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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设计了一款智能Ac—Dc单片开关电源集成电路，其内部集成了650V

的高压功率管、控制电路及保护电路，町广泛应用于小功率反激型开关电源系

统中。 一

芯片罩包含基准电压源、电压调节器、高压启动电路、上电复位、振荡器、

PwM比较器、驱动电路等基本模块。考虑到开关电源的安全性，芯片里还包

括欠压锁定、过载、过热和过流等保护的实现电路。

为了降低开关电源的待机功耗，提高轻载时的电源效率，为系统增加跨周

期控制的功能并设计了相应的控制电路，从而在轻载情况下电源效率达到了与

JF常T作时相同的水平。同时通过限制跨周期时的峰值电流，消除了可能产生

的音频噪声。

从减小开关电源的电磁干扰(EMI)出发，设计了具有频率抖动特性的振

荡器电路。用芯片外接电容上的电压作为调制信号来调制开关频率，从而修改

噪声辐射的频谱，降低开关电源自身的EMI，达到从源头减小EMI噪声和降低

开关电源系统设计成本的目的。

基于德国x—FAB公司的650V高压BcD(Bipolar-cMOs-DMOs)工艺

(xDloH—l Oum)，采用cadence spectre和H印ice工具完成了电路的设计和

仿真工作。仿真结果表明所设计的电路功能达到了系统设计指标的要求。

关键词：智能Ac．Dc单片开关电源集成电路， 跨周期工作模式(scM)，低

待机功耗，频率抖动，电磁干扰(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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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desi印s a sman AC—Dc mon01imic SMPS(Switch-Mode Power Supply)

integrated circuit，which is mainly used in nyback converter SMPS systems with a

low函wer 0utput．AIld a 650v hi曲一Voltage power deVice，c面tml circuits a11d

protection circuits are imegrated in the chip．

There are some basicmodules in the chip，such as a v01tage reference，a V01tage

regulator，a hi曲一voltage stan—up circuit，a reset circuit，aIl oscillator，a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comparator and a drive circuit．The protection circuit of uVLO

(Underv01tage Lockout)’overload，over-temperature md oVer-current are also

included in the chip，after me consideration ofthe SMPS syst锄safety．

This thesis deVelops a SCM(Skipping Cycle Mode)comml circuit to reduce the

stand-by 10ss aI】d improve the power e伍ciency at lOw 10ad．灿ld at 1aw 10ad it

reaches the same emciency as at the nomal condition．Meallwhile，me potential

audio noise is eliminated，by limiting the peak cun切t at SCM．

An oscillator，with the丘quency jitter characteristic，is embedded iIl me chip to

originally reduce thc EMI(E1ectmmagnetic如terfcrence)noise卸d血e design cost

of the sMPs system．The voltage acmss pheripheral c印acitors is used to mo“1ate

the switching fkquency so that the spectrum of noise mdiation is mmmed aIld the

EMI ofSMPS itselfis reduced．

The design is simulated a11d implemented by Cadcnce Spectre and Hspice in the

650V hi曲一V01tage BCD (Bipolar_CMOS—DMOS) process (XDl0H一1．0岫)，

developed by X—FAB semiconductor foundries of Gemlany．And the results of

simulation show that a11 the designed circuits meet the system specification．

Keywords：Smart AC—DC mon01ithic Switch—Mode Power Supply'skipping c”le

mode(SCM)，10w stand_by loss，frequency jitter’Electroma印etic

Interference(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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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随着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电子系统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电子设备的种

类也越来越多，任何电子设备都离不开电源供电，电子设备的小型化和低成本化

正使电源朝轻、薄、小和高效率的方向快速发屉1】【2】【”。

线性稳压电源由于调整管要消耗较大的功耗，电源效率很低，不能应用在输

出电流大于5A的场合，而且需要体积大且笨重的工频变压器和滤波器，因此该

类电源很难满足现代电子设备发展的要求【4】。

开关型稳压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通过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

间比率来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其功耗小，效率可高达70％一95％。而

功耗小，不仅减小了散热器的尺寸，而且使机内温升低，提高了整机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此外，开关工作频率为几十千赫，导致滤波电容器、电感器数值较小。

可见，开关电源具有重量轻、体积小等优点。另外开关电源对电网的适应能力也

有较大的提高。一般串联稳压电源允许电网波动范围为220V±10％，而开关型稳

压电源在电网电压在110一260v范围内变化时，都可获得稳定的输出电压。开关

稳压电源一般都内置自动保护电路，当稳压电路、高压电路、负载等出现故障或

短路时，其中的保护电路功能灵敏、可靠，能自动切断电源，确保安全。

可见开关电源满足现代电子设备发展的要求，代表着稳压电源的发展方向。

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全面实现了开关电源化，率先完成计算机的电源换代。

20世纪90年代，开关电源在其他的电子、电器设备、家电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开关电源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现已成为稳压电源的主流产品。

1．1单片开关电源的发展趋势

随着各种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新工艺被普遍采用，开关电源正朝着短、小、

轻、薄、单片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膨”。

第一个方向是对开关电源的核心单元——控制电路实现集成化。1977年国

外首先研制成功PwM(脉宽调制)控制器集成电路，如美国MonomIa公司、sil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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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公司等相继推出的一批PwM芯片，其典型产品有MC3520、SG3524。

之后，在其基础上，国外又研制出开关频率达1M№的高速PwM和PFM(脉

冲频率调制)芯片，如UCl825、ucl864等。

第二个方向则是对中、小功率开关电源实现单片集成化。其特点是把脉宽调

制器、功率输出级和保护电路集成在一块芯片中，使电源系统的体积进一步减小，

不断满足终端消费者对移动电话和膝上型电脑等紧凑型便携设备需求的日益增

加。各大公司分别推出了自己的产品系列。如美国电源集成公司(PI)推出的

ToPswitch II系列其开关频率典型值为100KHz，内部功率开关管的耐压值为

700v，适合制作150w以下的普通型和精密型开关电源。美国安森美半导体公司

的NcPl000系列单片开关电源，开关频率的典型值为100KHz，内部功率开关管

的耐压值为700v，适合制作100w以下的低成本、低功率损耗开关电源。

为了实现电源产品的小型化，采用了许多技术使控制电路和功率开关管集成

到单个芯片里。然而对于合理的芯片面积、成品率和成本来说，这些技术的发展

潜力和局限性取决于能集成多大的功率。目前的技术只允许输出几百瓦的功率，

因此全集成的概念通常局限在小的转换器和子系统里。由于不能在芯片中集成变

压器，因此全集成芯片目前还不能实现电气隔离。谈到未来的发展，复合电源能

提供任何尺寸的开关电源，同时单片集成可以提供更加复杂的控制芯片和大的输

出功率16】。

1．2本文的选题意义

电子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高频开关式电源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据报导，

全球开关电源市场规模已超过100亿美元。通信、计算机和消费电子是开关电源

的三大主力市场。庞大的开关电源市场主要由Ac／Dc和Dc／Dc开关电源两部分组

成。

据Darnell Group估计，Ac／Dc和Dc／Dc电源转换模块的市场值将在2009年达

到174亿美元。而从Ac／Dc电源转换模块市场来看，在2004年实现94亿美元产

值的基础上，直到2009年，全球嵌入式Ac／Dc电源产品市场估计将保持5．9％的

年均增长率【7】a Ac—Dc电源产品市场需求的增长，推动了Ac—Dc电源管理Ic市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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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迅猛。然而由于国内外集成电路水平的差距，国内至今还没有自己设计和生产

的智能Ac-DC开关电源集成电路商用芯片，而我国却是电源芯片消费大国，目前

只能靠进口解决。所以对此进行设计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很有意义，在市场上也

很有前景。

同时本文提出的智能AC．DC开关电源芯片具有低待机功耗控制电路，能够

极大地减小整个电源系统乃至使用该电源的电器的待机功耗，提高了效率，在节

省能源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因为待机功能在为用户提供了大量方便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能源浪费。

cEcP在2003年的抽样测试表明，我国计算机在关闭方式下的能耗为4．81w，仅

有10．5％的产品能够达到欧盟标准的要求，与国际水平有较大差距。研究表明，

降低电器产品的待机功耗在我国具有非常现实的环保和经济需要。以计算机为

例，如果我国待机功耗指标采用欧盟的规定，到2012年预计可节约电能5亿度

以上，可以节省电力费用支出超过3亿元人民币，减少碳的排放近20万吨。降

低待机功耗不仅意味着消费者能够节省用电开支，更能达到直接减少能源浪费和

环保压力的目标嘲。

据美国环保署(EPA)估计：目前，全球各地在使用的内部和外部电源达到100

亿件，每年销售的数量为16亿件～19亿件。显然，电源的低效率造成了巨大的

电力浪费。对于解决全球能源危机所需的解决方案而言，电源既是一种制约因素，

又是一个关键部分吼

可见，智能Ac_DC开关电源芯片有很好的市场前景。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利

益，同时该产品的广泛应用在节省能源方面有着很大的社会意义，对于缓解全球

能源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迎合了我国的能源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

求。

1．3本文的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1．3．1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毕业设计是以作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一年多的课题工作为基础，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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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电源系统进行深入了解和对芯片里的具体模块进行仔细研究，最终提出一款可

广泛应用于小功率反激型开关电源系统中的工作频率为100KHz的Ac—Dc单片

式开关电源控制集成电路，该集成电路内部集成了650V的高压LDMOs，具有

低待机功耗控制、内建频率抖动、欠压锁定、动态自供电、上电复位、过流保护、

过热保护和过载保护等功能。

该电源系统可应用在仪器仪表、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随身听，无线电话

机、MPEG播放机，数码相机和各种充电器等产品中。

本论文采用Cadence spectre、 Hspice工具和德国x-FAB semiconductor

F0undries的xDlOH_一1．oum Moduh D蹦0S 650V工艺进行仿真验证。xDl0H

工艺模块提供了五个工艺角(nII、wz、wo、wp、ws)，可充分反映各种工艺偏

差对器件参数的影响。

1．3．2本文的创新点

与以往相关毕业论文【lo】㈣不同，本文主要侧重于单片开关电源智能化控制，

考虑了Ac．Dc开关电源的安全性问题、待机低功耗问题和如何在源头减小EMI

的问题。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在参考国外同类产品基础上博采众长重新设计了整个开关电源系统的智

能数字控制电路，实现了对整个系统的智能控制，并通过仿真验证了其达到了智

能控制的设计要求。该电路与欠压锁定检测电路、故障重启检测电路、过载检测

电路和过热检测电路一起构成了整个开关电源的智能安全保护电路系统。

2)为了降低待机功耗，提高轻载时的电源效率，为系统增加跨周期控制的

功能并设计了相应的控制电路。在正常工作的时候，采用脉宽调制技术来稳压；

在轻载时，采用脉宽调制和跨周期相结合的技术来稳压，从而使轻载时的效率与

正常T作时相同，即效率不随负载变化，从而实现了低待机功耗。同时通过限制

跨周期时的峰值电流，消除了可能产生的音频噪声㈣【”l。

3)从减小开关电源的电磁干扰(EMI)出发【4】【1钔，设计了具有频率抖动特

性的振荡器电路。用芯片外接电容上的电压作为调制信号来调制开关频率，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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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噪声辐射的频谱，降低开关电源自身的EM【，达到了从源头减小EMI噪声和

降低开关电源系统设计成本的目的。

1．4本文的组织结构

第一章介绍了单片开关电源的发展趋势，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给出了本

文的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第二章阐述了智能电源控制芯片所应用的系统原理拓扑结构以及控制方法

的原理与特点，给出了智能电源控制芯片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部分模块的设

计指标。

第三章详细阐述了智能电源控制芯片的基本模块设计，包括基准电压源，芯

片里供电电压和偏置电压产生电路一电压调节器模块、上电复位电路、驱动电
路和高压启动电路，并给出了仿真验证结果。

第四章详细阐述了低待机功耗控制电路的设计。分析了开关电源中存在的损

耗类型，阐述了低待机功耗控制工作方式——跨周期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跨

周期工作模式的集成控制电路，并给出了仿真验证结果。同时通过限制跨周期时

的峰值电流，消除了可能产生的音频噪声。

第五章从开关电源的安全保护出发，给出了欠压锁定、过载、过热和过流等

保护的检测电路和保护电路的智能数字控制模块，并给出了仿真验证结果。

第六章分析了开关电源的电磁兼容性，阐述了本开关电源中减小EMI采用

的新技术——频率抖动技术，最后提出了具有内建频率抖动特性的振荡器模块并

给出了仿真验证结果。

第七章为本课题的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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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智能电源控制芯片的系统原理

