，价格和产品上市时间的要求还意味

着，既要实现上述目标，又不能导致成

本显著上升或者项目开发时间延长。现

在，最新的高电压集成电路(HVIC)技术

简化了这些应用中越来越多采用的基于

换相变速电机驱动解决方案的设计，从

而帮助工程师满足上述要求。而且，同

样的集成技术也可用于通用倒相电路、

开关电源(SMPS)和不间断电源(UPS)。

变速驱动的需求

变速电机驱动可为空调器等家用电器、

工业或商业设备带来许多好处。这些好

处包括提高机器设备的能源效率、改善

可靠性、降低振动和消除电气与声学噪

声。之所以能够有效地以具有成本效益

的方式采用这类变速驱动，主要是因为

通过IGBT和功率MOSFET等器件在功

表1：采用IR HVIC技术开发的1,200V栅极驱动器集成电路。

器件编号 封装 说明

IR21381Q 64-Lead MQFP 带有先进保护功能的三相栅极驱动器IC

IR2177S 16-Lead SOIC 带有PWM和模拟输出的高压电流传感IC

IR21771S 16-Lead SOIC 带有PWM输出的高压电流传感IC

IR2114SS SSOP-24 带有先进保护功能的半桥栅极驱动器IC

IR21141SS SSOP-24 带有先进保护功能的栅极驱动器IC

器件编号 封装 说明

IR22381Q 64-Lead MQFP 带有先进保护功能的三相栅极驱动器IC

IR2277S 16-Lead SOIC 带有PWM和模拟输出的高压电流传感IC

IR22771S 16-Lead SOIC 带有PWM输出的高压电流传感IC

IR2214SS SSOP-24 带有先进保护功能的半桥栅极驱动器IC

IR22141SS SSOP-24 带有先进保护功能的栅极驱动器IC

表2：采用IR HVIC技术开发的600V栅极驱动器集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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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M调制，20kHz频率下的最大延迟为

