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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和对节能要求的不断提高，现代

开关电源的应用日益广泛，发展迅速。

开关电源技术结合了开关变换器理论、集成电路和功率半导体

技术的先进成果，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可靠性好等显著

优点，己成为现代电源技术的主流。

论文在研究开关电源技术发展现状基础上，提出一种峰值电流

控制开关电源PwM控制芯片的设计。首先对芯片的工作原理和系

统构成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包括开关电源变换器的整个主回路和控

制回路。在系统设计完成之后，在1．5岫BCD工艺下分块设计了芯

片内部各个功能块，包括运算放大器，基准电压源，振荡器，比较器

和保护电路等，完成了具体电路的设计，给出了所有的电路图。各功

能块经Cadence Spectre仿真验证均已达到所定指标。以此构成的系

统亦已通过仿真验证，仿真结果与预期结果相符，表明电路的主要设

计功能已经实现。

最后，完成芯片的总体版图规划和部分版图的设计。

关键词：PWM控制，运算放大器，基准电压源，振荡器，比较器保

护电路BiCMoS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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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0f elecl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energy saVing。mOdern switching

pOwer suppIIes fOund wider and wider appIications and were

deVeloped rapidIy．

The technOIOgy 0f sw．tching pOwer supply cOmbined the

current resuIts of modem swItching cOnVerter theory．integrated

circuit and pOwer semiconductOr．It is featurjng sma¨Volume and

weight as we¨as high efficiency and reliabiIIty and becoming the

mainst陀am Of mOdem pOwer suppIy technOIOgy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mOdern pOwer supply technOIOgy，a

peak curnent mOde PWM contrO¨er Chip were propOsed．And its

p rincipIes and system architecture were studied and anaIyzed，

which incIUdes its main lOOp and cOntrOI lOOp

Finished the system design， the functional bIOcks was

designed in 1．5Um BCD technOlogy，whlch included ampllfier

reference，osc川atOr，compa旧tor，fast 0Ver current prote酬on．And

aIl circuits were giVen．The functiOnal bIOcks were simuIated and

Verified by Cadence Specfre． The resuIts showed their

pe晌rmanCes met Spec weI|．And the system simuIatIOn aISO

shOwed that a¨of desired flJnctiOns were reaIized

Fina¨y，the floOrplan and part Of IayOut design was pn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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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Y WORDS： PWM control， amp|ifier， reference，0sc⋯atOr

cOmparatOr，fast 0Ver current protection BiCMO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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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转换电路进人高频变换器被转换成所需电压值的方波，最后再将这个方波电压

经整流滤波变为所需要的直流电压。反馈控制电路为脉冲宽度调制器(PwM)，它

主要由取样器、比较器、振荡器、脉宽调制及基准电压等电路构成。这部分电路

目前己集成化，制成了各种开关电源专用集成电路。控制电路用来调整高频开关

元件的开关时问比例，以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开关电源的功率调整器件处于开关工作状态。作为开关而言，导通时，压降

很小，几乎不消耗能量，关断时漏电流很小，也几乎不消耗能量，所以开关电源

的功率转换效率可达80％以上。开关电源的滤波电感的体积和重量也因为工作频

率提高而减小，所需的滤波电容也减小。“1

1．3本文的主要工作

图l—l

20多年来，集成开关电源沿着集成化方向发展，首先是对开关电源的核心单

元一控制电路实现集成化。1977年国外首先研制成脉宽调制(PwM)控制器集成电

路，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硅通用公司、尤尼德公司等相继推出一批P1I『M芯片，典

型产品有Mc3520，SG3524，uC3842。90年代以来，国外又研制出开关频率达lMHz

的高速P删、PFM(脉冲频率调制)芯片，典型产品有uCl825、uCl864。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设计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该集成电路采用PwM工作方式，

需要较少的外部元件即能构成完整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50l(Hz，并具有过流保

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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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介绍开关电源的背景、现状和发展趋势，同时介绍了开关电源的原

理，并对本文的章节进行安排。

第二章介绍开关电源控制电路的原理和基本结构。

第三章介绍控制电路各个子电路原理，所设计的具体电路和功能仿真。

第四章介绍工艺流程，器件结构，子电路的版图。

第五章总结该电路的设计工作。

第二章PwM控制芯片的原理

2．2 PWM控制芯片原理

电流控制的PwM技术是一种新颖的控制技术，1967年由美国BOsE公司提出。该

技术有不同路线方案来实现，其共同特点是：利用电感电流的反馈直接去控制功

率开关的占空比，以实现峰值电流对电压反馈的跟踪。

图2—1

如图2—1所示，反馈电路由两部分组成：输出电压u。经采样电路(未画出)

得到反馈电压U，反馈到误差放大器的反向端，基准电压u。加至误差放大器同向

端，构成常规的电压反馈，即电压外环：由电阻R。上检测得到的电流反馈信号U。

和误差放大器的输出u。分别加至P州比较器同向端和反向端，构成了电流内环。

P删比较器输出加至触发器的R端，时钟振荡器从S端向锁存器输出一系列恒定

频率的时钟信号。当功率管导通时，随着电流的增大电流检测信号u；也同时增

大，直到同U。电压相等时P州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使锁存器输出转为低电平，

功率管关断。时钟振荡器输出的稳定时钟信号通过锁存器控制着三极管的通断。

4



浙江大学硕十学位论文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引入了电流反馈，对输出电压有前馈调节作用，提高了系统

的动态响应。由于电感电流直接跟随误差电压的变化，输出电压就可以很容易的

得到控制。电流内环还使开关电源变换器易于实现并联运行，有利于实现变换器

的模块设计。电流控制PwM技术有很多优点，如电压调整率好：回路稳定性好，

负载响应快：功耗小：有较好的并联能力等等。“1

电流型控制分为峰值电流控制、平均电流控制和滞环电流控制。

(1)峰值电流控制

峰值电流控制是最常用的电流型控制方式。以Buck变换器为例，峰值

电流型控制系统原理框图如图2—2。每1个开关周期丌始，由时钟信

号CLK经过触发器，驱动开关VF导通，当电流i。，的检测信号峰值达到

电流给定值Ve(即外环电压调节器的输出)时，触发器翻转，开关vF

关断。因此只要系统中电流稍有变化，占空比可以较快产生调节作用，

使输出电压Vo接近给定Vr。

峰值电流型P_Ii『M控制的优点是：消除了输出滤波电感在系统传递函数中

产生的极点，使系统传递函数由二阶降为一阶，解决了系统有条件的环

路稳定性问题；具有良好的线性调整率和快速的动态响应；固有的逐个

丌关周期的峰值电流限制，简化了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多个电源模块

并联时易于实现均流。缺点是：不能准确控制电感的平均电流，回路增

益对电网电压变化敏感，开关噪声容易造成开关管误动作等。

图2—2

(2)平均电流型控制

图2—3以Buck变换器为例，给出平均电流控制的电路框图，电流给定

信号Ve是电压调节器的输出，图中未画出电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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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电流型控制方案需要检测电感电流i。，电流检测信号与电流给定

Ve比较后，经过电流调节器生成控制信号Vc，Vc再与锯齿波调制信号

比较，产生PwM脉冲。电流调节器一般采用PI型补偿网络，可以滤除

采样信号中的高频分量，与峰值电流控制相比，它直接控制电感电流的

平均值，抗扰性好。但是检测电感电流有时比较复杂，或检测元件损耗

较大。

图2—3

(3)滞坏电流型控制

图2—4以Buck开关变换器为例，给出滞环电流型控制的电路框图，图

中未画出电压环。滞环电流型控制也是检测电感电流，与电流给定值

Ve比较后，输入给滞环比较器或滞环逻辑元件。

为实现滞环电流型控制，滞环比较器中设定上限值Vemax和下限值

Vemin。当电感电流i。的检测信号下降到下限Vemin时，比较器输出高

电平，使功率开关开通，电感电流i。上升。反之，当检测信号达到上

限Vemax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使功率开关关断，电感电流下降。被

检测的电感电流决定了开关关断、开通时间。滞环控制方式下，变换器

是变频工作的，其开关频率一般随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负载的变化而

变化，因此输入、输出滤波器的设计比较复杂。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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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WM控制芯片的结构设计

本毕业设计欲实现一款基于峰值电流控制的开关电源P1vM控制芯片。芯片的

主要特点是：

●1MHz开关频率

●50uA备用电流，100uA最大电流

●在52kHz开关频率时所需电流低至2．3IIlA

·逐周限流时间快至35ns

●最大输出电流为lA

●轨到轨输出摆幅，25ns上升时间、20ns下降时间

·误差放大器的基准电压为2．5V

●振荡器放电电流精确

●新型的欠压锁定模块

●小尺寸8管脚MSOP封装，外围元件少。

所设计的PwM控制器的内部结构功能框图如图2—5，它主要包括一个欠压

锁定电路，振荡器，电流放大器，电压放大器，过流保护，驱动电路，用作基准

的参考电压和逻辑控制部分。

1振荡器

振荡器的工作频率和放电电流都是调整好的，并且严格设定了工作频率和死

区的最小变化率。振荡频率由外接电阻R，和电容c，决定。外接RC电路决定了最

大占空比。c，的充电电流由电阻R，决定。cT的放电电流由通过R，的电流和控制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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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内部的放电电流之差决定。设计控制芯片内部的放电电流为8．2mA。R，的阻值