开关功率电路的电路拓扑分为电流模式控制和电压模式控制。电压模式控

制是对输出电压进行采样并通过电压负反馈环进行控制，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一

种控制方法。电流模式控制是采用电压、电流双环控制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

控制方法，内环为对开关管电流或电感电流进行采样控制的电流负反馈环，外环

为对输出电压进行采样控制的电压负反馈环，只要系统中电流稍有变化，占空比

可以较快地被调节来稳定输出电压，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开关稳压电源的动态响

应。

开关电源实现电流型控制主要有峰值电流型控制和平均电流型控制两种类

型⋯[15Ⅱ1 61。由于峰值电流型控制方法的控制环易于设计，具有简单、自动的磁

通平衡功能且具有瞬时峰值电流限流功能，即内在固有的逐个脉冲限流功能，被

许多开关电源系统所采用。

从安全性角度，开关电源常采用高频变压器将交流电网与用电设施相隔离，

其中隔离型电路分为反激型电路和正激型电路。由于反激型电路的结构最为简

单，元器件数少，不含有正激结构的输出滤波电感，更加节省成本和尺寸，广泛

应用于数瓦～数十瓦的小功率开关电源中‘17”】。

本文设计的集成高压LDMOs于一体的智能Ac-Dc开关电源芯片旨在应用

在输出功率为几瓦～几十瓦电源系统中，因此为了减小整个系统的成本且使其控

制环易于设计，芯片系统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法的反激型电路。为了更好的理解芯

片的工作原理，下面介绍其系统拓扑结构一反激型电路和系统控制方法一峰值电

流型控制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2．1智能开关电源芯片的系统拓扑结构一反激型电路

对于Ac．Dc开关电源来说，安全性居于首位，因此采用高频变压器来隔离高

压和低压电气环境，从而使输出端免受来自交流市电的危险，同时采用线性光耦

合器在高压和低压电气环境之间提供一个信息采样的安全接口，构成光耦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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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智能开关电源的系统框图

电路。图2．1给出了智能开关电源芯片的反激型系统框图。当高压LDMOs开通

时，输入电压源(整流后的电网电压)上的电压加到了反激型变压器的初级绕组

上，由于输出整流二极管反偏使得变压器的次级绕组不导通。电流检测电阻如

上的电压降随初级电流的升高而升高。当初级电流(Rs上的电压降)上升到预

先定义的值时，通过PwM比较器的控制，输出低电平，关断高压管。根据楞次

定律，变压器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导致变压器绕组上的电压方向反转，此时输出

整流管正偏，变压器次级开始传输能量到负载并对电容进行充电。

一个周期导通阶段变压器存储的能量为

E={·Lp·i2ppk (2-1)

因此输出功率为

P0ut={·Lp·i2ppk-fop (2-2)

其中，k为工作频率。

在开关管关断期间，次级绕组的电流从峰值电流i。Dk线性下降，其值为

ispk：‘ppk墅 (2—3)

ns

其中，nD、n。为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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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关管关断期间，磁芯释放能量的时间为

‰。=警 Q4，

其中，L。为次级电感，i咄为次级电流，V。为次级电压。

当电源过载时，输出电压V。下降，但L。-i。。k为常数。对于这种情况，磁芯

放电的时间要大于正常工作时的时间，而芯片中振荡器的周期与磁芯的磁化无

关。因此当开始下个周期时，可能磁芯没有完全退磁，这将导致下个周期里初级

电流从一个不为零的电流值开始，而这个值是由变压器磁芯里剩余的能量决定

的。此时电源系统进入连续电流模式。由于这种情况下输出整流管要消耗很大的

能量，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保证电源系统工作在断续电流模式【”J。

B

0

B

t 0

N：[1[L”I：I么l么．。
N：{1)L； N：2 心 L

a)电流连续模式 b)电流断续模式

图2．2反激型电路电流连续和断续时变压器磁通密度与绕组电流的关系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因为反激型电路变压器的绕组w1和w2在工作中不会

同时有电流流过，不存在磁动势相互抵消的可能，因此变压器磁芯的磁通密度取

决于绕组中电流的大小。图2．2给出了反激型电路的变压器磁通密度与绕组电流

的关系。从图可以看出，在最大磁通密度相同的条件下，连续工作时的磁通密度

变化范围△B小于断续方式。在反激型电路中，△B正比于一次绕组每匝承受的

电压乘以开关处于通态的时问ton，在电路的输入电压和ton相同的条件下，较大

的△B意味着变压器需要较小的匝数，或较小尺寸的磁：占。从这个角度来说，反

激型电路工作于电流断续模式时，变压器磁芯的利用率较高、较合理，故通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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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反激型电路时应保证其工作于电流断续方式【17】。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设计的智能开关电源芯片工作在电流断续模式。根据文

献口0】，为了保证电路工作在电流断续方式，要留O．2T的时间裕量，即Ton+IpO．8T，

(Tr为变压器次级侧释放能量的时问)。为此本文振荡器的占空比定为72％。

2．2智能开关电源芯片的系统控制方法一峰值电流型

图2-1同时给出了所设计的开关电源电路的峰值电流型控制的结构框图。在

峰值电流型控制中，用于脉宽调制的锯齿波电压不是通过振荡器产生的，而是直

接从取样电路R5上获得的电压。当开关管导通时，从输出采样的误差信号通过

线性光耦合器反馈到PWM比较器的正相输入端，设此电压为Ve，该电压作为

整个开关电源系统的电流控制电平。当加在PwM比较器负相端的正比于Ids的

电流取样信号Vs(三角波，其频率为开关频率)升至Vc时，PwM比较器输出一

个负脉冲加至锁存器的复位端，锁存器输出低电平使开关管关断。从开关管导通

到Vs_V÷的这段时间决定了开关管导通的脉冲宽度，从而决定了系统在该时刻

的占空比。如图2．3所示。

兀刁刁丽二
R

广]厂]厂]厂]厂]I
Q

图2．3 峰值电流型的控制波形

由于某种原因Io变大，导致输出电压降低，通过光耦反馈vc增大，占空比

变大，通过变压器传送更多的能量到负载端，从而使输出电压升高：或由于某种

原因Vin变大，一方面导致变压器存储能量增大，使输出电压变大，通过光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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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Vc减小。另一方面Vin变大，导致Ids电流的变化率增大，vs上升的斜率增

大，导致Vs达到Vc值的时间变小。在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占空比被快

速调节减小，输出电压被降低，从而达到了稳压的目的。同理，可得Io或Vin

变小时的稳压过程。可见，当Io、Vjn发生变化时，系统都可以快速调节开关管

的占空比，从而达到快速稳压的目的。

由文献口1】[21知，对于工作在电流连续模式的采用峰值电流型控制的开关电

源，占空比大于50％时，会出现次谐波振荡现象，导致电源不能稳定工作，因此

必须加斜坡补偿电路加以改善：而对于工作在电流断续模式的采用峰值电流型控

制的开关电源，即使占空比大于50％，也不会出现次谐波振荡现象，因此不需要

加斜坡补偿电路。

综上，本芯片由于应用在反激型电路结构的AC．DC开关电源系统中，因此

采用电流断续模式的峰值电流型控制方法，不需要加斜坡补偿电路，从而简化了

芯片的设计。

2．3智能AC—DC开关电源芯片的整体结构及工作原理

通过以上几节对开关电源系统拓扑结构和控制方法的阐述，奠定了理解芯片

内部电路的基础。整个芯片内部框图如图2．4所示。其中，Hv管脚接交流整流

以后的高压电压，D管脚接变压器绕组的一边，vcc管脚接外电容从而提供芯片

的供电电压，FB管脚接光耦反馈电压，AJ管脚用来调节开始跨周期的电平，Gnd

管脚接地。

芯片里包含基准电压源、电压调节器、高压启动电路(动态自供电)、上电

复位、欠压锁定、振荡器、跨周期比较器、PwM比较器、驱动电路、过热保护、

过载保护等模块。其中根据整个芯片电源系统及仿真模型的考虑，高压管仿真时

选择nd65d模型，其导通电阻在Vgs=10V、Id-35mA时为85 o；阈值电压的典

型值为1．4V，最小值为O．9V；漏源击穿电压典型值为700v，最小值为650v。

该功率开关管允许的最大开关电流为0．5A。

基准电压源模块提供一个恒定的电压，作为整个芯片甚至整个智能电源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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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芯片的整体结构框图

考电平，其精度和稳定性直接决定了整个系统的精度。因此该基准电压源需要能

在很宽的输入电压和温度变化范围内保持稳定，以达到整个系统设计的精度，为

此本文采用能隙基准电压源。

基准电压源的输出电压为1．27V左右，而为了正常工作，芯片内部模块需要

不同值的供电电压、参考电压和偏置电压。因此，芯片里除需要设计基准电压源

模块外，还必须增加设计电压调节器模块，来进行电平转换，并给予一定的驱动

能力。

由于整个芯片在上电的过程中，芯片外接供电电压Vcc是逐渐上升的，希望

基准电压建立以后，其它的工作模块才开始工作，驱动LDMOs管。因为这样不

仅能减小功耗，还可以将LDMos管的栅电压下拉以保护该高压管，从而保证电

路的正常工作。为此需要加上电复位电路。

由于高压LDMOs的极间电容较大㈣，在高速开／关通转换过程中都存在电

压与电流重叠的时间区间，导致LDM0s的功耗很大㈣口”。为此需要设计满足下列

条件的驱动电路：

1．触发脉冲要具有足够快的上升和下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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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通时为栅极提供低电阻充电回路，关断时为栅极提供低电阻放电回

路，且提供足够大的充放电电流，以提高高压LDM0s的开关速度；

3． 为了使高压LD∞s可靠触发导通，触发脉冲电压应高于管子的开启电

压，为了防止误导通，在其截止时应提供足够低的栅源电压。

芯片直接由电网市电供电，通常采用高压启动电路对外接电容充电来提供整

个芯片的供电电源，即动态自供电。当电路开始工作时，高压启动电路将输入电

源与内部电路隔离，使输入电压中的纹波不会影响到内部电路，对内部电路起到

保护作用。

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为100KHz，因此需要设置振荡器模块。振荡器输出的

方波决定高压LDMOS的最大导通占空比和工作频率。为了保证整个开关电源工

作在电流断续模式，高压管导通占空比的最大值选择为72％(如2-l节所述)，

因此产生的方波的占空比为72％，周期为10u。方波通过时钟产生电路产生整个

系统的时钟脉冲，来控制高压管导通的起始时刻。开关频率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多

种因素，从减小开关电源体积考虑，开关频率越高越好，但开关频率提高时，电

源的损耗也会增大。因此综合考虑小型化和电源的效率，开关电源的频率定为

100l(Hz【矧。另一个方面，开关管工作在高频，增强了由电源结构的交互作用和有

源器件产生的电磁干扰(EMI)频谱，因此极大地造成了电源质量的下降和EMI

噪声的增加川【⋯。为了从源头减小EMI，该振荡器设计为具有频率抖动特性。

为了降低开关电源的待机功耗，提高轻载时的电源效率，芯片中设计了由跨

周期比较器、时钟产生电路和Rs触发器组成的跨周期控制电路。

为了保证芯片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并能够稳定的工作．需要使芯片的供电

电压vcc有个电压窗口，使芯片在最大阈值电压(Vcc=11．4V)时开始工作，当下

降到最低阈值电压(vcc=9．8v)以下才关断，因此需要欠压锁定电路。

此外，芯片内部又集成了过热保护电路、过载保护电路，以及由PwM比较

器和前沿消隐电路组成的过流保护电路。

高压LDMOs管在工作时存在很大的功耗，引起整个：出片温度升高，为了保

证芯片里电路的正常工作，需要加过热保护电路。当芯片的温度超过所设定的最

高结温时，输出控制信号关断高压LDMOs管，使芯片的温度下降，当芯片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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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到容许值时，输出控制信号开启高压LDM0s管。

为了在电源过载或输出短路时保护电源，需要加过载保护电路。在这种情况

下，高压LDMos管导通时，可能会有足够大的电流流过高压管使其烧毁。为了

防止高压LDMOs管被烧毁，可以通过Rs进行电流检测，通过PwM比较器输出低

电平关断开关管：当故障消除后，整个电路又继续正常工作。同时还要考虑由于

高频变压器绕组的分布电容及高频整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等参数的影响‘18】，高压