7.5微秒。器件还带有一个双向电平转换

噪声免疫电路，可抗最高达50V/ns的共

模dv/d t噪声。IR2277提供模拟输出及

PWM输出，IR22771只提供PWM输出。

IR2214以及IR22141两者用于驱动

功率开关半桥电路和三相380V交流电

路，80℃时最大电流50A。与光耦方案相

比，IR2214和IR22141栅极驱动器在使

用中更稳定，并提供了参数匹配功能，

如高低端通道的传输延迟、死区时间插

入等。其高端静态电流很低，并可用以

启动节省空间和成本的自举电路。多相

应用时，IGBT退饱和的错误反馈可自动

关断IGBT。IR2214带有高低端退饱和检

测及内部电阻偏置，IR22141带有有源退

饱和二极管偏置。IR2214和IR22141可

通过专用管脚相连，防止系统的相间短

路。输入和输出管脚与3.3V CMOS阈值

兼容，简化了与微处理器的接口。独立

的电源地和信号地管脚可实现发射极分

流器配置，简化了对低端IGBT电流的检

测。器件采用SSOP-24封装。

适宜电器应用的600V HVIC

考虑到电器的马达驱动以及更广泛的通

用换向电路应用，I R还推出了1,200V 

HVIC的600V版本。其中，IR21381为

模拟三相驱动器，类似于I R22381。

I R2177和I R21771分别是I R2277和

I R 2 2 7 7 1 的 6 0 0 V 版 本 。 I R 2 1 1 4 和

I R21141分别是I R2214和I R22141的

600V版本。●

前为止，最简单的、容易获得的电流信

号来自于电机的相位超前，信号内容仅

是基本的变频电机电流。需要考虑的一

个重要因素是，漂移在600~1,200V普

通模式电压上的小差分信号在几毫伏范

围内。另外，由于IGBT逆变器相位的作

用，普通模式电压以最高10V/ns的dv/dt

速率在-DC到+DC之间波动。

高电压IC技术

高电压IC技术取得了新进展，现在设计

人员能够采用精良、节省空间且元件较

少的解决方案，从而解决了目前驱动设

计中的保护与电流感测问题。例如，国

际整流器公司(IR)自有的HVIC技术允许

将一个低侧接地CMOS电路和一个高侧

浮动C M O S做到一起，通过N或P沟道

LDMOS区域相隔离(图2)。LDMOS的

作用是位准移动，目的是在低侧和高侧

电路之间跨过高压栅来传递控制信号。

H V I C技术使得人们能够设计出单片电

路解决方案用于驱动和保护MOSFET及

IGBT。同时，它提供了感测一个漂移在大的

普通模式电压上的小差分电压的能力，

甚至在快速瞬变的时候。因此HVIC技术

是创建电流感测接口IC的理想基础。

通过采用自有的HVIC技术，IR开发

出一批新款可靠、高速、高电压I G B T

控制IC和传感器IC，从而实现具有全面

保护的小型电路。这些IC提供一系列完

备的保护功能，包括接地失效保护，这

是过去只有高端系统才具有的功能。与

基于光耦或变压器的分立元件的传统方

案相比，新方案除了功能先进之外，同

时噪声免疫力更高，并将

使用元器件数减少30%，

而且，设计人员还能够将

PCB面积最多缩小50%。

适宜工业应用的1,200V 

HVIC

IR22381是一款模拟三相

I G B T栅极驱动器。死区

时间仅为0.5微秒，比类

似的光耦驱动器快十倍。

IR22381还大幅减少了温

度漂移以及器件性能随时

间而发生的变化。

集 成 退 饱 和 功 能 提

供了所有的过流保护模式，包括接地、

穿通和相间短路保护。过流状态可触发

软关断，随即关断所有六路输出。器件

带有一个关断输入，可用来定制关断功

能。IR22381还带有可编程死区时间，输

出驱动器带有独立的开通和关断管脚，

并具备两级输出开通，以获得需要的

IGBT dv/dt开关水平。电压反馈提供了精

确测量，自举电源功能省却了对辅助电

源的需要。

IR2277和IR22771是一组用于电机

驱动的高速单相电流传感IC，带有同步

采样功能。电流通过一个外置分流电阻

检测，用一个精密的双斜率系统将模拟

电压值转化为离散的时间序列值。该时

间序列经过电平转换，毋需附加逻辑电

路，即可提供适于D S P和模数接口的

数字P W M输出。最大采样速率为每秒

40k，适用于最高频率20kHz的非对称

图2：HVIC器件的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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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电流感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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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产品设计中的
热管理方案