较大时，放电时间由控制芯片内部的放电电流和C，的容量决定。R，的阻值较小时，

对放电时问也有较大的影响。在一个振荡周期内，电容c，充电时，两端电压上

升到2．5V左右，电容C，放电时，两端电压下降到O．75V左右。C，充电时，输出

极输出信号，C，放电时，输出极关断。输出脉冲的死区等于C，的放电时间。输出

脉冲最大占空比受振荡器的可控死区限制。“1

2电压误差放大器

设计电压误差放大器的直流增益为90dB，增益带宽为1．5MHz。内部的5V

基准电压经分压后产生2．5V电压，该电压赢接加在电压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

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后反馈到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设计放大

器输出端输出的电流限制在lIllA，放大器输出端吸入电流为10IIlA。“1

3电流比较器

为了能够实现逐周控制，如此设计电流比较器：在每个振荡周期开始时，输

出端开通。当外接开关管的电流达到正比于放大器输出电压的最大门限值时，输

出端关断，直到下一个振荡周期开始。此时开关电源的峰值开关电流正比于误差

电压。

4欠压锁定

在电源达到启动电压之前，欠压锁定电路阻止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源电路和

输出极开始工作。电源电压低于启动电压时，设计芯片的静态电流小于250uA。

5输出极

输出极设计成单端大电流推拉输出极，能够输出±lA驱动电流，并能完全消

除重迭导通峰值电流。当驱动lnF电容负载时，上升时间设定为30ns，下降时间

设定为20ns．输出极有钳位电路，避免输出极的输出电压超过18V，保护所驱动

的MOS管的门极。

7基准电压

设计内部基准电压为5V，误差在±1％以内。基准电压源为内部逻辑电路和振

荡器电路供电。振荡器外接电容器的充电电流也由基准电压源供给。电压误差放

大器的正向端2．5V电压也由基准电压分压所得。基准电压源能提供20TIlA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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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WM控制芯片的应用

本节介绍PwM控制芯片的应用电路。本文所设计的P1vM控制芯片的外围应用

电路如图2—6。工作原理如下：220V交流电经过整流成为直流电，V+经Rl加至

7脚，当7脚电压上升至欠压锁定模块启动，然后振荡器起振，Q1管导通，电流

从变压器Tl的1端流经2端，并经Ql、电阻到地，此时Tl的3、5端感应出正

电压，二极管D1，D2反偏，变压器Tl储能，其振荡频率及导通时间由PwM控制

器芯片来控制，Q1由导通转为截止后，二极管D1，D2正向导通，两绕组均开始

耗能，一组为芯片供电，另一组为负载供电。稳压原理为：若输出电压因负载减

小或输入电压升高而升高，此时流过4N35光耦合的发光二极管发光强度增大，

反馈至4N35的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的内阻变小，从而使2脚电压变高，

误差放大器输出减小，通过2脚内部运算放大器比较，使6脚输出P_|vM脉冲宽度

变窄，输出电压下降，达到稳压目的。过流保护原理为：当负载短路时，引起功

率开关管Ql电流增加，当电流增至使3脚电压大于lV时，PwM电流比较器输出

高电平将PwM锁存器复位，封锁PwM脉冲，达到保护功率开关管的目的，当故障

消失后，电流减至使3脚电压小于lV时，PwM锁存器置位，电源自动恢复正常

工作状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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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PWM控制芯片电路模块的设计

3．1设计目标

对于芯片中的模块设计：包括晶体管级的电路结构及各器件的尺寸，用

Spectre验证设计的正确性。具体的模块及其性能指标如下：

l、基准电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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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压误差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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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流比较器

塑!坚竖竖苎苎数烂 l选垡芝：!!
R__羁I哪嗍—■晰嘶铲9f嘏， l、∞t豫V协梯V
M●城b黼c“t州 l

旦K
遮壁【=姨
粥l 惦

} VbcSdb雕 l vl媳40v

5、驱动

3．2欠压锁定

3．2．1欠压锁定原理

欠压锁定电路实现的功能是：当电源电压大于8．7V时，芯片正常工作；当

电源电压小于7．6V时，芯片不工作。

如图3一l所示，欠压锁定电路中的2．55v是基准电压源提供。4．375v是电

压调节器提供。G P提供给电压调节器。

启动时的顺序：随着电源电压的上升，基准电压源提供的2．55v电压首先启

动。随着V叻电压的上升，当VDD的电压大于8．7V时，C2和C3这两个比较器

的输出为高电位，使NMoS晶体管导通，GP8』输出低电位，GN6_G输出高电位。

这两个输出作为电压调节器的输入使能信号。此时，从电压调节器输出的4．375V

电压启动。QNH80_D输出高电位，表明芯片正常工作。

关闭时的顺序：随着VDD电压的下降，当VDD的电压小于7．6V时，c2和c3

这两个比较器的输出为低电位，使PMOS晶体管导通，GP8一G输出高电位，GN6一G

输出低电位。这两个输出作为电压调节器的输入使能信号。此时，从电压调节器

输出的4．375V电压关闭。QNH80_D输出低电位，表明芯片关闭。

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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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欠压锁定电路

欠压锁定电路最关键的部分是比较器。

比较器是一个可以比较两个输入模拟信号并由此产生一个二进制输出的电

路。当正、负输入之差为正时，比较器输出为高电位；为负时，比较器输出为低

电平。输出分别达到上限和下限所需的输入电压差为比较器的精度。精度是比较

器的重要特性。在比较器的输入激励和输出响应之间有一个时延，这一时间差称

为比较器的传输时延。传输时延随输入幅度的变化而变化，较大的输入将使时延

较短。输入电平会增大到一个上限，这时即使输入电平再增大也无法对延时产生

影响，这时的电压变化率被称为摆率。⋯

图3—2所示为欠压锁定电路中的一个比较器。这个比较器采用了两极运算

放大器。采用开环模式。比较器不需要补偿以使其具有最大的带宽和较快的响应。

图3—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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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欠压锁定仿真

图3—3为启动时的时序图

当电源电压跳变到15V时，C2和C3这两个比较器的输出为高电位，使NMoS

晶体管导通，GP8-G输出低电位，GN6一G输出高电位。这两个输出作为电压调节

器的输入使能信号。此时，从电压调节器输出的4．375V电压启动。QNH80—D输

出高电位，表明芯片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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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图3—4是电源电压缓慢上升启动时的时序图

随着电源电压的上升，基准电压源提供的2．55v电压首先启动。随着V叩

电压的上升，当VDD的电压大于8．7V时，C2和C3这两个比较器的输出为高电

位，使NM0s晶体管导通，GP8_G输出低电位，GN6一G输出高电位。这两个输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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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压调节器的输入使能信号。此时，从电压调节器输出的4．375V电压启动。

oNH80—D输出高电位，表明芯片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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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图3—5为关闭时的时序图

随着VDD电压的下降，当VDD的电压小于7．6V时，c2和c3这两个比较器

的输出为低电位，使PMOS晶体管导通，GP8一G输出高电位，GN6-G输出低电位。

这两个输出作为电压调节器的输入使能信号。此时，从电压调节器输出的4．375V

电压关闭。QNH80_D输出低电位，表明芯片关闭。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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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基准电压源

3．3．1基准电压源原理

基准源电路广泛的应用于各种模拟集成电路，其精度和稳定性直接决定整个

系统的精度。内部稳压源电路提供稳定的偏置电压或作为基准电压。一般要求这

些电压源的直流输出电平较稳定，而且这个直流电平应该对电源电压和温度不敏

感。由于基准源的精度与温度有关，提高精度必须降低温度系数。

带隙基准可以在O一70℃的温度范围内有10ppm／℃的温度系数。图3—6
给出了带隙基准的原理。由室温下温度系数为一2．2mv／℃的pn结二极管产生电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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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同时也产生一个热电压Vt，其与绝对温度成正比，室温下的温度系数为

+O．085mV／℃。如果电压Vt乘以常数K加上电压V。则输出电压为：

V。=V。+KVt

将上式对温度求导，用V。和Vt的温度系数求出理论上不依赖于温度的K值。

因为V。与电源几乎无关。

双极型晶体管中的集电极电流密度的关系：

Jc=(q腿n。。／W。)exp(V。。／Vt)