LDMOs管每次导通时都会在Rs上形成一个尖峰电压。如果不加措施，就会使控

制电路误判断，导致高压管一导通就关断，使开关电源无法正常的工作。为了消

除这个现象，在PwM比较器(过流比较器)的负相端之前加前沿消隐电路，给

Rs上的检测电压一段时间延迟，从而避免了刚导通时的尖峰电流引起的误判断。

同时注意到如果该延时时问过小，有可能高压管的输出还没有稳定就关断，则达

不到防止误动作的目的；但如果该延迟时间过长，过电流情况确实发生，高压管

可能在这段时间内过热烧毁。因此充分考虑这些情况，本文设定前沿消隐电路的

延迟时间为230ns。

下面简要介绍芯片里电路的工作过程：

刚开始上电时，高压启动电路开启，对外接电容c进行充电，在这个过程中

芯片里的供电电压逐渐建立，上电复位电路输出低电平来复位电路中的模块，当

v‘圯达到9．8V时，上电复位电路输出高电平，此时并不对电路产生影响。当电

容c上的电压Vcc达到欠压锁定模块的上限阈值电压、roH时(voH=11．4v)，欠压锁

定模块才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关断高压启动电路，使其停止对外接电容的充电。这

时电压基准模块和电压调节器模块产生的内部供电电压已经建立，芯片开始工

作。振荡器输出脉冲信号，经驱动电路驱动开关管导通。下面分两个阶段讲述：

一、输出电压vout建立过程，即没达到稳压值阶段；二、输出电压Vout已经建立，

即稳定电压阶段。

1) 输出电压vout建立过程

在输出电压vout没有达到稳压值期间，FB端的反馈电压高于跨周期比较器

负相端的比较电压，跨周期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对系统不产生影响。对于PwM

比较器来说，这段时间、，out小于稳压值，则一个周期内，vj>vs的时间长，P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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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器输出占空比很大的脉冲来驱动开关管使其导通。从而通过变压器向负载输

送能量，使输出电压Vout升高。

2) 稳压阶段

在vout建立过程中，外接电容c释放了很多的能量以供给芯片内部电路工作

所需。当Vcc下降到欠压锁定模块设定的下限阔值电压voL(voL=9．8v)且无故障出

现时，通过欠压锁定模块输出控制信号开启高压启动电路，对电容c充电，保证

了整个芯片的正常工作。当充到V()H时，再关断高压启动电路。在这个阶段中，

通过线性光耦合器将输出端的负载情况反馈到PwM比较器的正相端，同时通过

检测电阻把输出电流或输入电压的变化反应到PwM比较器的负相端，从而进行

脉宽调制，输出占空比变化的驱动脉冲，从而稳定输出电压。

当发生过热、过载和过流故障的时候，通过保护电路的控制即时地关断高压

LDMOs管，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

当系统工作在轻载时，输出电压V0ut大于稳压值，FB端的反馈电压小于跨

周期比较器负相端的比较电压，跨周期比较器输出低电平，从而屏蔽一些驱动脉

冲，在这个工作状态下，系统不仅通过PwM比较器调节输出占空比，而且通过

跨周期比较器屏蔽掉一些驱动脉冲，实现双重调节稳压的目的。

由于本文侧重开关电源芯片智能控制使节能效果更好，因此从第三章开始将

分四个方面讲述芯片里的电路模块，即Ac．Dc开关电源的基本电路模块、安全

保护电路模块、低待机功耗控制电路模块和具有频率抖动特性的振荡器模块。其

中基本电路模块中介绍了基准电压源、电压调节器、上电复位电路、驱动电路和

高压启动电路等电路的实现。安全保护电路模块介绍了欠压锁定检测电路、故障

重启检测电路、过载检测电路、过热检测电路、智能数字控制模块和过流保护

(PWM比较器)等电路的实现。低待机功耗控制电路模块介绍了跨周期比较器

和由时钟产生电路和Rs触发器组成的数字控制电路。

2．4设计指标

本论文各模块的参数指标具体如下：

(工作温度范围选为工业应用温度范围：一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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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准电压源

a)温度系数

温度从一25℃～85℃变化时，变化率≤50 ppm／0c。

b)电源抑制

芯片的供电电压从9．8V～11．4V变化时，线性调整率【注l】≤O．2％。

2)电压调节器中的6v供电电压源

a)温度系数

温度从一25℃～85℃变化时，变化率≤50 ppn抛。

b)电压调整率

芯片的供电电压从9．8V～“．4V变化时，线性调整率≤1％。

c)负载调整率

输出电流从1ⅡlA～5ⅡlA变化时，负载调整率【往2】≤0．01％。

3)电压调节器中的5．2V供电电压源

a)温度系数

温度从一25℃～85℃变化时，变化率≤50 ppm，0c。

b)电压调整率

芯片的供电电压从9．8v～11．4V变化时，线性调整率≤1％。

c)负载调整率

输出电流从100u～1IIlA变化时，负载调整率≤O．01％。

4)驱动电路

a)输出电压上升时间(cL=lnF)，输出信号的10-90％， Tr≤100ns

b)输出电压下降时间(cL=lnF)，输出信号的90一10％， Tf≤30ns；

c)拉电阻ROL的值为400}(1±40％)；

d)灌电阻ROL的值为15Q{(1±40％)。

[注1]线性调整率定义为输出电压的变化量与输入供电电压的给定变化量之比。

[注2]负载调整率定义为在一个无负载电流和一个全负载电流条件下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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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跨周期比较器

a)迟滞量为100mv±10％；

b)直流增益≥60dB。

6)PWM比较器(过流比较器)

a)前沿消隐：前沿空白宽度为230ns；

b1直流增益≥60dB；

c)单位增益带宽≥85Ⅶ№。

7)振荡器

a)振荡器频率100KHz±10％；

b)占空比典型值为72％，变化范围可从68％～74％

c)频率抖动量为±4KHz。

2．5本章小结

本章阐述了智能电源控制芯片的系统理论，包括智能电源控制芯片的系统拓

扑结构——反激型和系统控制方法一峰值电流型控制的原理和特点。
峰值电流型控制方法的控制环易于设计，具有简单、自动的磁通平衡功能且

具有瞬时峰值电流限流功能，被许多开关电源系统所采用。反激型电路的结构最

为简单，元器件数少，不含有正激结构的输出滤波电感，更加节省成本和尺寸，

广泛应用于数瓦一数十瓦的小功率开关电源中。为了使变压器磁芯的利用率高、

输出整流管消耗的能量小，反激型电路通常都工作在电流断续方式。

为了减小整个系统的成本且使其控制环易于设计，系统采用峰值电流型控制

的电流断续工作模式的反激型电路。为了保证反激型电路工作在电流断续模式，

就要留O．2T的时间裕量，即Ton+1卜0．8T，(Tr为变压器二次侧释放能量的时间)，

因此振荡器的占空比定为72％。

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智能Ac—Dc开关电源芯片的整体结构，并详

细地分析了各功能模块电路的工作原理，最后给出了部分模块的设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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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智能电源控制芯片的基本电路设计

3．1基准电压源电路的设计及仿真结果

基准电压源模块提供一个恒定的电压，作为整个芯片甚至整个智能电源的参

考电平，其精度和稳定性直接决定了整个系统的精度。因此该基准电压源需要能

在很宽的输入电压和温度变化范围内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以达到确保整个系统

设计的精度要求。能隙基准电压源由于在电源电压、功耗、长期稳定性等方面存

在优势，为此本文采用能隙基准电压源作为基准电压源模块的核心电路。

图3-1基准电压源电路

能隙基准电压源的基本设计思路就是利用晶体管基射结电压差的正温漂去

补偿晶体管基射结电压的负温漂，从而实现零温漂口7】【28】。木文设计的基准电压

源电路如图3．1所示，其中电压vcc为芯片外接电容上的电压。该电路分为三个

部分：基准电压源的核心电路、提高电源抑制比的电路和启动电路

【29】[30]【3l【32l【33】[34]。其中Rl、R2、Ql—Q5组成基准电压源的核心电路，通过Rl、

Ql—Q4产生正比于△VBE的电流，通过电流镜在R2上产生正比于△VBE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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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产生电压V BE，因此通过调节参数可在vre踹得出具有零温度系数的能隙基准

电压源。为了提高电源抑制比，不仅通过R1、Q1JQ4、管子Mp3、Mp4和Mnl～MIl2

组成自偏置电路，而且通过放大器A、管子Mpl～Mp4和h他1—M112组成负反馈，

使VA=VB不随电源电压的变化。由于自偏置电路存在简并偏置点的问题，各支路

电流可以都为零，为了避免电路工作在这个状态，加了由Mp7~Mpl2组成的启动

电路。

由于本论文使用的工艺是高压BcD工艺，因此电路中采用NPN管。根据文献

[291，运放存在失调电压，会使输出产生误差，因此电路的每个分支采用两个PN

结串连的形式，可以使△VBE增加一倍，从而减小失调电压的影响。

3．1．1基准电压源核心电路的设计和仿真结果

图3-l中h恤l和h血2具有相同的宽长比为3u／10u，Mpl—Mp4和Mp7具有

相同的宽长比为3u／5u，Mp5和Mp6具有相同的宽长比，而且

(翔Ⅲ。，(丑Mplo
由V^=VB得出

}7矗El+F7丑E2=y公E3+％E4+』RIRl

”半2半
可得

盟：三坐
卯 R1q

可见电流IR。具有正的温度系数。Vre伪

铲‰s埘Rl×也=‰s+3×半
由(3．4)可得

篮：坠!+6l。3堕。盟
胛 甜 R1 卯

(3．1)

(3—2)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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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旦磐：一1．8mv／K，罢垒：o．087mvⅨ，因此可以调节Rl与R2的比值，蕊 孤

得到零温度系数的参考电压源。

然而在实际中，由于各三极管的基极一发射极电压和集电极电流存在失配、

Mnl和Mn2的失调电压、电阻R1和R2的不匹配及其正温度系数的影响，三极管且

不是无穷大而且存在失配，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能隙电压对温度的函数曲线的曲

率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能隙电压的温度系数Tc在某一温度下为零，在其他温度下

为正值或负值。而且不同wafe的电阻R可能会相差达到20％畔】。因此为了保证成

品率，综合考虑不同工艺角以及R存在偏差的情况。

在各工艺角下分别进行温度扫描，如3—2给出了三个概率最大的工艺角的仿

真图。

)1．280

圈3·2温度扫描特性曲线

可见，在温度由一25℃变化至85℃的范围内

1)采用n11工艺角，TC cvI∞=40．9ppm／oc；

2)采用ws工艺角，1℃cvren=48pplIl，)C；

3)采用wp工艺角，Tc(Vref)=39．8ppm／0c。

改变R2和Rl偏差朝一个方向变+20％或-20％时的温度特性图如图3．3所示

(在tnl工艺下)。R增加20％的温度系数为47．7ppm／0c；R减小20％的温度系数为

34．5 ppm／0c；典型R值时的温度系数为41．5ppm／0c。其他工艺角下的温度系数均

小于50 ppm／0c。可见本设计已达到了温度系数小于50 ppm／0c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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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

一20‘

图3．3乜Il工艺角下电阻变化的温度特性曲线

3．1．2提高电源抑制比电路的设计和仿真结果

133】为了提高电源抑制比，本文采用自偏置技术。如图3．1所示，由Mnl、Mtl2、

Q1JQ4和Rl组成电流源，由^印3和Mp4组成电流镜。可见，电流源的输入电流

Iin直接取决于其输出电流Iout，如果这种连接形成的反馈环路有稳定的工作点，

则电路里的电流几乎不随电源变化，即有很强的电源抑制比。

i。，

图3—4操作点

从电流源的角度考虑，输出电流在很大的范围内不随输入电流的变化而变

化，几乎恒定；而从电流镜的角度考虑，电流镜的增益为1，则IiⅡ=Iout。如图

3．4所示，有两个交点A和B。对于A点，虽然环路为正反馈，但环路增益小于

1，因此A点为稳定点。对于B点，虽然环路为正反馈，而且环路增益看上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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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l，但是由于在B点晶体管的电流很小，通常在pA级，再加上漏电流和其

他效应，减小了MOs和bipolar的电流增益，从而使环路增益小于1，使得B点

也是稳定的工作点，为了避免电路工作在B点(B点称为“简并”偏置点)，自

偏置电路需要启动电路。

由式子(3-4)得出V沁f理论上与电源无关，然而这个结论是在假定vA=vB

的基础上得出来的。但实际中，在上电过程中，电源电压vcc的升高引起电流增

大，Rl上的电压降是线性增大，而v。E的电压降是呈对数增大，其上升速度低

于R1上的电压降，导致VA(vB，为此采用Mpl、Mp2和运放A形成深度负

反馈，保证VA=VB，从而使输出电压Vrcf与电源电压几乎无关，即具有高的电

源抑制比PSRR。

考虑到运放的输入范围，本文采用PM0s差分对的运放，由于运放的电压

也是取自外置电容上的电压Vcc，因此运放可以采用低电源抑制比的运放，图3—5

给出运放A的电路图。

Vco

图3—5运放A的电路图

为了提高稳定性，运放A采用密勒补偿，使两级问的极点向原点移动，使

输出极点向离开原点的方向移动，从而增大了带宽。然而由于补偿电容形成前馈

通路，在右半平面形成了一个离原点较近的零点，大大地减低了稳定性。为了消

除零点的影响，在本文中加了一个与电容串联的源极跟随器M0【281。运放A的

小信号等效电路如图3—6所示。其中，R1为运放第一级等效输出电阻，R2为运

放第二级等效输出电阻，cl为运放第一级等效输出电容，cL为运放第二级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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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电容与负载电容的和。