身消耗的功率就非常大，并产生相应的

热量。LDO特别适合于低电流，压差较

小，或对电源噪声要求较高的场合。

电荷泵采用电容来实现能量转换，

可实现反压、倍压和稳压等变换，效率

为80%左右。受电容容量及尺寸限制，

电荷泵输出电流和电压都有限。在便携

产品中，电荷泵可用来驱动并联的白光

LED，或做为拍照时的闪光灯。

DC/DC转换器采用低阻抗的开关及

电感等储能元件，实现降压和升压等转

换。DC/DC转换器减小了电压变换过程

中的功率损耗，效率高达90%以上。同

时开关频率很高(可达2MHz以上)，减小

了外部电感和电容的尺寸。合适的DC/

DC转换电路在系统中产生最低的热量。

便 携 产 品 为 便 于 携 带 ， 要 求 外 形

小、重量轻。产品内只有密集封装的元

器件和印制电路板，通常不会使用风扇

进行通风冷却。系统中电源管理部分和

其它功能单元(硬盘和显示屏等)产生的

热量，对设计工程师提出新的挑战。对

便携式设计中热管理，应采用系统的

方法，分析热量的产生，并从元器件选

择，系统内温度监控和热量管理等方面

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以下以PMP为例

来探讨便携设计的热量管理。

系统热分析

PMP采用单节锂电池供电，32页图2为系

统中能量的流动线路图，红色箭头显示

电流的流动方向。从分析可知：锂电池

充电电路、锂电池、电压变换器件(LDO

和DC/DC转换器)、基于ARM+DSP的处

理芯片和硬盘在工作时都消耗电流，并

产生功率损耗。可分别计算出这些元器

件的功率损耗和产生的热量。值得注意

的是，在充/放电过程中，锂电池内部发

便携式产品涵盖音频、视频及

无线通信产品，不断增加的功

能需求，使电池供电的电源管

理变得愈加复杂，同时电源转

换中功率损耗产生的热量对设

计工程师提出新的挑战。本文

从系统电源管理的角度，分析

热量的产生，并结合实例，提

出相应的热管理方案。

邓琦、李喻奎
模拟和接口产品高级应用工程师
微芯科技公司

现
今的便携式产品涵盖各式各样

的音频、视频以及无线通信产

品。最新的3G手机，除具有通

话的基本功能外，还可以浏览网页、发

送电子邮件、拍摄数码照片、玩游戏及

播放视频流。便携式媒体播放器(PMP)采

用大容量硬盘，可以储存和播放电影、

音乐，拍摄和浏览照片，录制/播放电视

节目。PMP日益成为掌上娱乐中心。

为支持不断增加的功能，PMP电源

管理电路变得越来越复杂。图1中的电源

管理单元包含锂电池充电、电量监测，

以及将电池电压(2.8V~4.2V/节)转换为

系统各芯片所需工作电压的电压转换器

件。电源的转换效率不可能达到100%，

在转换过程中必定存在功率损耗，这种

损耗的功率被转换为热量。

可采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电

荷泵和基于电感的DC/DC转换器将电池

电压转换成系统所需的不同工作电压。

LDO只能将输入电压转换为更低的输出电

压。在实际应用中，其功耗为P=(V I N—

VO U T)×IO U T。当输入与输出电压相差较

大，且输出电流也大的情况下，LDO本

图1：便携式媒体播放器内部功能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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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有P F M/P W M模式自动切换功