其中：

Jc=集电极电流密度

n，。=基区电子平衡浓度

D。=电子的平均扩散常数

平衡浓度n。=n，2／N．

其中：

n；2=DT3exp(一V60／Vt)

D是与温度无关的常数，‰是带隙电压(1．205v)

得到下面集电极电流密度的方程式：

Jc=(qD。／N。w。)DT3exp((V雎一V∞)／Vt)

=AT’exp((V。一U。)／Vt)

在上式中，与温度不相关的常数合并成单一的常数A。由于D。依赖于温度，

温度系数y稍微偏离3。

因此V。的关系式为：

V”=V*(1一T／To)+Vm(T／T。)+(Y kT／q)1n(T。／T)十(kT／q)ln(Jc／Jco)

V。与温度的关系为：

d V吐／dT|T=T。=(V髓一V钿)／T。+(Ⅱ一Y)(k／q)

300K时，V。关于温度的变化约为一2．2mV／℃。

V。提供负温度系数的基准电压。△V。提供正温度系数的基准电压。

△VBB=V旺。一V雎z=(kT／q)ln(Jcl／Jc2)

d△V瓯／dT=(Vt／T)1n(Jcl／Jc2)

为了在T0时达到零温度系数，V。和△v。的变量加起来必须为0“1

16



浙江人学硕士学位论文

3．3．2基准电压源电路

Band口p

图3—6

图3—7为基准电压源的整体电路，包括带隙基准电路和两个反馈电路。

3．3．2．1带隙基准电路

图3—32是带隙基准电路。反馈电路1使Ql和Q2晶体管集电极电压相等。

Q1发射极面积是Q2的6倍。因此Rl上的电压是Q1与Q2基极与发射极Pn结的

电压之差。

Vn．=△VBE-V№一v雠。=Vtln(Jcl／Jc2)=Vtln6

I。=Vt ln6／R1

2个PMoS组成的电流镜使Ql和Q2上的电流相等(忽略基极电流)。所以R2

上的电流是R1电流的2倍。

I|i2=2Vtln6／R1

Q2基极电压V=V日E+R2掌I。

=V腿+2Vtln船(R2／R1)

设计R1与R2的阻值可以使Q2的基极电压有很小的温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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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反馈电路1

图3—8所示为反馈电路l。其目的是使Pl和P2的漏极电压相等、Ql和Q2

的集电极电压相等，减小因为沟道长度调制效应所引起的电流镜两边电流不相

等。

反馈电路有正反馈环路与负反馈环路组成。正反馈环路的增益、单位增益带

宽都小于负反馈环路的增益、单位增益带宽。因此，整个反馈环路表现为负反馈。

正反馈环路由晶体管Q3、P3、Q5、Q6、P2、Q2、R2组成。负反馈环路由晶

体管Q4、P4、P1、Q1、R1、R2组成。在电路中，Q3与Q4，P3与P4，P1与P2

是对称的晶体管。

在难反馈环路中，晶体管Q3、P3、Q5、Q6组成电平移位电路；在负反馈环

路中，晶体管Q4、P4组成电平移位电路。使Q3、Q4两端的差模信号加在Pl、

P2的栅源之间。P1和P2将电压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

i=g≯u(gl是Pl、P2的跨导)

返回到Q4基极的电压U—i女R。。=一g。}u}R。一岛}比。}u=A，}u

R。。是在P1漏极节点的输出电阻，它由三个电阻并联：Pl的输出电阻、Q1

的输出电阻和Q4的输入电阻。

A。．一g。}R。，是负反馈环路增益。

返回到Q3基极的电压u=i}凡：=g—J木乳2．一g-}R。。％u=A，。}u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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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是在P1漏极节点的输出电阻，它由三个电阻并联：P2的输出电阻、Q2的

输出电阻和Q3的输入电阻。

A。。=一g。$R。。是正反馈环路增益。

Ql的发射极串联了电阻Rl，其输出电阻大于Q2的输出电阻。因此负反馈环

路的增益大于正反馈环路的增益。

负反馈环路有两个极点，分别位于P4的集电极节点与P1的集电极节点。P1

的集电极节点是高输出租节点，由此产生主极点。P4的集电极节点是低输出租

节点，由此产生第二个极点。因为环路增益小，主极点与第二个极点距离大，环

路不需要{}偿就能稳定。

在Q2的集电极加了一个电容到地，其目的是减小正反馈环路带宽，使正反

馈环路的带宽小于负反馈环路带宽。

图3—8

图3—9和图3—10分别是正反馈环路和负反馈环路的频率仿真

图3—9表明负反馈环路有68度的相位裕度，环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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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表明正反馈环路的带宽(2．37洲z)小于负反馈环路的带宽

(7．44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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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卜10
图3一ll表明正反馈环路的增益(690)小于负反馈环路的增益(7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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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一12所示为反馈电路2，其目的是稳定输出电压。此负反馈环路需要高

增益，使输出电压稳定。

反馈环路由Q0、Q2、Q3、Q5、Q6、Q7、Q8、Q9、P2、P3、R1、R2、R3、R4

组成。环路包括反向放大器、电平移位电路和电阻分压电路。

反向放大器由晶体管Q2、P2、Q6和电阻R2组成。其增益A。=G．}R。

G．=g．／(1+g．卓R2)

gl是晶体管Q2的跨导

凡包括P2漏极的输出电阻和Q2集电极的输出电阻。因为Q2集电极的输出

电阻远小于P2漏极的输出电阻，所以R。主要由P2漏极的输出电阻决定。

电平移位电路由晶体管QO、Q3、Q5、Q7、Q8、Q9、P3组成。其增益略小于

l。

电阻分压电路包括R3和R4。

P2漏极到地电容提供补偿，使反馈环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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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图3一13是反馈环路的增益仿真图，表明反馈环路增益有67dB。是高增益

环路，足够稳定输出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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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图3—14表明反馈环路有86度的相位裕度，环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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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基准电压源仿真

图3一15所示，当电源电压从8V变化到15V，其输出电压变化的绝对值不

超过12uV，即输出电压随电源电压的平均变化率为1．7uV／V。因此电路能够在较

宽的电源电压变化范围内，保持较高的电压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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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图3一16是对基准电压源进行温度分析，输出电压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即该

基准电压源的温度稳定性。当电源电压为15V时，温度由一200c变化至100。c，

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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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由仿真曲线可以看出，温度由一200C变化至1000c，输出

电压变化的绝对值不超过14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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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3．4电压调节器

3．4．1电压调节器原理

电压调节器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器件，其输入是不稳定的直流电压，输出可

作为其他电路的供电电压。依靠这种方式，电压源的波动可从本质上被消除，其

结果通常提高由此类电源驱动的电路的性能。

图3一17是电压调节器的原理图。稳定电压VR由带隙基准源产生。稳定电

压加在高增益放大器的非倒相输入端，并与由电阻R1和R2采样的输出电压比较。

这是一个串联一并联反馈结构，对大环路增益，有
Vref=VR卑(Rl+R2)／R2

改变Rl／R2的比例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图3—17所示的放大器为高性能放大器。特别重要的性能是低漂移和低失

调，它们能使输出电压Vref尽可能的稳定。串联一并联反馈电路使电压调节器

有较高的输入阻抗，减小了负载效应。电压调节器要求输出阻抗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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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电压调节器电路

图3—18是电压调节器的电路图。

vdd是电源电压输入。GP7_G和QP44一G是偏置电路输入的偏置电压。输出Vref

给芯片提供稳定的5V基准电压供电。4．375V输出给uVL0模块提供基准电压；

2．5V输出给电压误差放大器提供2．5V正向输入电压。

电压调节器电路包括偏置电路、反馈放大器、电平移位、共模反馈和功率输

出电路。

图卜18

偏置电路由晶体管m1、1112、m3、m4、p5、p6、p7、p8、p9、pl、lplO、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p12和p13组成。电流源都用共源共栅结构，其目的是减小提高电流源的输出电