图3—6的节点方程为

图3—6运放A的小信号等效电路

gmlVin+Vl／R1+SClVl+(V1一Vo)SCc=0

SCLVo+Vo／R2+g帕Vl=O

由(3—6)和(3．7)得

(3—6)

(3—7)

二生：—————————————————墨监——————————————一(3．8)
vin S2(C1+Cc)C2+S【(C1+C2)／R2+CL／R1+Ccg。n2】+1／R1R2

可见，补偿电容cc经隔离放大器后，零点消除了。电路的稳定性提高了。

图3—7给出了在nn工艺角下该放大器的频率响应波特图。可见放大器的低频增

益为78dB，单位增益带宽为2．34^dHz，相位裕度为1400。

一 2日

图3—7放大器A的频率响应波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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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给出了基准电压源在三个工艺角下的电压调节特性睦线。当供电

电压从9．8v～11．4v变化时，即△uo=1．6v，

1)wp工艺角下，△Vrcf=2．8mv，V州}1．274v，线性调整率为0．1 75％

2)ws工艺角下，△vref=1．5225mv’vre仁1．29lv，线性调整率为O．095％

3)nn工艺角下，△vrcf_2．1mv’vrcl≥1．278v，线性调整率为O．13％

可见本设计已达到了基准的线性调整率的设计指标。

^：fw ．-■s

图3．8基准电压源的电压调节特性曲线

3．1．3启动电路的设计

为了避免电路工作在简并偏置点，基准电压源还包括‘一个启动电路。图3·1

中的Mp卜Mpl2组成启动电路。MplO、凡印1l和Mpl2起电阻作用，其宽长比

很小，都设为3“50u。当刚开始上电时，M点为地电位，当Vcc升高到使Mp9

导通，导致N点电位升高，使Mnl和Mn2导通，产生了电流，从而使整个电

路脱离了简并偏置点。为了使基准建立后，关断启动电路，即关断Mp9。在电

路中加了一个二极管连接的Mp8，使VoV(MP7J‘Vo”(脚8)+IVGs(Mp9)】，从而关断
MD9。

3．2电压调节器的设计及仿真结果

开关电源电路中需要多种供电电压和偏置电压，列举如下：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芯片内部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供电电压大多数为6v：

·跨周期比较器需要5．2v的供电电压；

·大部分比较器的偏置电压为4．8v；

●跨周期比较器的偏置电压为4v：

·欠压锁定检测电路的比较电压为4v；

●振荡器里锯齿波的上下阈值电压为4v和2．45v。

供电电压需要足够大的负载驱动能力，而阈值电压和偏置电压不需要提供负

载驱动能力。因此6V的供电电压要具有较大的负载驱动能力。5．2v只作为跨周

期比较器的供电电压，因此其负载驱动能力要求要比6V小很多。偏置电压可以

从供电电压分压获得。由于6V的供电电压将受到振荡器的影响，因此为了提高

精确度，2．45V、4v和4．8v这几个偏置电压将从5，2v的供电参考电压分得(电

阻分压)。因此，芯片里除需设计基准电压源模块外必须增加设计电压调节器模

块。

Vcc

陶3．9电压调节器的结构

6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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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调节器由三部分组成：参考电压电路、作为反馈电路一部分的差值放大

器以及提供所需负载电流的电流放大器‘351。本文采用的电压调节器模块如图3—9

所示。其中电压v如f是基准电压源的输出电压，Vbiasl和Vbias2是基准电源的

输出偏置电压，电压源vcc为外接电容上的电压。运放采用与图3．5相同的结构，

在这里就不加以过多叙述。由于芯片里含有振荡器，振荡器的供电电压为Ⅵ

(6v)，如果v砷6v)供电电压的负载驱动能力不够，振荡器的充放电将对电压基

准vr产生很大的影响，导致vr电压存在很大的毛刺，用这样的基准去给其它模

块(数字和模拟)供电的话，会导致芯片里的很多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为了消除

这种现象，要加大v“6Ⅵ电压的负载驱动能力，因此采用达林顿结构的电流放大

器，以增大输出驱动能力。由于对5．2v供电电压的驱动能力要求不高，只需采

用一个npn管作为电流放大器。

图3．10给出了5．2v和6v参考电压随电源电压vcc变化的特性曲线(正

常工作的情况vcc从9．8v到11．4v)。从仿真曲线得到5．2V参考电压的电压波

动范围为9．9mv，线性调整率为0，62％；6v(vr)参考电压的电压波形范围为

13．7mv，线性调整率为O．86％。说明电路能够在较宽的电源电压变化范围内保

持较高的稳定性。

图3．10 5．2V和6V(Vr)的线性调整率

图3．1l和图3．12分别给出了6v(Ⅵ)参考电压和5．2V参考电压的负载调

整曲线。从仿真曲线可以看到，对于6v的参考电压，负载电流从1mA一5mA变

化时，输出电压绝对值不超过0．36mv，负载调整率为O．006％；对于5．2V的参

考电压，负载电流从100uA—lmA变化时，输出电压绝对值不超5mv，负载调整

率为O．0096％。说明了电路能够在较宽的负载变化范围内保持较高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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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ll 6v(Vr)参考电压的负载调整曲线

图3—12 5．2V参考电压的负载调整曲线

对于参考电压，除了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外，另一个需要考虑的特性就

是温度特性曲线。由于大多数工艺参数是随着温度变化的，所以如果一个基准与

温度无关，那么它通常与工艺无关的。图3．13给出了6V(v川铂5．2V供电电压的

温度特性曲线。由仿真图可得，在温度由一25℃变化至85℃的范围内，6v(vr)的

温度系数为41．4pp州℃；5．2 v的温度系数为40．32ppIIl，℃。可见两个参考电

压的温度系数均满足小于50pplll，℃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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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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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6V(vr)和5．2V参考电压的温度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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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偏置电压瞬态波形

图3—14给出了偏置电压4v，2．45v和4．8v的瞬态仿真波形。综上电压调节

器模块的设计满足了系统设计指标的要求。

3．3上电复位电路的设计及仿真结果

-：／阳9吼
_：／vr

i

。

／ ∥／

／ ／∥
0 00 4册 8脚12D

图3一15上电复位电路 图3．16 上电复位的vcc电压扫描波形

本论文采用的上电复位电路如图3一15所示。由于Resct信号是接反相器或与

非门的输入端对整个芯片进行复位控制的，把反相器或与非门的阈值电压设为

V“2(VF6V)。希望在基准vr建立后以及vcc电压达到9．8v之前，Reset输出

小于Vr／2(3V)的电压，相当于低电平，使其他电路不工作；当vcc达到9．8v

以后，Reset输出大于V“2的电压，相当于高电平，从而使复位电路的输出对

芯片中的电路不产生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参数设定如下： R1=500，

a

d

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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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40K，I己3=5K，M1采用pme模型的宽长比为30“3u的PMOs管。图3—16

给出了在tnl工艺角下对vcc进行电压扫描的仿真波形图。从图可见，上电过程

中，Vcc电压逐渐升高，刚开始由于Ⅵu<IV帅f，M1关断，Rcset为零电平。

当VRl≥ivthpl，M1管导通，Reset电压逐渐升高。当Vcc上升到内部基准电

压Vr建立时，Reset(_2．275V)小于v以，输出低电平，复位其它电路；此后

随着vcc的上升，Rcset电压继续升高，当vcc达到9．8v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

R船ct(=3．7547V)大于Ⅵ．／2电压，输出高电平，从而不影响内部电路的工作。

3．4驱动电路的设计及仿真结果

为了满足系统对驱动电路提出的具有足够快的上升和下降速度，足够低的拉

电阻和灌电阻以及足够大的拉电流和灌电流的要求，图3．17给出了本文提出的

高压LDM0s驱动电路。

图3～17高压LDMOs的驱动电路

in端接通过PwM比较器和跨周期比较器共同作用后的占空比变化的脉冲

波。Reset端接上电复位电路的输出。vdd为外接电容的电压vcc。输出端out

接高压LDMOs管的栅极。在这里用负载电容C来模拟高压管的输入电容，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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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lF。虽然欠压锁定模块设定的vrcc的最高阈值电压为“．4V，但由于整个控制

存在延时，vcc最高可达12v。因此电路里除了nalld2(供电电压V卢6V)内的

pmos管选择pe模型，nnlos管选择ne模型外，其余的管子(供电电压为Vcc=12V)

选择高压管模型， pmos管用pme模型，nmos管用衄e模型。

该驱动电路的工作原理为：在上电的过程中，通过Reset输出低电平，使

M6导通，把nct30端拉为低电位。从而使out端一直保持低电平，即Ⅱ)MOS

管的栅电压下拉以保护高压管。当参考电压建立后，R舶et为高电平，关断M6，

上电复位不对电路产生影响，这时由in端的输入信号来控制驱动输出。电路中

M4和M5组成正反馈电路，加速电路的响应速度。当in为高电平时，M2管关

断，通过nalld2输出低电平，使M3导通，通过M4和M5加速这个过程，net30

迅速上升到高电平，通过一组反相器后，M14导通，M13和M15关断，对负载

电容充电。反之原理同。M14、M13和M15的管子的宽长比要足够大，以提供

足够大的驱动能力和小的导通电阻，但导致M14、M13和M15的寄生电容很大，

为了提高M14、M13和M15的响应速度，M11和M12管子的宽长比也要设的

足够大，以提供总够大的电流使M14、M13和M15快速导通。同时M1l和M12

管子的寄生电容也很大，通过M9和M10来提供大一些的驱动电流。图3—18给

出了驱动电路的瞬态波形。可测得输出电压oul从O．42V变化到12V，(cL=1IlF)

Tr=96ns，Tf=29ns。in端电压从低电平变到高电平的过程中，out端的延时为34n；

in端电压从高电平变到低电平的过程中，out端的延时为26n。

三：：篓[二二][二二]，．
三瓢二 口． ．[
三雏二⋯～⋯口⋯～⋯～[

7。
r。：／1。t3。

三艺。I 窃： i口意 i磊[二。
图3一18驱动电路的瞬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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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给出了输出电压out的变化对应的电容c上的电流关系，测出拉电

流为202InA，灌电流为458mA，拉电阻为43欧姆，灌电阻为18．4欧姆。可见

本设计达到了设计指标的要求，而且具有非对称的输出级可改善电磁干扰情况。

12 d

9 0

) 6口

一
j口

图3．19输出电压out与电容c上电流的关系

3．5高压启动电路的设计及仿真结果

H

V c

Vco

图3．20高压启动电路图

本论文采用的高压启动电路如图3．20所示，由于采用了动态自供电，Hv端

接交流整流后的电压，设为400V，因此M1、M2和M3采用高压管nd35b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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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源漏击穿电压典型值为450v，当vGs为5v，VDs=O．5V时的导通电阻为1．3K

Q。电容c为外接电容，其值为5llF。由于芯片里的负载主要是容性负载，一般

为pF级，与外接电容相比可以忽略。

整个高压启动电路的原理为：刚开始上电的时候，电容上的电压为0，M4

管关断，Ml、M2租M3管导通，对电容c充电。当vcc的电压充到11．4V时，

通过内部的欠压锁定模块使vc讯为高电位6V，使M4导通，va点电压降低，

从而关断M1、M2和M3管，停止对电容C充电。当V℃c电压降到9．8V时，欠

压锁定保护电路又使vcn为低电平，使M4关断，通过高压启动电路再次给电容

C充电，如此反复。

／／
l、 ／／

I l
l l

I } i }

I
⋯E

}

o a ‰ 5“ № 1um

图3-21高压启动电路Hspice仿真波形图

设计的要点：要保证M4导通时，va电压足够小，以使Ml、M2和M3管

关断，阻止对电容充电，从而把输入源与内部隔离。这就需要适当调整R3和R2

的阻值以及M4并联的个数(高压管不能调节宽长比)，使M4导通时的等效电

阻上分的电压足够小，即vi点电压足够小。模拟电容c的充电和放电过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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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21所示的Hspice仿真图。可见，在t从O到4．72ms这个时间阶段，v订l