能，提高轻负载时的转换效率。TC1303

采用3x3mm DFN小封装，DFN封装热阻

(JA)为41℃/W，具有优异的散热性能。

系统温度监测

整个系统中的芯片和模块，特别是CPU/

DSP、FPGA或硬盘等关键器件，在工

作时会产生热量。系统过热，会降低芯

片的性能，甚至导致故障。对整个系统

各部分温度进行监测，从而能够了解其

局部的温度变化，在温度过高或过热时

给使用者提示或警告。在图3所示方案

中，电量监测芯片PS810能够提供实时

电池温度信息。对CPU/DSP、FPGA

或硬盘等器件，则可考虑增加温度传感

器。硅芯片式温度传感器(MCP9700或

MCP9801)安装在系统PCB上，或置于

CPU/DSP、FPGA或硬盘附近，将温度

转换为线性输出的电压；也可直接转换

成数据，通过I2C接口送到MCU处理。

虽然CPU/DSP功能非常强大，但不

断增加的功能和音/视编解码运算，使它

负荷过重甚至超载。选择低功耗和少引

脚的MCU，将电源管理和热管理功能交

给MCU处理：控制充电和每路电源的开

/关，通过散布在系统各部分的温度传感

器来监测系统温度，利用I2C/SMBus等

接口与电量监测芯片和核心处理器进行

通信，实现智能和动态的电源管理。●

生化学反应，也会产生热量。

一旦了解系统中热量产生的源头，

就可以在电路设计和元器件选择上全盘

考虑，以优化的方案给系统提供电源管

理，同时提供可靠的热管理。图3从热管

理的角度提出Microchip热管理方案。图

3的方案可分为锂电池充电及电量监测、

电压变换、系统温度监测和热管理三部

分，结合Microchip锂电池充电、电量监

测、LDO及DC/DC转换器、温度传感器

和低功耗单片机等产品，实现可靠、智

能、高效的热管理。

锂电池充电及电量监测

PMP中锂电池采用线性充电，还采用电

池电量监测芯片，向系统提供精确的容

量等信息。这部分电路中的热量产生源

包括：充电过程中线性充电IC的功耗；

电流过流保护MOSFET以及充/放电过

程中，锂电池内部化学反应产生热量。

MCP73861线性锂电池充电芯片充分考

虑到热管理方面的需求：

1. 最大1.2A充电电流，根据电池容

量，通过外接电阻来设置充电电流，减

小充电过程的功耗；

2. 外接NTC，实时监测电池温度，

当电池温度过高或过低时终止充电，并

警告指示；

3. 芯片本身具有热调节功能，当芯

片内部温度超过155℃时，MCP73861

自动减小充电电流，避免芯片因过温而

失效；

4. MCP73861采用4x4mm QFN封

装，具有良好的散热性能。

P S810为单节锂电池电量监测芯

片，通过SMBus接口与系统通信，提供

电池电量及电压、电流、温度等信息。

电压变换

通过对三种电压变换器件的分析，在便

携式应用中提高电源转换效率至关重

要。从热管理的角度看，尽可能选用集

成度较高，封装散热效果好的LDO。图

3中TC1302是3x3mm DFN封装的双路

LDO，具有300mA和150mA输出电流，

适合向CMOS照相模组、RF电路提供低

噪声供电电压。

DC/DC转换器因高效而成为便携电

源转换的首选。高集成度的同步降压或

同步升压器件，提供超过90%的效率。

最新的D C/D C转换器在性能提升的同

时，也有将DC/DC转换器与LDO、锂电

池充电、电量监测、电荷泵等功能单元

集成在一个芯片内，从而

构成为一个灵活而复杂的

电源管理单元(PMU)。

图3中的T C1303是

一款高集成电源管理芯

片，包含500m A同步降

压变换器，300mA LDO

和P o w e r-G o o d功能。

TC1303中的同步降压变

换器，选用低导通电阻

MOSFET和2MHz开关频

率，最高效率可达95%，图2：系统中能量的流动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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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Microchip针对便携式设计的热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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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芯片结合纳米技术
推进功率转换技术进步

佳状态。为此，作为欧洲标准的I E C 

6100-2-3规定了各类设备的谐波极限

值。例如，所有功耗超过75W的个人电

脑的谐波(度数n=3、5、......39)都必须处

于或低于给定的曲线(以mA/W为单位)。

目前，台式机的功耗在140W至250W之

间，这意味着所有销售到欧洲的PC都必

须符合上述标准。当这项标准确立后，

世界其它地区都将逐步执行。 

功率因数(PF)是与线路提供功率的综

合质量相关的一个总体参数，它与输入

电流总谐波失真(THD)的关系如下所示：

PF = cosϕ /(1+THD2)1/2 [1]

式 中 ϕ 是 线 路 电 压 和 消 耗 电 流 间

的相位差。无相位差(ϕ=0)，且无失真

(THD=0)时，PF=1。由于分子cosϕ在

0到1之间， 而分母总是大于或等于1，

因而PF <=1。 

由于IEC 61000-3-2标准规定了THD

的谐波分量，因此THD和PF都不足以度

量性能。实际上，这一规范的度量和遵从

标准为谐波失真参数，这个参数以及达

到这一规范的技术一般被划分到“PFC”

或“功率因数校正”的类别中。 

理论上，PF表达式中的cosϕ既可为

正，也可为负。负的cosϕ值相当于负载

电路对线路供电的情形。在基于二极管

桥的整流电路中，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发

生的。

谐波极限值规范的约束

将功率从交流电网引至负载的标准方法

是直接在负载两端跨接二极管桥整流

器。以由二极管桥式整流器和阻抗负载

组成的简单系统为例，桥后的电压和电

流不失真，无相位差，可整流为正弦

波，且PF=1(图1)。在这种情况下，输入

到负载上的功率为：

纳米级光刻技术的发展推动了

集成技术的进步，在未来的几

年里，完整的信号回路(数字+

模拟+存储器), 甚至GSM系统

(包括电源管理)都将可以集成于

一体。本文以单芯片控制器PFC/

PWM组合芯片及其相关的用于

中间母线电压AC/DC转换的分

立晶体管作为应用范例，描述

了功率转换技术的发展历程，

并以降压转换器为例，介绍母

线电压转换为主板低电压的

DC/DC转换方法。

Reno Rossetti
计算和超便携式应用企业策略总监
飞兆半导体

系
统级芯片(SoC)公司纷纷预测: 