阻。抑制电源电压波动对电流源的影响。m1和m2这两个NMOs构成反馈放大器

的偏置电流。

U№2=VⅧ一Vm2

=VⅢ～Vs_l

=VⅫl>VT

因此晶体管m2工作在三极管区，等效为一个电阻。其目的是提高输出电阻，

增大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

反馈放大器由晶体管p1、p2、qnl、qn2、qn3、qn4、m1、m2组成。qnl和qn2

是差分输入，p1和p2是电流源负载。这是一个高增益放大器。脚双极型晶体管

与类似的cM0s相比，有许多优点。对于给定的电流有更高的跨导，更高的增益，

更高的速度，更低的输入偏移电压和更低的输入噪声电压。所以，双极型晶体管

运算放大器在许多时候有最好的性能，例如，需要低偏移量和低漂移的场合。因

此，此放大器应用双极型晶体管。

放大器的负载电流源pl、p2和偏置电流沉ml、m2由不同的偏置电压偏置。

如果负载电流源p1、p2电流过高，则其工作在线形区，使放大器的增益变小。

如果偏置电流沉m1、m2电流过高，则其工作在线形区，使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

变小。qpl和p3组成共模反馈电路，平衡两路电流。因为qpl的基极输入是基

准电压源提供的2．5V电压，所以只需检测p1的漏极电压。当pl和p2电流偏大

使其工作在线性区时，pl漏极电压升高，使PNP管qpl基极电压、发射极电压

升高，反馈到pl、p2的栅极。pl、p2的栅极电压升高使栅源电压减小，电流减

小达到平衡；当ml和m2电流偏大使其工作在线性区时，p1漏极电压下降，使

PNP管qpl基极电压、发射极电压下降，反馈到p1、p2的栅极。p1、p2的栅极

电压下降使栅源电压增大，电流增大达到平衡。

电平移位电路由晶体管qp2、p4、qn5组成，将反馈放大器的输出经过移位

加在输出功率管的输入端。

输出功率管是qp9和qp0组成的达林顿结构，qpO由56个NPN管并联，可

以输出大电流供给各模块。

反馈放大器、电平移位电路、输出功率管、电阻分压电路构成一个负反馈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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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稳定输出电压。反馈环路需要高增益。图3一19是反馈环路增益的仿真图

由仿真结果可知，反馈环路有69dB的增益，足够稳定输出电压

AC ResDo几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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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3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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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Hz)

图3—19

电阻r7和电容c2加在放大器的输出端提供补偿。最简单最普遍的补偿方法

是降低放大器的带宽。即当环路增益为l时，向放大器引入一个主极点使相位变

化小于一180度。进行补偿最困难得情况是单位增益反馈结构，即环路曲线与基

本放大器增益曲线一致。为了补偿放大器，引入一个新的主极点。主极点引入放

大器增益幅度按6dB／10倍频减小至第二极点，并且在此区域外放大器的相位将

渐近线改变成一90度。01

图3—20是仿真图，表明反馈环路有92度的相位裕度，环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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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3．4．3电压调节器仿真

图3—21所示，当电源电压从8V变化到20V，其输出电压变化的绝对值不超过

330uV，即输出电压随电源电压的平均变化率为28uV／v。

DC R目soonse

5．1100纾

16

图3—2l

图3_22是对电压调节器进行温度分析，输出电压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即该

电压调节器的温度稳定性。当电源电压为15V时，温度由一200C变化至1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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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结果如图3—46所示。由仿真曲线可以看出，濡度由一200c变化至1000c

输出电压变化的绝对值不超过28 mV。

OC阳so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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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图3—23是对电压调节器进行带负载能力分析，输出电压随负载电流变化的曲

线。当电源电压为15V时，负载电流由OⅡlA变化至12mA，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

由仿真曲线可以看出，电压调节器最大能提供11．76JIlA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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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偏置

流。

5．20

5 0d

4．80

一
>

一4 6d

4州

4 20 ‘—i：i藩1～一i名：茅一～。
dc(^)

图3—24是偏置电路，产生偏置电流I，通过电流镜提供给各模块作偏置电

P l和Q 1、Q 2形成启动电路。当v d d电压高于V b e+V T时，P 1

P l和Q 1、Q 2形成启动电路。当v d d电压高于V b e+V T时，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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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Q l通过电流，Q 2也导通，使电流流过P 2、P 4。P 2和P 4的电流被P

3、P 5镜像。因此Q 3、Q 4、Q 5和Q 6导通。Q 5的电流流过R 2．产生

压降，使Q 2发射极电压升高，Q 2关断。启动电路与主电路断开。

偏置电路产生P TA T电流。

P 2、P 3、P 4和P 5组成cascode结构。使两边电流相等，同时抑制电

源电压对偏置电流的影响。Q3、Q 4和Q 6发射极面积相同。Q 5发射极面积是

Q 6的两倍。因此：

V b e 3+v b e 6=V b e 4+V b e 5+I木R 2

V T率ln(I／Is)+V T丰In(I／Is)=V T木In(I／Is)+V T术ln(I／2Is)十I术R2

I==VT木1 n2／R2

图3—24

图3—25是电源电压从7 V上升到l 5 V时，偏置电流的仿真波形。从波形可

见，偏置电流随电源电压的变化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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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图3—26是温度从一1 5到8 5度，偏置电流的仿真波形。温度升高时，电流也

变大。但是电流的变化值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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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振荡器

3．6．1振荡器原理

图3—26

振荡器部分需要产生一个设定开关频率的时钟信号。本设计选定了外接RC

的振荡器形式，电路图如图3—27所示

图3—27

用一个电阻Rt通过Vref给电容充电，用两个比较器把电容上的电压和两个

参考电压相}B较，参考电压分别设为2．5V和0．75V。用一个电流源连在电容上起

放电开关的作用。当电容电压超过2．5V时，电容通过电流源放电。当电容电压

低于O．75v时，MOS管关断，电流源不起作用，电容继续被Vref充电。

电流源放电电流很大，放电时间相对于一个时钟周期是非常短的。这样电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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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就是1一个有1．75V峰一峰值的锯齿波。Rs触发器的输出就是时钟信号，时钟

周期约等于充电时间而电容电压y=5—4．25e““计算可得充电时间约为

T=O．53RC。

电容的放电时间必须足够短，才能达到最大的占空比。该设计中最大占空比要达

到99％因此放电时间必须低于一个时钟周期的1％。

3．6．2振荡器电路

RS触发器的电路图如图3—28所示，当R输入电压为5V时，输出跳变到低电

平；同理，当s输入电压为5V时，输出跳变到高电平。N1、P1、N2、P2两个反相

器组成的正反馈电路起到锁定、稳定信号的作用，带有毛刺、不太稳定的信号经

过该部分电路后，就能很快地稳定下来。由于该电路同时还有反相的作用，所以

我们在输出端还需添置～个反相器，从而保证输入输出逻辑的正确性。

s·—J

图3—28

比较器l的电路图如图3—29所示，其共模输入电压是O．75V因此采用PMoS

差分对的输入级。因为振荡器放电时下降速度比较快，所以比较器l的延时需要尽

量小。输出用推挽结构。在输出端，可吸入和供出的电流是偏置电流的8倍，增

大了摆率。



浙江大学颁}学位论文

图3—29

比较器2的电路图如图3—30所示，其共模输入电压是3V因此采用NMOS差分

对作输入级

图3—30

放电电流源的电路图如图3—31所示，使用PTAT电流源，经过两路放大，得

到大电流放电。

Im。m。。=15}10术Vtln2／R=8mA

图3—3l

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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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振荡器仿真

整个振荡器的模拟波形如图3—32所示，其中R=10K，p3．3n，此时方波的频率

约为50KHz，与公式F=I／O．53Rc的计算结果很接近．斜波信号的高电平略高于2．5V

低电平略低于O．75V这是由于环路延迟造成的，环路延迟包括了比较器的延迟、

RS触发器的延迟和电流源的放电时间。

Tron5i8nt RBsponso

3．0
-：／CT—RT

2，0

一
>

一 '．0

0，0

7，a

5．纾

、 3．0

一
'．0

—1．疗

3．7电压误差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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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电压误差放大器的正向端是电压调节器输出的2．5V电压。这是一个经典的

运算放大器。需要90dB的增益和1．5舢z的增益带宽积。

如图3—33所示，电压误差放大器由运算跨导放大器和输出极组成。。1运算

跨导放大器是无输出缓冲极的运算放大器。除输入和输出节点外，此放大器的其

余所有节点都是低租节点。Ql和Q2是对称的NPN管作为输入差分对，M2和M1

是对称的PMoS晶体管。

PMOS晶体管Ml、M2的小信号电流由下式给出：

imB=一i埘产g。l书vFB／2=i d

M3与M1对称，M2与M4对称，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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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一一l∞一l“2一一j“1

运算跨导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为：

Vm儿=2i。(r叫／／r。。)

M6和M8形成共源共栅结构提高输出电阻。

输出极采用乙类输出极。在电路中，共发射极晶体管Q3在负半周期将功率

传输给负载，而射极跟随器Q4在正半周期传输功率。

当运算跨导放大器的输出小于2V。时，Q3截止，二极管D1截止，M9的漏极

电流都传送到Q4的基极，输出电压最大值V。+=V犷V⋯一V。。。

为了达到最大值，晶体管M9漏极电流必须大于晶体管Q4的基极电流。Q2

处于放大区，因为Q2的集电极接的是电源电压，而基极电压不可能超过它的。

如果M9的漏极电流不够所需的Q4基极电流，输出会出现削波失真。

当运算跨导放大器的输出大于2V。时，Q3导通，有电流通过晶体管Q3，M9

的漏极电流有部分流过D1。随着Q3集电极电流增加，M9的漏极电压下降，由于

Q4是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将随其下降。”1

图3—33

图3—34是在T=27℃，Vdd=15v时，电压误差放大器的增益仿真图。可见，

在输出1V到4V之间，增益都在89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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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4