为低电平0v，对电容充电，vcc逐渐升高；当刨．72m时，vcc充到了12v，此

时vc删变为6V，停止对电容的充电，、，cc的电压开始降低。

3．6本章小结

本章给出了智能控制芯片的基本电路结构，包括基准电压源、电压调节器模

块、上电复位电路、驱动电路和高压启动电路。

其中，基准电压源要求能在很宽的输入电压和温度变化范围内保持稳定，以

达到整个系统设计的精度，因此本文采用能隙基准电压源，并采用负反馈控制和

自偏置技术。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简并偏置点，又加了启动电路。

电压调节器模块阐述了芯片里供电电压和偏置电压的产生电路。为了提高供

电电压的负载驱动能力，采用了达林顿的电流放大器结构。由于偏置电压不需要

负载驱动能力，由供电电压的分压获得。

在驱动电路里，采用了正反馈的结构加快反应速度，同时输出端采用大宽长

比的管子以满足对驱动电路拉、灌电流的要求和导通电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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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低待机功耗控制电路的设计

办公和家用电子设备，往往大部分时间处于待机状态。待机功能在为用户提

供方便的同时，也造成了能源浪费【8】。因此研究开关电源的损耗，降低开关电源

的待机功耗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对此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消除音频噪声的低待机

功耗控制电路。

4．1开关电源(SMPS)的损耗

开关电源产生的主要损榭121为：

●MOsFET导通损耗：12RDs㈣；

●MOSFET的栅充电损耗；

●二极管反向恢复损耗：

●功率MOsFET的瞬态转换损耗；

●电容的ESR损耗；

●PwM控制Ic的损耗；

●启动电阻的损耗；

●变压器磁芯损耗。

在这些损耗里，导通损耗、栅充电损耗和瞬态转换损耗都明确的与

MOsFET有关。

导通损耗被定义为在MOsFET导通期间，漏和源之间的损耗。可用下面

的公式计算

Pc=(I面)2．RDsf0N1【w】 (4．1)

其中RDs(0N、取决于栅源的驱动电压和结温度；I为RMS值。

栅充电损耗被定义为为了驱动MOsFET，对栅输入电容ciss充电放电所引

起的损耗。栅充电损耗由下面公式计算：

誓。=VGs’Qg。fs【w】 (4—2)

其中VGs为栅驱动电压：QB为在VGs的总的栅充电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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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态损耗被定义为在转换期间，即MOSFET从导通到关断或从关断到导通

过程，漏和源之间的损耗。MOsFET的开关特性波形如图4—1所示。

～

+

笼一一．恼H

翌

图禾1 MOsFET的开关特性波形

Pt=Pt(。)+Pt(。聊：尘尘里竺生璺坐生生鱼鼍÷：尘坐趟(4—3)
其中P坼叽)：导通转换阶段的损耗： PⅡ。ffl：关断转换阶段的损耗。

idsf。)：导通期间最大的漏源电流； ids(o∞：关断期间最大的漏源电流；

h㈤：导通转换的时间： h(0m：关断转换的时间。

在正常工作时。功率开关管以一定的占空比工作，sMPs的损耗包含开关

损耗，导通损耗和磁芯损耗。但在轻载的时候，由于MOsFET的导通占空比非

常小，以致MOsFET导通损耗通常被忽略。而栅充电损耗和瞬态转换损耗占

sMPS损耗的大部分。而且由(4—2)式和(4．3)式可知，随着开关频率的减小，

sMPS的损耗也减小。

与频率成正比的损耗，除了与MOSFET相关的损耗外，还有变压器磁芯损耗

和二极管反向恢复损耗㈣。

综上可得，减小开关频率可以显著减少sMPs的损耗，容易实现开关电源在

轻载时的低待机功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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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低待机功耗控制工作方式一跨周期式

目前智能化待机功能有两类减小开关频率的节能工作方式即跨周期式和降

频式。

降频式是占空比保持不变，通过检测输出功率来控制开关频率，从而减小开

关损耗的一种工作方式。在轻载或空载时，控制器检测到输出功率小于设定的临

界值，控制开关频率随输出功率线性下降，从而减小了待机功耗。但由于变压器

两端的电压【17】为

∥=警=Ⅳ等=Ⅳ·△≯·居∥／D=Ⅳ·4·衄·五Ⅳ／D (4·4)

式中Ae为变压器铁心的截面积，△B为一周期内铁心磁通密度变化量，fsw为

开关频率，N为绕组匝数，D为开关电源占空比。对于一个电源系统， D，N和

Ae不变。在一定的输入电压下，降低fsw，会导致△B增大，而过大的△B会导致

磁芯饱和并且产生过大的铁心损耗。

跨周期式(scM)是占空比可变，而驱动的时钟脉冲频率不变，在轻载时，

通过检测输出功率为依据智能化地跳过若干工作周期，从而减小开关损耗，降低

待机功耗的一种工作方式[37】。如果负载足够大，开关管将在每个周期内均工作，

此时有效频率丘达到最大工作频率‘。。x_1厂r。而在轻载或空载时，丘小于‰。当

只考虑器件的动态损耗时，电源效率

，7删=9％。。+正‰。』％矽+z‰)=％+‰)(4．5)，7删2‘哕包。。+正wIoss 2儿歹红矽+z阡k)2么∥+％。)(4。5)
其中w‰为开关管开通一次的动态损耗，w为电源对变压器初级电感一次

充电的能量。

可见SCM变换器的效率与输出功率无关，当负载变化时，效率是一个恒定值，

即轻载时的效率与额定负载时的效率相同。而PwM方式，由于徊定，效率随输

出功率的减小而降低，特别在轻负载时PwM变换器的效率降低十分明显。假设

对于一个工作在100Ⅺ{z频率，效率为85％的12v、0．85A的电源适配器(w为

O．102mw，Wl。。。为O．018mw)，在输出功率为3w时．对于PwM方式，效率为62．5％；

而对于scM方式，效率为85％。因此scM与PwM方式相比，在轻载时scM方式

的效率更高，更易实现低待机功耗，有益降低电源温升提高可靠性，采用这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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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还可以避免轻载情况下的磁芯饱和的问题。因此本文采用跨周期的工作方式。

图4—2给出了本文实现跨周期控制的电路图。跨周期控制电路是由跨周期

比较器和数字控制电路组成，并结合P1『M比较器一同实现轻载时的低待机功耗控

制。其中数字控制电路由时钟产生电路和Rs触发器组成。

跨周期工作模式的开关电源有两种工作方式：

一、在过载和额定负载的情况下，■始终大于Vrefl，跨周期比较器输

出高电平，这时通过PwM比较器调节占空比来稳压，此时工作在PwM的工作方式；

二、 工作在空载或轻载时，输出电压很高，％小于vrefl，跨周期比较

器输出低电平，屏蔽振荡器产生的脉冲信号，从而输出低电平到锁存器的复位端，

停止输出驱动信号，使开关管关断。由于开关电源次级存在能量损耗以及向负载

输出功率，输出电压将逐渐下降。当n大于Vrefl时，跨周期比较器输出高电

平，此时在振荡器和PwM比较器输出脉冲的共同作用下，输出周期为10us的脉

冲串到锁存器的复位端，在时钟信号cIk的作用下，向副边输送能量，使输出电

压升高，从而在轻载或空载时实现了稳压的目的。

图4．2跨周期控制的电路图

在额定负载情况下，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稳定，噪声也比较低；但在轻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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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用跨周期的工作模式，间歇振荡频率变小，可能导致音频噪声的出现。当

频率处于音频范围时，一方面是此时变换器的输出电压纹波比额定负载时增大很

多，如果由该电源供电的音频编解码器的电源抑制比(PsRR)较差，不足以消除纹

波的影响时，喇叭和耳机里就会出现噪声。另一方面，电感、陶瓷电容都是“发

声”元件，它们在音频脉动电流的作用下会发出响声。因此，当一些数码产品工

作在休眠状态时，我们反而会听到这些设备在发出“吱吱”的声音‘1 2]【1
31。

可见，为了降低待机功耗，不仅要采用跨周期的工作方式，而且要防止音频

噪声干扰。本文采用限制跨周期时的峰值电流方法。如图4—2所示，Ve是最大

峰值电流的参考电压，而Ve是通过光耦反馈的电压。故当空载或轻载的时候，

输出电压升高，通过光耦反馈的电压Ve随输出电压的升高而降低，从而降低了

最大峰值电流的参考电压，导致每次导通时传送到副边的能量减小，提高了开关

电源的有效频率，使开关电源频率不会落到音频范围，从而消除了音频噪音。

4．3跨周期控制电路的设计与仿真

文献p7】p8】f圳分别研究了开关电源跨周期调制的数学模型、理论分析以及分

立器件的控制电路形式，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单片开关电源中的跨周期控

制电路。整个电路分为两大块：跨周期比较器模块和数字控制电路模块。下面对

这两大模块的设计分别加以介绍。

4．3．1跨周期比较器模块的设计与仿真

开关电源始终处在噪声的环境中，因此电压反馈信号中也会含有噪声。为了

保证整个系统的正常工作，要求跨周期比较器的输出不受噪声的干扰，为此跨周

期比较器选用迟滞比较器，电路结构如图4．3所示。其中Vdd接5．2v的供电电

压，Vr接6v的供电电压，biasl接4v的偏置电压，bias接4．8v的偏置电压。

该比较器有两个参考阂值嘞。、哳。只要P￡。和味P的差值大于最大噪声的

幅值，便能滤掉噪声，使比较器输出仅随有用的低频信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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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廿

图4—3跨周期比较器模块

该比较器有两条反馈路径，第～条是通过晶体管M3和M4共源节点的串联

电流负反馈；第二条是连接M6和M5源．漏极的并联电压正反馈。为了在电压传

输曲线中出现迟滞，就要求整个电路表现为正反馈，即正反馈系数大于负反馈系

数，也就是。5，88>1'即要求(詈)s，(詈)s。
其工作过程：差分输入信号加到对管M3和M4的栅极，假设Vin+端加的电

压信号大于Vin一端的电压信号；PMOS管M3中流过电流，珊3开始减小，M4中

电流，嬲4开始增大，M6和M8漏极电位下降，M5和M7漏极电位上升，导致

M6栅极电位上升，M5栅极电位下降，M6管中电流恤6增大，M5管中电流慨，

减小，从而M6，M8的漏极电位更低，M5和M7漏极电位更高。这个正反馈反

复进行直到，蹦8随其漏栅电压减小而减小的速度与，嬲6增加的速度相等，以及

』珊7随其漏栅电压增加而增加的速度与，嬲5减小的速度相等。在某输入大信号

作用下，M5和M8由于正反馈而截止，M6流过电流为M3管中流过的电流，而

M7中电流与M4中电流相等，此时比较器输出转换状态；继续增大输入信号，

M3管中电流减小直到截止，M6相应电流为O；M4管中电流增大到与Ml电流

相等。同理可得出相反过程。

可推导出

r赫=‰+一‰一=％，一％·=z告c{等叫，r导絮刈 c。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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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铲”一z吾虢叫，虢州 ㈨，，

其中卢=风=岛=卢，％(％)3。可见．通过改变‘％欠／／f)8，‘，卢，可改变迟滞
宽度r赫一”协。

比较器的主要性能参数包括电压增益，工作速度(传输延时)和输入失调电

压。【401跨周期比较器第一级的交流小信号模型如图4-4所示。首先研究其传输延

迟和增益，其瞬态方程为

g肌3V

呼 吩

)廿( gm6V2 g二。 gⅢ5v1

舛肾)() () (

图4-4跨周期比较器的交流小信号模型

g叶一弧一

gm3V。+咱鲁+v191+‰V2+g肭 (4_8)

‰V，-c2警+v292+‰V：+gm5V。
其中 gl=93+98+96

92=94+gs+91

(4-9)

(4一10)

(4．11)

cl=q+％+哂+‰+c幽+％I。+‰+啪+岛。 (4·12)

c2=％+％+％+％+％+％+‰+％+岛 (4-13)

而c赢、cjlo⋯⋯等是考虑密勒效应后的等效电容，vl和Vz分别是M3和M4的

漏级交流电压值。

注意到”拥+一”m一=”加，解方程(4-8)、(4-9)，并假设Cl=C2、91_92、

gm5-gn西、gm7=gm8、gm3=glIl4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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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2=vl—v2=【—g埘3／(gm8一g卅5+91)】Vm exp(f／『)+g肌3“g肌8一gm5+91)V加

(4．14)

其中 r=—c1／(gm8一gm5+91) (4-15)

(在推导中运用卢O时，”12=0)从(4-14)、(4一15)式可知，当f>0，电路开

始正反馈工作，由于91相对g。5与g。8较小。因此近似认为g，5>g。8时-电路

为正反馈。而当g。5=gm8时，比较器处在正反馈的I脑界点附近a由(舢14)式

可知，第一级正反馈电路的直流电压增益为

40l=gm3“g肌8一g州5+91) (4-16)