在未来的几年里，完整的信号

回路(数字+模拟+存储器), 甚

至G S M系统(包括电源管理)将集成于

一体。纳米级光刻技术(最小尺寸小于

100nm)的发展推动了集成技术的进步，

然而，在一个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越

多，其工作电压越低，例如，0.13µm级

芯片的工作电压仅为1~2V。 

另一方面，功率芯片制造商正不断

开发能够处理高电压和大电流的技术。

将交流电网电压转换至中间母线需可靠

的设备提供数百伏电压和数安培电流，

同时，再由母线电压转换至最终负载电

压则需要数百安培电流的低压设备。上

述功率转换已在个人电脑上实现了，它

先将线路功率因数校正(PFC)电压降至电

源盒外的母线电压，再降至主板的通用

低电压, 这充分展示了新的高电压和大电

流半导体技术及其架构的效用。

谐波极限值和功率因数校正

当电气负载(如P C)消耗的电流与输入

电压(A C线路)同相且电流不失真(正弦

波)时，交流电网的功率输出可达到最

图1：电源线路(PLINE=VLINE*ILINE)具有双倍频率。

PLine

VLine
VLine

ILine

VLoad,
ILine

I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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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t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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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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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采用低压密集型BiCMOS工艺。当

PFC和PWM两部分的运作协调有效时，

可以最低的成本(BOM)实现PFC和PWM

功能。PFC部分通过上升沿调节控制。

MOSFET Q1在时钟边缘关断，并根据

PFC方波的前导/上升沿，在环路控制下

导通。PWM用“拖尾”调制进行控制。

MOSFET Q2在时钟边缘导通，并根据

PWM方波的拖尾/下降沿，在环路控制下

关闭。相应地，在同步时钟的作用下，

两个晶体管决不同时消耗电流，这样进

一步重新分散电流，从而使高电压输入

电容的数值降至最小。在50Hz时，波型

与34页图1中的曲线类似，当钟频率为

67kHz时，开关调节器的限幅波形使电流

出现纹波。

离线功率晶体管

线路与变压器基层之间的所有二极管

以及D M O S开关均为高压器件。I E C 

61000-3-2规定单相供电线路中的电压

最大不超过240V R M S(三相线路最大为

415VRMS)。因此，这些元件可承受400V

至1,000V电压。

转换为低电压的DC/DC转换

总线电压V B Μ S(如12V)通过开关调节器

(一般为同步降压转换器)分配和降低，将

电压降低为常用的3.3V、2.5V、1.8V或

VCPΜ。达到50A负载的理想上升沿波谷

控制结构是两相交替同步降压转换器，

每相的开关频率可达1MHz。该IC可直接

驱动分立DMOS晶体管的高边和低边，

其集成驱动器的阻抗低(1Ω)。

未来趋势

未来的理想器件是真正的单级PFC/PWM

控制器，它可以将复杂性降低一半或以

上，而且不会影响性能。PFC/PWM功能

的集成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将出现更

完善的新型架构，可大幅削减现有方案

的物料费用。

就功率分配的发展趋势而言，即从

VBΜS至低压的DC/DC转换，目前的主流

架构是采用交替的同步降压转换器，未

来的挑战是: 采用能够快速响应负载变化

的架构，以减少输出电容数量。●

P(t)= (V2/R)*sen2ωt=(1/2)*(V2/R)*

(1-cos2ωt) [2]

式中V是线路电压的幅度，R为负载，

ω为线路的角频率2πf，f=50Hz或60Hz。

由方程[2]可得实际或平均的功率为：

PAVE=(1/2)*V2/R = VRMS
2/R [3]