图3—35是在T=27℃，Vdd=15v时，电压误差放大器的频率响应仿真图。

可见，电压误差放大器由5M的单位增益带宽，60度的相位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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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5

3．8电流比较器

图3—36圆圈所示就是电流比较器。正端是采样电流信号。负端是电压误差

放大器经过电平移位后再电阻分压。使用电平移位可以达到芯片输出零占空比脉

冲。电平移位和电阻分压功能都由电流比较器电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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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M P、ⅣM

C饼nB删or‰h

图3—36

图3—37为电流比较器电路。

coMP是电压误差放大器输出端电压，经过10k与20k电阻实现电阻分压功

能。

比较器电阻Rl实现电平移位功能。当比较器处于放大区中点时，输入极Pl

和P2通过相同的电流。此时，Pl和P2源极电压相差I非l，衬偏都接Vref电位，

所以两晶体管的阈值电压不同，电阻R1上有压降。这两个电压之和形成电平移

位电压

Vcs一1／3V。帅=vGsl+I木R卜Us2

=VTl+Vov+I木R1一VT2一Vov

=(VTl一VT2)+I丰Rl

=I丰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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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8为仿真波形，设置不同的comp电压，对CS电压进行直流扫描，从

波形可知，此电路实现了所要求的功能。

3．9过流保护

0C Rm。ns8
。Ⅲm”4”。日

dc(V>

图3—38

图3—39是过流圆圈所示就是过流保护模块的示意图。当电流检测达到lV

阈值时，不管电压误差放大器输出，过流保护电路在35ns内关断输出。

融榭Pj^fM
Ca¨*盯蕊or L赫

图3—39

图3—40是过流保护电路图，这是一个迟滞比较器。当输入(CS)大于1．1V

时，输出高电平；当输入(CS)小于O．9V时，输出低电平。P3、P4和P6这三

个PM0s晶体管实现迟滞功能。

当Cs电压远小于1V时，P1处于饱和区，P2处于三极管区。P2的漏极是高

电平，P1的漏极是低电平。P3导通，P4关断。由P6提供的13uA偏置电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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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流到M2。Pl电流为62u，P2电流为50u。此时输出电压为O。

当c s电压上升接近1．1V时，P 2晶体管的电流减小，P 1晶体管的电流

增大。P l漏极电压升高，P 2漏极电压降低。P 4晶体管导通，P 3关断。由

P6提供的13uA偏置电流经过P4流到Ml。Pl电流为1 1 2 u，P2关断。此时

输出电压为5 V。过流保护电路实现其作用。

当c s电压下降接近0．9 V时，P 1晶体管的电流减小，P 2晶体管的

电流增大。P 2漏极电压升高，P 1漏极电压降低。P 3晶体管导通，P 4关断。

由P6提供的13uA偏置电流经过P3流到M 2。P1电流为62u，P2电流为50u。

此时输出电压为O V。过流保护电路停止其作用。

图3—_40

图3—4l表明，当CS电压逐渐升高直到大于1．1V时，Vout输出高电平；当

cS电压逐渐降低直到小于O．9V时，Vout输出低电平。此电路实现了迟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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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2表明当输入电压超过闽值时，电路能在3 5 ns后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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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数宇逻辑

数字逻辑模块处理振荡器、电流比较器、过流保护模块的输出信号，输出脉

冲调制信号给驱动模块。

图3—43是数字逻辑模块的原理图。振荡器输出脉冲波形的下降沿时，Vout

输出高电位。当cs输出高电位时，Vout输出低电位。形成脉宽调制波形。当检

测电流过大时，ocP输出高电位，不管cs输出，Vout输出低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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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4是数字逻辑的电路图。

图3—44

图3—45是仿真波形，输出电压0uT在振荡器输出下降沿时输出高电位。在

电流比较器输出CS为高电位时，输出电压oUT为低电位。在过流保护输出oCP

为高电位时，输出电压oUT为低电位。0UT输出脉宽调制波形给驱动电路。仿真

图说明数字逻辑模块实现了所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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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模块提供一个驱动信号至外部，以驱动一个MOSFET的栅极。P1】|『M控制

芯片工作在开关状态下，要求该驱动具有足够大的驱动能力和足够短的传输延

时。

在电路设计时，要考虑对输出管的保护，在电路结构上采用互锁逻辑设计，

实现对上拉管和下拉管的分别控制，防止两管在大电流下瞬时导通。图3—46

是驱动电路的原理图。虚线方框内是一个三态门电路。驱动电路工作过程：

当Vin=1稳态时，Ql=Q2=O；

当Vin=1跳变为O时，如果Q2保持在O时，则Ql由于高阻也保持为O；此

时的逻辑关系决定：Q2首先变为l，而后Ql=l，完成下跳变。

当Vin=0稳态时，Q1=Q2=l；

II№Ⅲ
引¨¨¨M～席0

0

巧

0

6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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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Vin=O跳变为l时，如果Q2保持在l时．则Q1由于高阻也保持为l；此

时的逻辑关系决定：Q2首先变为O，而后Q1=O，完成上跳变。

这一互锁过程有效避免了P1和Nl中可能发生的穿通现象。

小电阻Rl的作用是避免电压过冲。电阻R2、PM0s晶体管P5和一个反相器

用来提高驱动器的转换速度。

图3—46

图3～47是按照原理图所设计的电路图。

鼢下IIl薷稀精
刊r：b《{

嚣=龊。j
Lll

图3—47

图3—48和图3—49两张图给出死区控制的仿真结果，即当驱动下跳变时，

上拉晶体管PM0s首先关断，下拉晶体管NMos然后导通；当驱动上跳变时，下拉

晶体管NMOs首先关断，上拉晶体管PMOs然后导通。防止两管在大电流下瞬时导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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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9

3．12系统仿真结果

图3—50所示为完整的电路模块的应用电路图。PwM控制芯片输出周期一定、

高电平存在时间可调的驱动脉冲信号。当PwM芯片输出高电平时，开关晶体管导

通时，二极管关断，输入端直流电源将功率传送到负载，并使电感储能(电感电

流上升)：当PwM芯片输出低电平时，开关晶体管关断时，二极管导通，续流，

电感储能向负载释放(电感电流下降)使负载电压极性不变且比较平直。滤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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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使输出的纹波进一步减小，晶体管导通的时间越长，传递到负载的能量越多，

输出电压就越高。

口

图3—50

图3—51是系统启动时的仿真波形。VDD是输入的电源电压。P_|vM—out是PwM

控制器芯片的输出，是一系列的脉冲波形。Vout是开关电源的输出。当电源电

压从0V上升到8．7V时，欠压锁定模块开始工作，使基准电压源启动，输出稳定

的5V电压。然后振荡器开始输出振荡波形。最后，驱动模块工作，输出脉冲波

形。在开关电源输出Vout达到预期设计的5V前，P1】|『M控制器芯片输出占空比接

近于l的脉冲，使Vout快速上升。当Vout输出达到5V后。PwM-out输出合适

的脉宽调制波形，使开关电源输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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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l

图3—52是当输入电源变化时，系统的仿真波形。当PwM_out输出高电平时，

开关晶体管导通，电源将功率传送到负载，开关电源输出上升：当PwM—out输出

低电平时，开关晶体管关断时，二极管导通，续流，开关电源输出下降。电源电

压从15V逐渐下降到9V，PWM芯片输出的脉冲占空比逐渐增大，使Vout输出电

压稳定在5．17V左右。由此可见，开关电源能够提供稳定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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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2

为了能够清楚地看到Vout的变化，图3—53是将图3—52的开关电源输出

电压V0ut放大。由图3—53可见，电源电压从15V下降到lOV时，Vout输出基

本不变，在5．14V与5．22V之间波动，变化率仅为1．6％。

一47一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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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电源输出Vout是在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上叠加很小的交流电压。系统

要求Vout稳定，所叠加的交流电压需要尽可能小。图3—54时将Vout作傅立叶

变换。由图可知，在OHz有一个很大的频率幅值，这是Vout的输出直流电压。

在其他频率只有很小的幅值，这说明开关电源输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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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4

第四章工艺与版图设计

集成电路制造所采用的两种基本工艺为双极型和MOs型，后来为了兼顾速度

和功耗，又发展出两种工艺相结合的BiCMOS工艺。用双极工艺可以制造出速度高、

驱动能力强、精度高的器件：而cMoS工艺可以制造出功耗低、集成度高和抗干扰

能力强的CMOS器件，。BicMOS工艺是把双极型器件和cMOS器件同时制作在同一个

芯片上，这样就综合了双极型器件高跨导、强负载驱动能力和cM0s器件高集成度、

低功耗的特点，使其互相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点，给高速、高集成度、商性

能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芯片采用美国国家半导体的ABCDl50工艺，是BCD工艺中的一种，除了可以制