同时可知，时间常数f的绝对值越大，v12达到理想值的时间越长，比较器

的信号传输延时越长，工作速度越低；f的绝对值越小，比较器工作速度越快。

由(4．15)式可知，为减小r的绝对值，则应减小c。，增大分母项。从(4-16)

式可知，增加(4．15)式的分母项也增大(4．16)式的分母项，这将导致直流电

压增益下降。因此高增益和高速度是相互矛盾的，在第一级设计参数时要考虑到

折衷。

从图4-4可得出第一级带正反馈电路的频域方程，从而求出其极点为

毋=(g小8一g卅5+91)／(1l (4-17)

所以这一级的增益带宽积为

G口形=40毋=踟3，c1 (4一18)

可见，电路的增益带宽仅与输入对管的跨导和在输入对管漏极处的总电容有

关。

第二级推挽输出电路增益彳，02及带宽分别为

402=一g。10(屹00％lo) (4-19)

GB矽=g。10，吒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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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为输出点的总电容，若带负载，包括负载电容，比较器总的直流电压

增益为4=40l·402。直流电压增益增大，电路的单位增益带宽就增大，从而

电路的工作速度就提高。因此要求跨周期比较器的直流增益一定要大于或等于

60dB。同时在比较器后面接一个带电流源负载的共源放大级，提高驱动后级数字

电路的能力，进一步加快控制电路的响应速度。

设计跨周期比较器时除了要考虑速度、抗干扰特性和电压增益外，还要考

虑失调问题。比较器的失调电压由两部分组成——系统失调电压和随机输入失调

电压。

首先分析一下系统失调【33】。在MOs运放中，由于每一级相对低的增益使得

第二级的失调电压变为主要角色。对于图4．3第一级的输入都接相同的共模电平，

电路里各支路漏电流都合理的分配，以使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为P砖彳即

IDl=ID3+ID4(ID3-ID4)， (4—21)

ID0_ID2，ID9=IDlo，ID7_lD8，ID5=ID6 IDo兰IDIo．In2=ID9 (4-22)

lD3-ID8+ID6，ID4=ID7十ID5 (4—23)

由于沟道调制效应，增加M4的漏源电压将增大M4的漏电流，但同时会减

小M5和M7的漏电流。因此图4．3电路本身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失调，即所谓的

系统失调。为了减小系统失调电压的影响，电路中结构对称管子的宽长比要一致，

即M3和M4、M7和M8、M9和MlO、M0和M2、M5和M6的宽长比分别相

等。同时为了使这种比例关系不受沟道长度的偏差而变化，上述宽长比相等的管

子的沟长要完全一致。然后根据各管的宽长比关系分别选择沟道宽度。

对于随机输入失调电压，其产生是由于电路中要求对称的尺寸一致的管子，

在设计版图时由于各种二级效应和温度等的影响，产生了不匹配。当忽略放大器

的第二级对输入失调电压的影响，由【33】得

胁叫∞一)+A哳叫t嚣)+生竿％(孙叫肥)(7删-△(孙叫／t孙叫】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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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随机失调电压的产生与输入对管的阈值失配，负载管的阈值失配以及

输入管和负载管的w几失配有关。而闽值电压的失配是由微电路的梯度效应引

起的误差，如微电路的温度或栅氧化层厚度的改变；w几的失配是由刻蚀过度引

起的。为了减小此误差，在版图设计的时候，对于大的宽长比器件，每一个管予

要由若干个单位尺寸的器件采用叉指结构连接，这不仅减少由刻蚀过度所引起的

误差。同时还可以减小MOs管的热噪声：由第一项得，M3和M4匹配精度要

求很高，可以采用共心布局方法连接；第二项表明，M7和M8要采用相同的边

界条件，同时减小负载管的宽长比来使他们的跨导小于输入管的跨导，即M7和

M8选择比M3和M4更长沟道；最后通过使输入对管具有大的宽长比来减小输

入管过驱动电压，以减小第三项的误差。除此之外，可以通过加一些dummy管

来进一步提高匹配精度。

通过仿真，图4．3中的跨周期比较器的共模范围为0．45v~4．77v。在仿真中采

用1．6v的共模电平。通过仿真验证了所设计的跨周期比较器在不同工艺角和宽的

温度范围内都能实现100mv的迟滞和大于60dB直流增益。图4—5给出了270c时

五个工艺角的电压传输特性。图4—6给出了270c和85‘Jc时五个工艺角下的幅频特

性仿真图。可见跨周期比较器的设计满足了设计指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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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270c时五个工艺角的电压传输特性

图4．6(a)270c和(b)850c时五个工艺角下的幅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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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数字控制电路模块的设计

数字控制电路模块如图4—7所示。其中由hlvl～mv5和咖d2 1构成时钟产

生电路；nand2 2和naIld2 3构成RS触发器； 0ut输出端接后级驱动电路；

skip pulse信号为跨周期比较器的输出信号：Duty cycle为PwM比较器的输出

脉冲信号；c11(pulse信号为振荡器的输出方波信号，Clk pulse信号通过时钟产

生电路生成整个系统的时钟信号Cll【。在Cll【pulse为上升沿时，C1k信号为负尖

峰的脉冲信号。在Dl时-cycle信号， Skip_pulse信号、clk’pulse信号和clk信

号共同作用下控制开关管的开通或关断。而且为了保证整个控制电路正常工作，

要求当Clk为负尖峰信号时，net41为高电平。为此在时钟产生电路前加由电容

和缓冲器组成的延迟单元【41l。其中缓冲器是由两个反相器组成。

图4．7数字电路模块

4．3-3整体电路模块及仿真结果

VFB

图4—8跨周期控制电路的整体电路框图

气
一，]llI“lJI一一汕。一

一汁

c

D一

一诈

k

U—i删竺}|萱。坐呈l!||型
生川一

生咱一。一)毗>蓊挚丁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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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为跨周期控制电路的整体电路框图(比较器的Vin+接VFB，比较器的

Vjn．接Vren)。为了提高所设计电路的应用范围，跨周期比较器的参考电平vrcn

可通过外部引脚AJ调节。为了验证整个电路的功能，假设Duty cycle是个占空比

为70％、周期为lOu的脉冲串，clk pulse为占空比为72％、周期为10u的脉冲串，

vrefl=1．6V，VFB为、，oh=1．7V、Vol=1．5V、周期为200us的锯齿波。整个电路分

别在270c和850c的情况下，用五个工艺角进行仿真，图4．9给出了部分仿真图。

其中cIk信号为时钟产生器的输出信号，R信号为Rs触发器的复位端信号。

：：：血箭商趟I面叩叩口田口衄叩叩叩叩叩田叩皿衄衄叩叩即叩叩叩衄田叩Ⅱ
'日 ，：／out

—j：；口口口口凹叩。 口叩凹口圃口口．口Ⅱ0凹口凹ⅡⅡ。 口巳

7 a 一：／clk

一；三臣口工Ⅱ卫Ⅱ口工Ⅱ口工Ⅱr匝ⅡrⅡ口工Ⅱ口工ⅡⅡ工ⅡⅡ工Ⅱ口工Ⅱ工Ⅱ口工亡

7口 · ／R

一；：二 日口口口口口口口 ．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 口口口凸口口凸口口口 ． 口凸
0．加 1加u 200u 300u 4口口u 50口u 60口“

t}m日(5)

(b)850c时”p工艺角的仿真波形

图4．9跨周期工作方式电路的仿真图

从图4—9可以看到，当VFB为Vren时，skip_pulse信号不翻转，当V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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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嗡，或％时，skip_pulse信号才翻转，从而滤除了噪声信号的干扰。当
vFB小于Vren时，此时模拟系统轻载的情况，s“p_pulse信号输出低电平屏蔽

了许多时钟脉冲信号；当vFB大于Vren时，此时模拟额定负载的情况，

skip_pulSe信号输出高电平，对电路没有影响。可见，本文设计的跨周期控制电

路达到了设计要求。

4．4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分析了开关电源(sMPs)的损耗，得出开关电源的损耗包含开关

损耗，导通损耗和磁芯损耗。但在轻载的时候，由于MOSFET的导通占空比非

常小。损耗主要为开关损耗和磁芯损耗，而这两种损耗都与频率成正比。因此在

待机时减小开关频率，可以减小SMPS的损耗。

目前，减小开关频率的待机节能工作方式主要有跨周期式和降频式。跨周期

工作方式的变换器的效率与输出功率无关。当负载变化时，效率是一个恒定值，

即轻载时的效率与额定负载时的效率相同；而PwM方式，由于f固定，效率随

输出功率的减小而降低，特别在轻负载时PwM变换器的效率降低十分明显。因

此scM与PwM方式相比，在轻载时scM方式的效率更高，更加容易实现低待

机功耗，而且不会产生轻载情况下降频式出现的磁芯饱和问题。因此本文基于跨

周期的工作方式，提出了跨周期控制实现电路。

然而由于这种方式和其他的减小工作频率的方法一样，会产生音频噪声。为

了消除这个负面影响，通过电路结构的设计限制跨周期时的峰值电流，即通过光

耦反馈后的反馈电压作为峰值电流的参考电压，实现参考电压随输出电压的升高

而降低，从而限制了跨周期时的峰值电流，消除了开关频率可能落在音频的可能

性，从而更好地实现了低待机功耗的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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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开关电源的安全保护电路模块

开关电源电路担负着向整个电子设备各单元电路提供电压和功率的任务，一

旦发生故障，整个电子设备就不能正常工作，严重时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烧坏元器

件事故，其后果极其严重。因此必须设计多种保护电路，比如防浪涌的软启动，

防过压、欠压、过热、过流和过载等保护电路。为了实现电源产品的小型化和便

携化，一些保护电路逐渐被集成到开关电源芯片里。下面就本文控制芯片里集成

的欠压、过热、过流和过载保护功能模块加以详细论述。

5．1开关电源的欠压锁定、过载和过热保护

5．1．1设计思路

市电经整流后通过芯片里的高压启动电路向芯片外接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的

电压作为开关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压Vcc。如果芯片没有欠压锁定功能，即Vcc上

升到11．4v以上，开关电源系统就开始工作。同时关断高压启动电路，停止对外

接电容充电；当vcc下降到11．4v以下，系统就停止工作，同时开启高压启动电

路，对外接电容充电。这样就会出现开关电源系统一启动就关断的情况，不利于

系统进入稳定的工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开关电源系统能够稳定地工作，智能开

关电源控制芯片中需要增加欠压锁定电路。在电源启动阶段，只有当Vcc增加

到最大阈值11．4v时，开关电源系统才开始工作。启动后，只要Vcc电压在9．8V

以上，系统就处于工作状态。即供电电压Vcc应存在一个“窗口”。

在工作过程中当出现过载或过热故障时，电路的过载和过热保护信号会使电

路进入欠压状态。这时就需要高压启动电路对外接电容充电来重新启动整个系

统。但有的时候，故障不能马上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一旦启动，保护电路

就会起作用，检测到故障就又进入欠压状态，又重启，这样会导致系统不稳。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加了一个低压(6．3v)检测电路，如果故障在Vcc下降到9．8V

之前消除，则当vcc为9．8V时，通过欠压锁定检测电路输出控制信号开启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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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电路，对外接电容充电，使vcc电压升高。如果当Vcc到达9．8V时，故障

仍存在，则保持高压启动电路的关闭状态，不对外接电容充电。当Vcc下降到

6．3v时，通过低压(6．3v)检测电路输出控制信号，开启高压启动电路，对外接

电容充电，使Vcc电压升高，当达到11．“时，高压启动电路关断，重新开启开

关管。当再次下降到9．8v时，如果故障还存在，则重复前面的过程；如果故障

消除，开启高压启动电路，使Vcc电压升高，直到11．“。此过程如图5—1所示。

同时图5一l还给出了控制高压LDMOS管导通的驱动信号的输出情况。在启动阶段，

只有vcc电压达到11．4v以后才输出驱动脉冲：在芯片正常工作阶段(9．8V到

11．4v之间)，一直输出驱动脉冲；当Vcc降到9．8V并存在故障，Vcc继续下降，

达到6．3v后被充电到再次达到vcc=11．4V，在这段时间不输出驱动脉冲信号。

因此为了有效控制高压启动电路的导通和高压LDMos管的导通，本文设计了欠压

锁定检测电路、故障重启检测电路(6．3V检测电路)、过载检测电路、过热检测

电路和智能数字控制电路。

图5．1欠压锁定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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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电路结构及仿真结果