随时间变化的零平均脉动功率为：

PPΜLS = -(1/2)*(V2/R)*cos2ωt [4]

这个简单例子描述了理想的AC线路

整流电路模型。而另一方面，该电路没

有能量存储功能，整流器输出端功率具

有A C线路的倍频分量。在这一理想化

的模型中，典型的负载实际上需要恒定

(DC)功率。因此，它必须具有大容量的

能量存储元件，一般采用处理非失真输

入功率P(t)和DC输出功率PA V E差异的电

解电容来实现。这个差异由[4]给出。

在负载中添加一个小电容C将使通过

负载的电压变得平滑，纹波减少，但由

于电流波形严重偏离了正弦波并采用了

目前脉冲的形状，因而使PFC减小。

PFC架构

PFC的一般架构包括与AC线路接口的桥

式整流器以及PFC级。正如前文中讨论

的，PFC级可实现线路电压和电流的良

好匹配。在完全平衡的条件下(PF=1)，

我们会发现A C线路侧的波形如34页图

1(a)所示。而在整流侧，电容C产生的无

功功率为：

PCR ≅ -VCDC*C*2ω*VCRIPPLE*cos2ωt  [5]

式中V C D C为电容两端的D C电压，

VCRIPPLE为其纹波峰值，而ω=2πf为线路电

压的角频率(f=50/60Hz)。应注意PCR类似

于34页图1系统(无电容)中的PPΜLS。由方

程[5]可得：

VCRIPPLE ≅ PCR(PEAK)/ VCDC*C*2ω [6]

这是很有用的设计公式，它揭示了

电容C、直流电压及纹波值之间的折衷关

系。在经过PFC级线路处理后的谐波量,  

通过DC/DC转换器的消除电容C过滤，

可充分去除输入的纹波电压。 

PFC和PWM的实现

图2中的组合IC器件是非常小巧的芯片，

在电路板上集成了两个控制环路。PFC

部分是由电感L1、开关Q1(MOSFET)、

大电容C和二极管D1构成，受控于PFC/

PWM控制器，然后通过“前向”转换器

将C上的电压调节至总线电压。组合IC

的另一半用于初级控制，其中包括开关

Q2和Q3、二极管D2-D5、无源元件L2和

C2，电压参考IC用于次级控制。该转换

需要隔离高输入和低输出电压，通过正

向转换通道的变压器(T)和反馈通道的光

耦来实现隔离。

控制器架构

控制器由主变压器(T)供电(Vcc引脚)，即

辅助次级绕组变压器(图中未标明)产生

一个相对较低的电压(15V)。由于每个控

制器I/O引脚的电压都低于15V，因此该

图2：功率转换链高级方块图，从交流线端至中间电压总线V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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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重合跟踪