造双极型器件和CMOS器件外，尚可引入DMoS器件，在某些对耐压和驱动能力有特

殊需要的场合，DMoS器件有其独特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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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工艺设计

工艺流程包括以下11步：

第l步：生长第一层外延层

如图4一l所示，在衬底上生长大约20pm的浅掺杂的P型外延层，将N型

掩埋层(NBL)与衬底分开，避免形成N+／P+结。

图4一l

第2步：生长N型掩埋层(NBL)

在晶片上生长一层薄氧化层，然后用N型掩埋层模版在氧化层上开一个窗

口，用离子注入法形成N型掩埋层。

第3步：生长第二层外延层

第4步：N阱和深N+生长

在表面生长一层薄氧化层，然后用N阱模版开窗口，用离子注入法注入磷，

磷离子向下扩散，与N型掩埋层相遇，形成N阱。再在表面生长一层薄氧化层，

再开窗口，注入大剂量的磷离子，形成深N+，与NBL重叠。图4—2显示了此时

的截面。

图4—2

第5步：基区注入

在表面生长一层薄氧化层，然后用基区模版开窗口，注入硼，形成P型区域。

退火后在高温下使硼离子扩散，确定基区宽度。如图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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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第6步：形成有源区

如同CMOs工艺，BiCMoS工艺也需要局部氧化区。用反向有源区模版在需要

形成有源区的区域覆盖上氮化物。如图4—4所示，在其它区域形成局部氧化区，

最后除去氮化物。

N轴r妇1

图4—4

第7步：沟道阻断注入

为了防止在局部氧化区形成沟道，需要使用沟道阻断注入来提高局部氧化区

的阈值电压。如图4—5所示，注入硼提高P型外延层上的局部氧化区的阈值电

压；注入磷提高N阱的局部氧化区的阈值电压。

图4—5

第8步：局部氧化区和假珊氧的形成

如图4—6所示，形成局部氧化区后，将氮化物和其下的氧化物除去，假珊

氧的形成是为了除去残留的氮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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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第8步：阈值电压调整

硼离子注入可以提高NM0s的阈值电压、降低PM0s的阈值电压。如果阱和外

延层的掺杂合适，这两个阈值电压都可以达到0．7±O．2V。

在假珊氧下注入足够的硼离子，然后除去假珊氧，形成厚300A高质量的珊

氧。如图4—7所示。

图4—7

第9步：多晶硅沉积

沉积多晶硅，然后沉积磷离子，形成浓掺杂的N型多晶硅。

图4—_8

第10步：源／漏区形成

模拟BicMOS工艺产生的双极型晶体管有10到20V的击穿电压，MOs晶体管

要求能忍受类似的电压。在NMOs晶体管中漏极附加了浅掺杂的区域防止热载流

子效应。

磷离子注入形成漏区和源区，多晶硅的存在形成自对准结构。如图4—9所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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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第ll步：金属互联和保护层的形成

如图4一10所示，有两层金属互联。旧

4．2器件结构

4．2。1 NPN晶体管

图4一10

NPN晶体管的平面图如图4一ll所示，在难向线性放大区结构中，提供电流

增益的唯一有源部分是发射极下的基极处。结构的其余部分通过一个顶部触点与

晶体管的三个极相连，并且在同一个芯片上与器件其它部分进行电隔离。“1

图4一1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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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PNP晶体管

PNP型晶体管结构如图4—12所示。发射极和集电极是用于NPN型晶体管的

基极形成方式相同的扩散法形成的。集电极是环绕着发射极的P型，而且基极的

触点是用集电极环外的N型外延层材料制造的。从发射极注入的空穴，平行得流

过N型基极区域的表面，在到达基极触点之前被P型集电极完全接收。因此，在

晶体管表现上横向的要优于纵向的，如NPN型晶体管。这种构造的主要缺点是基

极区域的掺杂浓度实际上要比集电极要小很多。于是，集电极一基极的耗尽层几

乎扩展到整个基极。当集电极一发射极电压到达最大值时，为了不让耗尽层到达

发射极，基极区域就必须足够宽。。1

4．2．3 NMOS晶体管

图4一12

NMOS晶体管结构如图4—13所示。NMoS晶体管是做在称作阱的轻掺杂N区
中扩散出两个重掺杂的P区构成。两个P区被称为漏和源。漏源之间表面有一珊

电极，电极与硅之间隔有二氧化硅的绝缘体。

4．2．4高压NMOS晶体管

图4—13

高压NMoS晶体管的版图和截面图如图4一14所示。振荡器用于放电的NMOS

晶体管需要承受高电压和大电流，为了防止雪崩击穿和热载流子效应，此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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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压NMOs晶体管。晶体管用N阱当轻掺杂的漏区。因为N阱很深而且轻掺杂，

所以能够忍受高电压。N阱中间的N型材料可以形成欧姆接触。源极没有N阱。

高压NMOS晶体管是不对称结构。”1

4．2．4 PMoS晶体管

图4一14

PMOs晶体管结构如图4—15所示。PMOS晶体管是由两个在轻掺杂的P外延
层上重掺杂的N型区组成。在漏源之间表面有一个由二氧化硅将其与硅隔开的珊

电极。

4．2．5电容

电容的结构如图4—16所示。此电容是由多晶硅、二氧化硅和P型掺杂所构
成，它位于一个单独隔离的区域。

图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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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电阻

基极一扩散电阻的结构如图4—17所示。此电阻是NPN型晶体管的P型基极
扩散所形成的，它位于一个单独隔离的区域。

4．3版图设计

图4一17

版图设计是按版图设计规则和一定的工艺流程，把电子线路转换成集成电路

版图，进而制出一套供生产投片用的光刻掩模版，按所设计的工艺流程就可以设

计出符合电路设计要求的IC。

版图设计既要充分利用硅片面积，又要在工艺条件允许的限度内尽可能的提

高成品率。版图面积尽可能小而接近方形，以减小每个电路实际占有面积。

在设计版图时首先要根据原理电路及工艺进行合理的布局、布线。

首先考虑在版图布局中器件分布对电路性能的影响。因大尺寸器件的发热而

导致芯片上的热分布问题，这种热分布将导致具体器件个体的工作环境的差异。

另一方面，在布局中还必须考虑电源、地线的分布以及衬底接触的分布问题，不

恰当的分布将引入对电源或地线的串联寄生电阻。而且，布局还必须考虑信号的

传输关系，器件与器件，器件与单元，单元与单元之间的连接度强弱问题。版图

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好对称性问题。尤其是在差分电路中的不对称性会产生输入

失调电压。所以在版图设计时要尽可能注意版图中的对称性，以最大限度地减小

失调电压。同时，版图的对称性设计还可以抑制共模噪声和偶次非线性效应。对

称性包括器件和周围环境的对称性。。”

布局的基本原则是：

1．根据连线最短及减小芯片面积的要求，在电路中处于等电位的MOS管要

尽可能共用有源区：

2．尽可能把PMoS与NMOS管集中在一起；

3．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要分隔开，并以保护环作为隔离环进行隔离。

布线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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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电源线与地线

芯片的电源线与地线的设计影响到芯片的性能。对于电源线，为了避免沿

电源总线可能有的大的直流或瞬态电压降，同时，为了保证电路的长期可靠

性，电迁移要求电源总线要有最小的宽度。可采取并联两层或更多层金属的

方法来减小串联电阻及缓和电迁移的限制。

2信号串扰

连线的长度越大，则连线电容与连线电阻也越大，从而产生信号串扰。版

图设计要对敏感信号线“屏蔽”。在敏感信号线的两边都不一条地线，使干

扰线发出的大部分电场终止于地线而不影响信号线。

3两层金属版图的互连

ABCDl50工艺采用两层金属布线。两层金属布线使系统得布线灵活性提

高，同时，第二层金属与硅衬底之间的分布电容小于第一层金属与硅衬底之

间的分布电容，降低了分布参数。但是第二层金属不能与器件的物理层直接

相连，必须经过第一层金属。

5衬底耦合

衬底耦合也称衬底噪声，是指衬底通过一个类似电感的内引线与地相连

接，使衬底在电路中不同的器件之间建立有害通路，造成敏感信号的损害。

衬底噪声的最主要的耦台机理是通过体效应，使M0s晶体管的阈值电压随衬

底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进而改变了M0s管的过驱动电压，影响模拟信号的输

出。随着噪声源数目的增加，衬底耦合问题变得更显著。

为了减小衬底噪声的影响，可用“保护环”将敏感模块与其他电路产生

的衬底噪声进行隔离。保护环就是一条包围敏感电路、由衬底组成的带状

封闭环，它为衬底产生的电荷提供较低的地阻抗。由于N阱注入较深，因

此可以通过阻止噪声电流在表面附近流动来增强保护环的作用。””