5．1．2．1欠压锁定检测电路及仿真结果

欠压锁定检测电路的功能是检测9．8V和11．4V的两个阈值电压，从而与其

他电路一起控制芯片的正常工作。电路图如图5—2所示。vcc为芯片的供电电压

即外接电容上的电压。A和c端为检测输出信号。为了防止外界干扰和提高控制

稳定性，两个比较器都采用迟滞比较器。考虑到电路在启动时，基准电压源还没

有建立，从而无法提供一个比较高的稳定的参考电压。为此，需对电源电压进行

分压，从而在基准电压建立后进行准确的比较判断。图中由R0、R1和R2组成

分压网络。在正常工作时，电源电压比较大，为了减小分压电路的功耗，分压电

阻就要求很大，因此采用P阱薄层电阻的rpwd电阻模型。电压Vref为4V电压，

由电压调节器模块产生。通过设计电阻的比值，使得当vcc大于9．8V时，Vn才

大于Vref，即A才为高电平；当Vcc大于11．4V时，Vm才太于Vref，即c才为

低电平。

图5．2欠压锁定检测电路 图5．3欠压锁定检测电路的迟滞比较器

图5—2中采用的迟滞比较器如图5．3所示。其中vdd=6v，vbias=4．8v，均

由电压调节器模块产生。其原理与跨周期比较器相同，所以在此就不加以多述。

其迟滞宽度为97mv，共模范围为156mv～5．6v。在各个工艺角下增益都大于6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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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给出了部分仿真图。为了便于观察欠压锁存检测电路的效果，本设计采用

三角波的vcc进行仿真，图5—5给出了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当vcc>11．“时，

c端才输出低电平：当vcc>9．8v时，A端就输出高电平。而且都存在迟滞功能，

满足了设计要求。

图5．4欠压锁定保护中的迟滞比较器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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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欠压锁定检测电路的整体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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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故障重启检测电路及仿真结果

图5-6故障重启检测电路

本文采用的6．3v检测电路如图5—6所示。其中电压采样电阻和图5—2所用

的是同一个，只不过把RO分成RO”和R0’。Vg是基准电压源的输出电压，Vdd=6V，

bias：4．8V。由M1、M2和M3组成电流源电路对运放进行偏置。为了提高响应速

度，即希望当检测到vcc下降到6．3v时，out端迅速下拉到低电平，因此增加

MO管组成另一个下拉支路。比较器的共模范围为O．4-5‘88v。各种情况下的增益

均大于60dB。图5．7给出了在27度时在仃n工艺角下的增益曲线。

图5．7故障重启检测比较器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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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过载检测电路及仿真结果

过载保护电路是在电源过载或输出短路时保护电源，因此要求其具有快的响

应速度，以保证过电流时高压LDMOS管及时关断【3】。图5．8给出了芯片及其外

围的部分电路。其中Vdd．5．2V，R3=8KQ，R5=60KQ，R7120KQ。

图5-8过载检测电路

当发生短路或出现光耦故障时，VFB为Vdd·亩；ji粤击24．1V。此时尖峰电
流设置点ve达到最大，电网就输出更多的能量到负载，会引起烧坏电源的危险，

因此加了过载保护电路，通过过载输出的控制信号D来控制芯片以致整个系统。

正常工作时，D为低电平；过载时D为高电平。图5．9给出了本文采用的过载检

测比较器，其中Vdd=6V，Bias=4．8V。

为了提高响应速度，过载检测电路比较器采用BiCM0s电路。第一级输入

对管采用输入阻抗无穷大的MOsFET晶体管，负载管采用双极型晶体管；第二

级采用以电流源为负载的双极型晶体管为输入管的共射放大器：第三级采用了电

流源负载的共源放大器。过载检测比较器融合了MOSFET的高输入阻抗和双极

型晶体管的高增益优点。其共模范围为304．2mV到5．18V，交流增益可达到

100dB以上，单位增益带宽可达到20MHz，如图5—10所示。可见过载检测电路

满足了快的响应速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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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过载检测比较器

图5．10频率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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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ll扫描Ⅵm的输出波形

根据前面的分析，当出现过载或光耦断开时，VFB为最大值4．1V。为了使

vFB在4，lv时过载保护电路起作用，需要调节Rl和R2的值，以使比较器的电

平转折点发生在vFB=4．1v时。对VFB进行直流扫描的仿真图如图5一ll所示。

可见VFB为4．1v时，过载保护电路输出D从低电平变到了高电平，从而控制

输出驱动，对整个电路实现保护。此时Vcu为1．014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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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过热检测电路及仿真结果

本文设计的Ac．Dc开关电源芯片内部集成了高压LDMOS功率开关管，由

于高压LDMOs管在工作时存在很大的功耗，引起整个芯片温度升高，为了保证

芯片里电路的正常工作，本文设计了过热保护电路。当芯片的温度超过所设定的

最高结温时，输出控制信号关断高压LDMOS管，使芯片的温度下降，当芯片的

温度降到容许值时，输出控制信号开启高压LDMOs管。过热保护电路是利用

bipolar晶体管导通闽值电压、，0n的负温度系数。图5—12给出了本论文采用的过

热检测电路。其中vdd_6V，Bias=4．8V。

Vdd

％2#}中

旦≥<
j1

图5一12过热检测电路

图5—12的工作原理：在常温下(300K)，VA<von，Ql关断。Out端输出高

电平，导致M3导通。这时Ql的基极电压为、■1爿1tRl+(11．Ids3)+R2。由于MOs

管的阈值电压具有负温度系数，von具有负的温度系数，电阻具有正的温度系数，

因此随着温度的升高，Il增大，在Ql导通前，VA逐渐升高，von逐渐减小。当

vA_von时，Ql导通，Ql管的基极电流Ib成指数升高，Q1的Vce减小，导致

M3的导通电阻增大，VA进一步增大，导致Vce进～步减小，在此正反馈的作用

下，导致Ql的迅速完全导通和M3的迅速关断，Out端输出低电平。这个过程

中，0ut从高电平变到低电平的转折温度点为To。在To温度时，

VA=118Rl+(Il-Ids3)+R2=、，on。

当Out输出低电平时，此时Ql的基极电压为VA2=11+(Rl+R2)，可见VA2>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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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vA2_von时的T1温度小于TO。由于正反馈的引用，使得输出Out从高电

平变到低电平和从低电平变到高电平的温度转折点不同，从而引入了一个迟滞

量，避免了热振荡。通过调节参数使得TO为1250c、Tl为850C。图5一13给出

了热保护的温度扫描波形。从图可知，高的温度转折点为1250c，低的转折点为

850c，达到了所设计的目标。

4．0

一
、 j．0
—

2，0

1 a

。、、

图5．13热保护的温度扫描波形

5．1．2．5保护电路的智能数字控制模块设计与模拟仿真结果

前面几节分别讲述了开关电源的欠压锁定检测电路、故障重启检测电路、过

载检测电路和过热检测电路，为了使这些保护检测电路输出的控制信号能够对整

个系统进行有效的控制，本节根据图5．1设计保护电路的数字控制模块。

由于过热保护的优先级优于其它任何一个保护，因此加到数字控制电路的最

后。为了控制这个过程，定义4个输入变量：A、B、c、D。其中，A、c信号

为欠压锁定检测电路的输出信号(如图5．2所示)，B信号为6．3V的检测输出信

号(如图5．6所示)，D信号为过载检测的输出信号(如图5—8所示)。两个输出

信号，即高压启动电路的使能端一Vcn(如图3—20)和控制驱动的输出—Vdr。

其中vcn=o表示高压启动开启，对外接电容c充电，vcn=l时表示高压启动关

断。vdr为l时为输出驱动信号，Vdr为0时无驱动信号输出。

图5．14给出了vdr信号对LDMOS的控制电路。其中Vpulse信号是P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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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器和跨周期电路共同产生的可变占空比脉冲信号，vdr为数字控制模块的输

出信号，Ⅵleat为过热保护的输出信号，输出0ut信号是高压LDMOs的栅驱动

信号。

V叫∞

一咯

％删

图5·14 U)MOS的控制电路

为了得到数字控制电路，设此数字逻辑有四个状态即：sO(OO)为正常电容

充电状态，S1(01)为正常电容放电状态，s2(10)为故障电容充电状态即启动

阶段Vcc从O充电到11．4的阶段和故障阶段vcc从6．3v充到11．4v的阶段，s3(11)

为故障电容放电状态即当vcc为9．8v时，过载故障仍存在，vcc继续放电一直

到vcc为6，3V的阶段。数字控制模块的状态转换图如图5—15所示，从而得出状

态卡诺图如图5．16所示【4”。

图5-15数字控制模块的状态转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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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电路次态，输出的卡诺图

图5一17RS触发器

采用图5．17所示的Rs触发器组成智能数字控制电路，

图得出电路的状态方程和输出方程为

Q1“+1=cQI“+D五

Qo”制=Qo“(A+BQl“)+(c+QI“D百)

——‘—一——一一一
vct】_Qo“·Ql。BtQl“D·A+C

252—三；2
V打=Ql“·A·D·C

其中图5。17中的Rs触发器的特性方程为

根据图5．16的卡诺

(5-1)

(5—2)

(5—3)

(5—4)

Q“=S+RQ“ (sIP0) (5．5)

根据(5一1)到(5．5)式，并加上过热检测电路的输出控制信号Vheat，得出如

图5一18所示的保护电路的智能数字控制电路。电源电压取6V。图5一18中用到

的两输入与非门、三输入与非广J、四输入与非门，反相器和基本Rs触发器见附

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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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t

图5—18 保护电路的智能数字控制电路

对图5．18进行模拟仿真，仿真波形图如图5—19所示。刚开始上电的时候，

由于系统输出电压为零，与过载的输出情况相同，通过过载检测电路输出高电平。

从O到200u模拟的是上电阶段，当c为O时(Vcc=11．4V)，Vdr才输出高电平，

输出驱动脉冲使开关管导通(图5．14)，此时vctl也由零变为高电平，停止对外

接电容的充电。在250u到400u这段时间，当A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即、k

降到9．8V)时，此时无故障，vcn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对外接电容充电，在

这个期间，Vdr一直为高电平。当C由高变为低电平时(Vcc为11．4V)，Vctl

为高电平，停止对外接电容的充电。从600u到800u这段时间里，当A为低电

平(vcc降到9．8V)，D为高电平(存在故障)时，此时vcn为高电平，停止对

电容充电，同时vdr为低电平，停止驱动开关管。当过热检测电路输出存在过热

信号即Vheat由高电平变到低电平时，该优先级最高，此时Vctl变为高电平，停

止对电容充电，同时vdr变为低电平，停止驱动开关管。可见所设计的智能数字

控制模块达到了智能控制的要求，并和欠压锁定检测电路、故障重启检测电路、

过载检测电路和过热检测电路一起构成了整个开关电源的智能安全保护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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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保护电路的智能数字控制模块的整体模拟仿真波形

5．2过流保护和前沿消隐(脉宽调制电路)

5．2．1过流保护与前沿消隐

本文采用的过流保护电路如图5．20所示。Invl一Inv4和电容c组成前沿消隐

电路。其中Vdrivc(岫信号为驱动电路的输入信号，可参见图5—14。

{

图5．20前沿消隐电路和过流保护

工作原理为：假设芯片内部电压源信号已经建立，整个系统开始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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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LDMOS处于关断，这个时候不管是Ml导通还是M2导通，vm都为0，

此时ve由5．1．2．3节的分析，Ve>o，则PwM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使LDMOS导

通。由于导通瞬间产生很大的尖峰，由于从vdri删。、为高电平到LDMOS管导通

的时间(驱动电路的延时为34ns)远小于V州Ⅲinl到A点的时问(230ns)，因此

在M1导通之前，vrn始终为O电位，这样滤除了刚开始导通的尖峰电压：当尖

峰电压过去后，230ns后，M1导通，Vm=、‘。僻l。从而与Ve进行比较，输出脉

宽调制信号，以使系统输出稳定的输出电压。在整个系统工作的过程中，如果出

现了短路过流现象，则Vm会突然大于Ve，则通过删比较器迅速输出低电
平来关断LDMOs管，以免其过热烧毁。同时通过5．1．2．3节的过载保护电路对

整个芯片系统进行控制，从而保证系统能够可靠的工作。前沿消隐电路的延迟波

形如图5．21所示。可见延迟达到了230ns的设计要求。

6，8

4，0

2 a

0 0

图5—21前治消隐的延迟波形

5．2．2脉宽调制比较器(过流比较器)

脉宽调制比较器(PwM)不仅担当整个开关电源系统电压反馈控制环路和

电流反馈控制环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担当过流比较器。因此PwM比较器

的设计非常重要，要求其具有快的响应速度即具有大的单位增益带宽。

从图24和图5—8可知，当电源工作在轻载时，vFB最低为跨周期比较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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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电平(1．6V)；当电源工作在过载时，vFB最高为4．1v(见5．1．2．3节)，因