b 偏移跟踪

c 比例式跟踪

d 电源排序

单片式降压型稳压器为
DSP提供片内电源排序

间的瞬时电压差，从而降低器件闩锁效

应和器件受损的可能性。

或者，换句话说，电压的跟踪要求

通常规定两个电源之间的电压差一定不

能超过某一特定值。这一约束条件在所

有时间段内(上电、断电和稳态操作)都适

用。与此不同，电源排序要求则规定了

电源上电和断电顺序。图1显示了各种跟

踪和排序情形。

对不良跟踪或排序进行的补偿通常

会对系统中的器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

坏。FPGA、PLD、DSP和微处理器通常

都会在内核与I/O电源之间布设二极管，

作为ESD保护元件。如果电源违反了跟

踪要求并向保护二极管施加正向偏压，

那么器件就有可能受损。

给内部二极管(无论是保护二极管还

是其它CMOS工艺二极管)施加正向偏压

有可能触发闩锁，从而损坏整个器件。

在其他场合，当I/O电源电压在内核电源

电压之前上升时，内核中未定义的逻辑

状态就会在I/O电路中引发过大的电流。

即使当系统中的单独元件并不需要电源

跟踪或排序的时候，整个系统也有可能

为了实现正确操作而要求进行电源排序

或跟踪。例如，系统时钟有可能需要在

逻辑块上电之前起动。

当为任何给定应用选择特定解决方

案时，需要考虑的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是控制电源上升的方法。对上升斜率而

言存在一种取舍，即电源必须在器件和

整体系统所要求的最小时间内进入调节

状态；但是斜率越大，去耦电容器所承

受的应力就越大。通过选择一个允许设

置斜率的排序器，设计师就能够优化取

舍、最小化元件成本并且提高可靠性。

最后，电源排序器所具有的斜率控制精

度也是一项关键性的考虑。

许多微处理器和DSP内的内核

电源和输入/输出(I/O)电源在启

动时需要排序，而且为了确保

在内核电压被适当偏置之前I/O

负载不会被驱动，还必须对它

们进行跟踪。本文就电源跟踪

和排序问题介绍了电路中可能

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介绍了凌

特公司一款具有执行片上跟踪

的能力的芯片LTC3416。

Tony Armstrong
电源产品业务部产品营销经理
凌特公司
E-mail: tarmstrong@linear.com

虽
然对任何给定的DC/DC转换器

而言可以在外部对启动和停机

情况进行跟踪，但是电源排序

要求会因系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现有

的解决方案包括：可通过一个可编程接

口或多个外部元件进行配置的特殊应用

标准产品(ASSP)、基于可编程微控制器

的方案以及FPGA方案。

在最简单的工作模式下，基本电源

排序器将首先接通第一个电源，然后在

等待一个指定的已编程延迟时间后接通

第二个电源，并依此类推。但是，这种

方法并不稳定，而且有可能在多数系统

中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基本的电源排序

器可以通过实现软起动(采用一个无任何

反馈的固定模式)在这个方法上加以改

进。大多数应用都需要这样一个排序器

以确保所有的电源能够依据各自的斜率

(严格受控)一同上升，而且同时相互跟

踪。这种方法将最大限度地减小各电源

图 1：电源电压跟踪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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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

电源技术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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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PGOOD

SW
LTC3416

RUN/SS PGND

SGNDITH

TRACK VFB

3416 F01a

2.5V到5.5V

I/O电压

凌特公司推出的器件具有执行片上

跟踪的能力，旨在为实现简单而有效的

电源排序方法创造条件。L T C3416便

是这样一款产品。L T C3416是一款单

片式、恒定频率、电流模式降压型转

换器，频率范围在300k H z〜4M H z之

间，易于电源排序。强制连续操作可使

LTC3416在整个负载范围内保持恒定频

率，从而使其能够更加容易地滤除开关

噪声并减轻射频(RF)干扰，这对电磁干

扰(E M I)敏感的应用来说非常重要。此

外，LTC3416还可以在一个2.25V至5.5V

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并能够生成一

个0.8V〜5V的输出电压(如图2所示)。

向LTC3416的TRACK引脚施加一

个斜坡电压就可以进行电压跟踪。当

TRACK引脚上的电压低于0.8V时，反馈

电压将被调节至该跟踪电压。当跟踪电

压超过0.8V时，跟踪电路被停用，而且

反馈电压将被调节至内部基准电压。

电压跟踪通过将一个额外的检测电

阻分压器连接至I/O电源电压得以实现。

该分压器比例应该与LTC3416的反馈电

阻分压器比例相同。图1所示为一个1.8V

降压型DC/DC转换器跟踪一个2.5V I/O电

源电压的情形。该电路可在2.25V〜5.5V

的输入电压范围内运作，并在高达4A的

负载电流下提供1.8V的已调输出。

具有电压跟踪能力的LTC3416非常

图 2：一款具有跟踪能力的 2.5V~1.8V/4A 降压型稳压器。

Advertiser’s Index

适用于那些包含了以微控制器为基础的

电路并带有双电源架构的应用。其高开

关频率和内部的低导通电阻RDS(ON)电

源开关允许LTC3416能够为那些具有电

源排序要求 的系统提供一个占位空间小

的高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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