布线的基本原则是：

1．一般连接线都用铝线实现，并且每一层铝线必须满足其最小宽度与线与

线间的最小间距要求；

2．连线以最近连接为准则；

3．连线时应避免出现天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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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连线原则上要求每相邻层选择平行于垂直方向间隔走线。。4

4．3．1 PWM控制芯片的布局布图

在综合考虑了以上的因素之后，设计出了P_|vM控制芯片的布局布图，如图

4．18所示。

◆首先，P_ll『M控制芯片中既有模拟电路，也有数字控制逻辑电路，因此，

将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开；

◆然后，对系统中各个模块进行分析，找出其中有振荡或者含有高频噪声，

或者是大电流从而成为热源的模块，简言之，就是会干扰其它电路的模

块。在本系统中，此类模块为：电压误差放大器、振荡器和驱动电路

◆系统中还有一些模块是精度要求高，对温度敏感，容易受干扰的，如基

准电压源(对器件匹配的要求高)。

◆另外，还须考虑信号线的分布以及互连。在特征尺寸日益减小，芯片规

模日益增大的今天，信号线的互连不仅在芯片面积上，更在系统性能上

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系统中还有许多电流偏置，是以电流镜的形式产生的一系列恒流源。为

了减少连线压降，采用一种称为“Local current Mirror”的方式，如

图4．19所示，如果采用(a)的方式，那么由于连线电阻引起的压降就

会使电流镜产生误差，尤其在连线很长的场合，此种误差就会不容忽视。

改进为4．19(b)的形式，将电压分布转换为电流分布，这样就能有效

地减少压降，减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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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PwM控制芯片布局布图

一}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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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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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a)电压分布式电流镜 图4．19(b)电流分布式电流镜

在版图设计中必须考虑温度对电路的影响。因为晶体管的工作状况与工作

环境温度密切相关，芯片中的电阻和电容值也与温度有关，也会对电路性能产生

影响。

在模拟IC设计中为了减小基准电压源、直流偏置等电路的输出电压温度系

数，都考虑了一定的温度补偿措旖。然而，这些措施只在整个芯片温度均匀变化

时才有效，当芯片各处存在温度误差时，这种补偿并没什么效果。实际上，集成



浙江大学硕{‘学位论文

电路芯片上存在着温度梯度，它会使电路的温漂特性变坏。而本设计中的驱动级

电路在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可达上安培，剧烈的发热，带来的问题较为严重。

在考虑热源影响时，通常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需要分析电路中那些

模块或器件必须保持热匹配，另一方面需要分析热源所产生的温度分布情况。

在该P_lvM控制芯片中基准电压源中的带隙基准电路部分需要严格保持热匹

配。芯片上等温线的大致分布可以由热源图形的对称性以及芯片形状对它的影响

来估计。芯片上的温度分布虽然与芯片的散热条件有关，但总的趋势是离热源越

远温度越低，温度梯度也越小。因此，基准电压模块电路放置在离驱动模块最远

的另一边界，将那些受热源影响较大的元件置于远离热源的等温线上，匹配元件

尽量对称地置于热对称轴的两侧，以降低芯片上温度梯度对其影响。

在进行版图规划时通常要考虑系统整体信号流走向。信号基本上由误差放大

器，经过电流比较器，再与振荡器的输出波形相汇合至数字逻辑模块，与其他一

些保护及检测信号一起控制驱动级电路模块。因此在版图上也应尽量遵循信号流

方向，使信号在整体上基本按照一个主方向流动。这样做至少有两点好处：首先

可以大大减少版图上的不必要的迂回布线，缩小布线通道的宽度，从而节省面积；

其次，可以减少信号线之间的干扰。

在PwM控制芯片中，电源线需要特别考虑。由于驱动电路部分的工作电流

为±1A的交变电流，给驱动模块电路单独增加两个内部pad引脚(VDD-P、GN吐P)，

与系统的电源引脚(V叻、GND)分开，它们分别通过封装引线，在外部供电电源

引脚(pin)处连接到一起，可大大降低对系统的影响。

4．3．2基准电压源

基准电压源的版图如图4—20所示，图4—_2l是基准电压源的电路图。系统

要求基准电压源输出精确的电压，所以需要有精确的电阻。基极一扩散电阻有

十12％的工艺误差。为了得到精确的电阻，必须使用微调技术。

要很好地实现微调，首先要在电路上精心设计。在ABCDl50工艺中是利用齐

纳管来实现微调的。如图4—17中基准电压源中的微调电阻。在引出端(Pl、P2、

P3)之间一个特殊结构的齐纳管，在芯片加工后期根据需要，利用大电流，熔断

齐纳管，以改变电阻值。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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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图4—20中的微调也不是用一个电阻来实现的，而是采用了一个“电

阻树”，图中的每一个电阻完全相同复制，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尽量消除工艺误差，

更为可靠的调整电阻值。

微调电阻的版图实现也要注意“等比例复制”的原则，与被调节的电阻放置

在一起，使用全等的电阻条来实现。如图4—20方框所示

图4—20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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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电压误差放大器

图4—2l

微调
电阻

电压误差放大器的版图如图4—22所示，图4—23是电压误差放大器的电路

图。图4—22的方框所示的NPN管阵列是图4—23方框所示的输出NPN管，需要输出

大电流。用NPN管阵列而不是一个大面积的NPN管，使每个NPN管流过合适的电流

是因为晶体管大电流工作时会出现大注入效应和电流集边效应。

1．晶体管大电流时大注入效应

当晶体管的工作电流增大到某一数值时，它的电流增益B将随工作电流的继

续增加而减小，这种现象常常称为大注入效应。一般认为它的形成原因有两

种可能。一是发射区的载流子大量注入到基区中时，基区的少数载流子形成

很高的积累，使基区的电阻率下降，产生所谓的“基区电导调制效应”。此

时发射区向基区的注入效应下降，因而B减小。这就是晶体管大电流时大注

入效应。

2．发射区的电流集边效应

由于晶体管基区的电阻率比较高，因而，当基区中有大电流流过是，在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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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方向上会产生一个较大的电压降，这就是基区的自偏压效应。这时发

射区各处的电压Vbe也就不同，与基极引线孔相邻处的发射区边缘的Vbe最大，

随着罩基极引线孔距离的增加，vbe逐渐减小。由于流过正偏PN结的电流与

结上的压降呈指数关系，因而发射区的注入电流密度也将有一个横向分布。

邻近基区引线孔德发射区边缘上电流密度最大，而离基极引线孔最远的发射

区所对应得电流密度最小。这就是发射区的电流集边效应⋯1

在版图设计上，需要考虑输入差分对管的匹配问题。输入NPN对管的对称性，

对电压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失调电压、输入失调电流、共模抑制比及热稳定性等都

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涉及好对称的输入极。对称性设计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它涉及材料、工艺和版图设计等几个方面。NPN管的eb结正向电压vbe可写成

下式

Vbe=(kT／q)1n(Ie／Js·Ae)

式中Ie和Ae分别是发射极电流和发射区面积：Js为发射结反向饱和电流

密度，它由工艺和材料特性决定。如果工艺和材料均匀性好，对管的发射区面积

之差就成为引起失调的主要因素。为了保证NPN对管的对称性，应该使用交叉祸

合热对称设计。热对称设计与整个版图的布局(特别是发热元件的位置关系密切)

管芯上的温度分布、管芯的热传导等因素有关。

首先，在总体设计上务必使输入对管尽量远离热源。因为电路的输出极是整

个电路的热源，所以对管远离输出极可以有效地减小热扰动对输入对管的影响。

也要安放热源使芯片上形成热对称线。

其次，对管应对称而紧凑的安放在电路热对称线的两侧，并考虑等温线的位

置，阻使它们之问的热对成性得到进一步的改善。m3限制匹配程度的另一个因素

是晶片模上与工艺相关的梯度值。这种因索的影响可以通过使用对某些类型的工

艺梯度值不敏感的几何形状的适当的器件来部分地缓和。这种几何形状称为共质

心，图4—22圆圈所示是输入差分对管的共质心版图。其中组成差分对的晶体管，

由晶体管组成的四角形交叉连接组成。从几何学上讲，两个合成器件的质心都处

于这一结构的中心。⋯本次设计中采用最好的对称方法一中心对称法。采用中心

对称法设计，从原则上可以有效地克服与距离有关(如温度、材料、光刻等)不

均匀性对差分对管的影响。



浙江大学硕上学位论文

图4—22

4．3．4振荡器

图4—23

振荡器的版图如图4—24所示。图4—25是振荡器的电路图。图4—24的方

框所示即位图4—25圆圈所示的用于放电的高压NMoS晶体管。

振荡器电路会对其他模块产生影响，图4—24方框所示的高压NMOS管在每

个振荡周期大电流放电一次，会影响其他晶体管的工作。信号之间的相互干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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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芯片衬底耦合的，特别是地电平上的毛刺，会严重影响电路的

工作状况，因此有必要在电路周围加保护环以减少电路之问的相互干扰。保护环

是连接在芯片衬底上的一圈接地线或电源线的金属线，对内部的电路起屏蔽作

用，即外部电路产生的信号不会干扰保护环内部电路的工作，而且保护环内部的

电路也不会对外部电路产生干扰。

如图4—24所示版图的最外面一圈就是保护环，在工艺上用大量的小接触

孔将金属线连到芯片衬底上，然后将整块金属接地电平。保护环还具有防止闩锁

效应(Latch—up)的功能。

图4—24

图4—25

高压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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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偏置

偏置电路的版图如图4—26所示。图4—27是偏置的电路图。图4—27椭圆

所示的共源共栅结构晶体管就是图4—26的方框所示为叉指结构NMoS晶体管。

大尺寸晶体管的版图一般可以采用并联晶体管结构，以及减小多晶硅栅电阻

的方法来实现。由于节点电容的大小对电路的动态性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采用

并联晶体管结构后，Nl^0s管在同样的宽长比的情况下，由于采用了共源区和共

漏区的结构，大大减小了源区和漏区的总面积，因此也就减小了节点电容，同时

也减小了M0s器件的源极和漏极的PN结电容，有利于改善电路的动态特性。

为了减小S／D结面积和栅电阻，沟道宽度大的晶体管用折叠得形式。对于图

4—27圆圈所示的NMOS晶体管，使用了叉指结构。根据经验，每一个指状晶体

管的宽度选取要保证该晶体管的栅电阻小于跨导的倒数。

并联NMoS管的个数也就是叉指的个数，由器件的沟道宽度和每一个叉指所

对应得M0s管的沟道宽度决定。决定小尺寸的NM0s管的宽长比要考虑单个器件

的性能优化、全部并联器件所占用的面积、版图平面布局的要求和工艺离散性的

影响。

图4～27椭圆所示的共源共栅结构晶体管具有相等的沟道长度。采用共有有

源区的原理，将共源管的漏极和共栅管的源极共用一个有源区，并且根据工艺设

计规则要求，由于该连接区无外接线，这个共用的有源区的面积可以进一步减小，

只要满足两个多晶之间的间距即可，如此可大大减小共源管的漏极电容，从而提

高高频性能。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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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

图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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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论与展望

我国不断发展的电源市场对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的需求日益增加，目前国内的

开关电源正从传统的双极工艺电压模式控制过渡到BiCMOS工艺电流模式控制。

因此本文研究设计了一种电流型PwM控制芯片。该芯片拟采用BicMos工艺制

成，这样可以兼有cMOs工艺功耗低、集成度高和双极型工艺速度快、驱动能

力强模拟精度高、跨导高的优点。

文中所做的工作包括在了解开关电源技术的发展现状基础上，对电路原理进

行了分析、提出了系统与电路的设计方案，并加以仿真验证、开展了相应的版图

设计。

本文第二章内容为电路原理分析。首先介绍了P洲工作方式的基本原理．然

后分析电路结构，将整体电路划分为子功能块，给出功能框图。

本文第三章内容介绍了控制部分的子电路：欠压锁定电路、基准源电路、电

压调节器、振荡器电路、电压误差放大器、电流比较器、过流保护、数字逻辑和

驱动电路。

本文第四章介绍了所采用的BiC帅s工艺及流程、器件的结构、控制部分子电

路版图。

受时间所限，设计完成的电路尚未完成实际流片，因此，相应的电路测试和

验证均未能开展，有待下一步工作去完成。

随着VLSl和Soc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低功耗和低电源电压设计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在今后的P删控制芯片的设计中将对此加以充分的关注。由于便携设备的

增多，要求效率更高、集成度更高的电源控制芯片加以配合。把高压大功率开关

管和低压控制电路集成到一片单芯片上也将是今后电源控制芯片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向。

船



浙江人学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Phi 11 ip E．A11en Douglas R．H01berg著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2]Paul R．Gray等著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3]R．Jacob Baker等著CMoS电路设计、布局与仿真

[4]王鸿麟等编著现代通信电源

[5]刑岩蔡宣三等著高频功率开关变换技术

[6]蔡宣三等著高频功率电子学

[7]胡晓清，侯振义，张恩利等著CMOS求和比较器在P删开关电源控制中的应用

[8]Alan Hast ings尝争著The art of analog 1ayout

[9]Behzad Razavi等著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10]David A．Johns等著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11]chri stopher Saint等著集成电路掩模设计

[12]张为佐，从电力电子到电源管理电气时代

[13]张为佐，电源管理半导体的新进展今日电子

[14]何乐年，王云峰，严晓浪，系统芯片电源管理模块的设计电路与系统学报．

[15]张宇弘，何乐年，严晓浪，汪乐宇，采用O．25u mCMoS工艺的soc电源管

理IP模块微电子学

[16]Campbell S A．(曾莹、严利人等译)．微电子制造科学原理与工程技术(第

二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n7] “ABcDl50 Design and Process Manual Revl．O(Green Book)” National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1997

[18]秦世才高清运．模拟集成电子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19]邓汉馨，郑家龙，“模拟集成电子技术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嵇维贵，冉峰，徐美华，智能功率开关电源IC设计半导体技术

[21]蔡宣三开关电源发展轨迹电子产品世界

[22]开关稳压电源电源技术

[23]越建统薛红兵电源产业及电源技术的发展趋势 电气时代

[24]崔文静王奇峰电源产业跨入变革时代电气时代



浙江大学颁七学位论立

25

26

27

苑国良丌关电源发展的新趋势机电一体化

张小林冉建桥我国开关电源发展的思考微电子学

俞阿龙电流控制PWM开关电源电声技术

[28]Embabi，S．H．K．：Bellaouar，A．：Islam，K．：A bootstrapped bipolar CMOS

(B2cMOs) Gate for low—v01tage appl ications [J]． s01 id—state Circuits，

IEEE Journal of Volume 30，Issue l，Jan．1995

[29]”The UCC38C42 F锄i ly of High Speed，BicMOS Current Mode Pw~I

Controllers ”Data Sheet， Texas lnstruments

[30]模拟集成电路： 复旦大学微电子教研组编

[31]Gilbert，P．V．Quasi—dielectrical ly is01ated bip01ar transistor with

subcollector fabricated using silicon selective epitaxy，IEEE Trans．on

Electron Devices

[32]Joz wiak L，Quality—drive System on a Chip Design，IEEE 2000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Quality Electronic Design

[33] B．S．Song and P．R．Gray，A Preci sion Curvature—compensated CMOS

Bandgap Reference，IEEE Journal of S01id—State Circuits

[34]吴建辉cMoS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

[35]E．Vi ttoz and J．Fellrath，CMOS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Based on

Weak Inversion operation， IEEE Journal of Solid State Circuis

[36] P．J．Hurst， Exact Simulation of Feedback Circui t Paraffleters，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37]P．R．Gray and R．G．Meyer，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 Design—A Tutorial

Overview， IEEE Journal of S01 id State Circuits．



浙江人学硕士学位论文

致谢

首先要感谢我尊敬的导师——吴晓波教授。吴老师是一位非常认真、负责、

敬业的好老师，也是知识渊博的好学者，为了实验室的发展和研究生的培养付出

了大量的心血。他坚实的专业基础和广泛的学术造诣、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忘我的

工作热诚，以及对学生认真负责的作风时时刻刻都影响着我。

另外还要特别感谢严晓浪教授，严老师是我国集成电路领域的著名专家，国

家863计划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专家组组长。严老师不仅有渊博的知识、丰富

的阅历和出色的领导能力，更有孜孜不倦的工作作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这些使

我受益匪浅，毕生受用。在此特向吴老师和严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

谢意!

还要感谢实验室的何乐年老师、史峥老师、沈海斌老师，给予我的指导和帮

助。

还要衷心感谢袁小龙、章丹艳、李凯、周庆生、赵双龙和冀学美师兄师姐，

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关怀；感谢模拟电路组的所有同学：徐孝如、秦松、陈海、

胡如波、沈惠、章知英、孙永军、古淑荣、汤俊斐、张毅等。感谢你们对我的帮

助，和你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将成为我永远美好的回忆。

感谢浙江大学VLSI设计研究所对我的培养，这段经历将使我终生受益无穷。

谢谢!


	封面
	文摘
	英文文摘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PWM控制芯片的原理
	第三章PWM控制芯片电路模块的设计
	3.1设计目标
	3.2欠压锁定
	3.3基准电压源
	3.4电压调节器
	3.5偏置
	3.6振荡器
	3.7电压误差放大器
	3.8电流比较器
	3.9过流保护
	3.10数字逻辑
	3.11驱动
	3.12系统仿真结果

	第四章工艺与版图设计
	第五章结论与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