此图5—20中Vj的电压变化范围为1．6v／4到1v，为此PwM比较器采用P差分

对输入的运放结构。由于整个系统是双环负反馈系统，所以稳定性很好，作为控

制LDMOs导通占空比的PwM比较器来说，对其抗干扰的要求要比跨周期比较

．．器的要求低很多，因此PwM比较器采用简单的两级开环放大器。图5．22给出

了本文所用的PwM比较器。其中，vdd=6v，vbias=4．8v，均由电压调节器模

块产生。Ml和M2组成反相器对Outl输出的比较信号进行整形。电路里的PMOs

管采用pe模型，NMOs管采用ne模型。其原理可参考㈣【33】，参数与第四章的

跨周期比较器的考虑相同，再此就不过多叙述了。

该比较器的共模范围为130．37mv到5．3495v，如图5—23所示，可见满足了

Vb的电压变化范围。

图5-22 PWM比较器

图5-23 PwM比较器的共模范围

通过仿真验证了PwM比较器的频率响应满足设计指标的要求。图5．24给

出了部分的仿真结果，可见直流增益都大于60dB，单位增益带宽都大于94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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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本章小结

fnq(Hz)

图5．24 PwM比较器二级运放的频率响应

本章从开关电源的安全保护出发，介绍了欠压锁定保护、过载保护、过热保

护、过流保护等保护控制的实现。通过设计欠压锁定检测电路、故障重启检测电

路、过载检测电路和过热检测电路，当出现上述情况时能够及时的检测到并输出

与正常工作时不同的电平信号，并通过智能控制数字电路模块，输出控制驱动脉

冲和高压启动电路开启的控制信号，从而实现了对整个开关电源系统的智能控

制。

为了在过流时快速保护功率开关管并节省芯片面积，本文采用PwM比较

器作为过流比较器。同时为了避免导通时的误判断，加了前沿消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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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开关电源芯片的电磁兼容设计

6．1开关电源的电磁兼容性

开关电源工作在高的开关频率，采用高的开关频率可以减小磁器件尺寸，

但相关的方形脉冲含有丰富的高频成分，会增强由电源结构的交互作用和有源器

件产生的电磁干扰(EMI)频谱，使得开关电源质量受到影响和EMI噪声的增

加，因此开关电源已经成为干扰电磁环境的主要因素。随着通讯及控制技术的发

展，各种高频数字电路对开关电源电磁兼容性(EMC)的要求更加严格，如何减

小电磁干扰(EMI)成为开关电源设计中的一个难点。

6．1．1开关电源的骚扰源

根据文献【1]【4]【43】Ⅲl【4习【46]，在开关电源中，主功率开关管以高频开关方式工作，

开关电压及开关电流均接近方波，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然而只有输入电流的直

流部分贡献平均功率，其他含有谐波的能量被认为是传导EMI干扰。

同时，由于电源变压器存在漏电感和分布电容，而且主功率开关器件的工作

状态不理想，在高频开或关时，就会产生高频高压的尖峰谐波振荡。该谐波振荡

产生的高次谐波通过开关管与散热器间的分布电容传入内部电路或通过散热器

及变压器向空间辐射。

用于整流及续流的开关二极管，也是产生高频骚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整流

及续流二极管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二极管的引线寄生电感、结电容的存在以及

反向恢复电流的影响，使之工作在很高的电压及电流变化率下，且产生高频振荡。

整流及续流二极管一般离电源输出线较近，其产生的高频骚扰最容易通过直流输

出线传出。

此外，开关电源一般利用储能电感及电容器组成L、c滤波电路，实现对差

模及共模骚扰信号的滤波。由于电感线圈的分布电容，导致了电感线圈的自谐振

频率降低，从而使大量的高频骚扰信号穿过电感线圈，沿交流电源线或直流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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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向外传播。滤波电容器随着骚扰信号频率的上升，引线电感的作用导致电容量

及滤波效果不断地下降，甚至导致电容器参数改变，也是产生电磁骚扰的一个原

因。

可见，开关电源骚扰源的产生都是由于开关管在快速开关过程中存在大的

di，dt和dv，dt的缘故，而且骚扰源辐射的能量只集中在开关频率及其谐波频率上，

使得开关电源很难满足EMI标准。

6．1．2开关电源中减小EMI的新技术——频率抖动

减小EMI噪声存在三个途径即抑制噪声源，隔离噪声耦合途径和滤波／屏蔽。

在电磁兼容技术中，人们所关心的只是噪声的幅值是否被限制在规定的限度内，

因此目前流行一种新的减小开关电源EMI技术——频率抖动技术。所谓开关电

源频率抖动技术是把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调制在很窄的频率内，以降低和基频的

各次谐波相关的电磁干扰的幅度【45】嗍【471，分散谐波干扰能量，从而减小开关电

源自身的EMI。

该技术是基于调频技术提出的，由文献【48墉出，调制信号越大时，调频波的

频率越高：调制信号越小时，调频波的频率越低。通过调制开关频率，产生边频，

从而增宽辐射的频谱，一些能量就被分散在边频上，使得所得的辐射频谱很容易

满足EMI规范。【删图6．1展示了频率调制在频谱上的效果，其中fc是载波频率，

fhl是调制频率，△f是频率变化的幅度。

n『1 f1 f1唧 f1门门门眦
—．J L．一—．一L．一

I I：：：：：：

(a)

图6．1频谱波形：(a)方形波

trl+‘Af S玑套，吒协亿】
t_

j矗b： ：．．j矗～=
f． nf．

＼__、／—7、——～———／
Bt_穹一．'K耳扩2●-1)k—以T

(b)

(b)频率调制后的方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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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通过调制产生了边带谐波，把开关频率的谐波能量分散在各自的

边频谐波上，使得频率向fc的幅值比调制前减少很多。虽然I艋近的两个边频谐

波的频率相差矗n，但开关频率的每一个谐波的调制指数mfh(mf=△f／fm)不同

(n为开关频率未调制脉冲串的谐波次数)，比如：对于开关频率的二次谐波n-2，

mf2=2mf。一根据Carson’s Rule，n次谐波的带宽

BnT=2(n+mf+1)fm (6—1)

若mf≥l，BnT=nBT。可见谐波次数越大，带宽就越大，展开的能量越均

匀，越容易满足EMI的规定。

图6．2显示了有无频率抖动对EMI的影响I“。从图中可以看到，利用频率

抖动可显著减小噪声干扰，并且噪声谐波次数愈高，抑制能力愈明显。

图6-2(a)无频率抖动的EMI影响 (b)有频率抖动的踟影响
采用频率抖动技术的开关电源不仅能在源头抑制传导干扰，而且大大地减小

了EMI滤波部件尺寸，减少了抑制辐射EMI的屏蔽材料(由于在任何给定谐波的

能量密度能保持很小)。基于以上的优点，频率抖动技术已被集成开关电源芯片

所采用而大量应用于小功率开关电源产品中。

6．2频率抖动特性的振荡器设计

为了更好的减小EMI噪声，本论文提出了一种具有频率抖动特性的振荡器

模块如图6—3所示。由于整个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外接电容上的电压vcc，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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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状态下，Vcc从9．8v升到11．4v然后又从11．4v降到9．8v，如此循环，

也就是说正常工作状态下vcc上的电压是周期性的锯齿波。为了实现频率抖动，

用Vcc的电压作为频率调制信号来调制振荡器的频率即开关频率，达到频率抖动

的目的【卯1。

6．2．1振荡器主体电路的设计及仿真结果

图6_3振荡器电路

本文采用图6．3所示的振荡器结构。其中vl=2．45v，v2=4v。振荡器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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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骚邛
广—]厂—]l

图6．4电容充放电的电压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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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设计的摄汤器甲，i臣辽M2对电．谷冗电，电谷允电阴电侃1l力ldM2，；

通过M5对电容放电，此时M2继续对电容充电，但M5放电的电流要大于M2

充电的电流，因此电容放电的电流i2为IdM5．IdM2．由公式

c尘；i (6—2)
dt

因此，为了得到72％的占空比，就要求

i，=甍i：=素iz 临s，
11
2瓦12 2丙12

怕一5’

即 IdM5=等。IdM2 (6-4)
'‘

由于M3工作在饱和区，M4工作在线性区，而且IM3=IM4=13，忽略

体效应的影响，可得

：胁cox芒)3坼一VE—V“)2=：“cox吊。【2坼一vth。)vE—VE2] (6-5)

得出vF—vtllIl=(2+√_)VE (6—6)

由z一三膈。(詈]，坼一v岫，2 临，，

zs=三脚c“(罟)，cⅦ一Ⅶ一‰，2 cs舢

可得 去=糍器 ㈣，，

设唑：!
(W／L)1 3

得出≠L“o．375 ，≠L≈o．1 (6．10’

IdM5 ldM2

从而得出 [翔。肥)：一o· ㈨⋯

为了设计周期为10u的振荡器，对于充电阶段，根据公式(6．2)，其中i-IdM2，

du：vl—v2：4—2．45：1．55v，dt：O．72T：7．2u．因此可以综合考虑电容值和

管早的女小沿幸最后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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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Vcc=10．6V)给出了在27度时采用tm工艺角的振荡器瞬态波形，

可见振荡器的频率为98．38K，周期为10．16u，占空比为72．57％。

图6—6给出了振荡器在温度27℃、50℃和85℃时的瞬态波形，在27℃时，

占空比为72．57％，周期为10．223u；在50℃时的占空比为72．12％，周期为10．212u：

在85℃时的占空比为71．99％，周期为10．195u。可见振荡器模块的设计达到了周

期和占空比的设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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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VtFlO．6V时的振荡器波形

^：／50℃

30Bu 510u 020u 500u

“me t 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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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振荡器频率调制电路的工作原理

在图6．3中，由Mbl一Mb7构成振荡器偏置电压的产生电路f⋯，与电压调节

器模块一起实现了对振荡器进行频率调制的功能。设Ql和Q2组成的达林顿放大

器的跨导为g。o，动态电阻为ro，运放A1的增益为Av，则电压调节器模块中从Vcc

看进去的等效电阻R近似为

R≈gmo·m·(Av·R2+R1+R2) (6．12)

因此△vr=学职1+R2)幽·“cc (6-13)

舯即i篙嵩‰面。gmO’ro’【Av。耻+Kl+K2J

‰3瓦i意：％磊删r=№．△vr
舯K22瓦i东i瓦。
设m，与潮的宽长比瓶即(罟]m，／㈢蝴喝则

址Ⅲ=址⋯訾也vcc
靴与m，的宽长比飙即(詈)：／(戢幽，所以

(6．14)

(6．15)

出，=出州：=K。心m，=半+吖cc csds，

由c竺：i得出
dt

DT：c竖：D
il

得出△i1=K5·△m

．6 9

(6—17)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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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g姜L：：堕，vl_2．45v，v2：4v，D为振荡器输出脉冲的占空
2万-D

比(72％)。

最后得出

△国：垦!：垦2：鉴!△vcc (6．19)

K3。KS 一

由(6．19)式可得角频率w的变化与vcc的变化成正比。由于△vcc的波形

是周期性的锯齿波，从而△w的波形也是周期性的锯齿波。可见本文设计的电路

可以实现对振荡器频率的调制功能。

6．2．3振荡器的整体仿真结果

通过调节电路参数，得出了满足设计指标的电路参数。图6．7给出了仃n工

艺角下整体仿真的结果。从仿真结果测出，当电压为9．8v时，对应的频率为

94I(1乜：当电压为lO．6v时，对应的频率为98KHz；当电压为“．4v时，对应的

频率为102KHz。其他工艺角的情况类同。可见本文所设计的振荡器实现了频率

抖动的效果，达到了±4l(}Iz抖动量的设计指标。图6—8(b)给出了本文具有频率抖

动特性的振荡器输出方波的频谱图，与图6—8(a)无频率抖动特性的方波信号的频

谱图相比，增宽了辐射的频谱，一些能量被分散在边频上，显著降低了基频及其

各次谐波的幅度，从而实现了从源头减小开关电源EMI的目的。

图6—7振荡器整体仿真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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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图6-8(a)无频率抖动特性方波的频谱图(”振荡器pulse_om的频谱图

6．3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分析了开关电源中存在的各种骚扰源，并且通过分析得出骚扰源的

产生是由于开关管在快速开关过程中存在大的di，dt和dv／dt的缘故，而且骚扰源

辐射的能量只集中在开关频率及其谐波频率上，且随开关频率周期性的变化而变

化，使得开关电源很难满足EMI标准。

在电磁兼容技术中，人们所关心的只是噪声的幅值是否被限制在规定的限度

内，因此目前流行一种新的减小开关电源EMI技术——频率抖动技术。所谓开

关电源频率抖动技术是把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调制在很窄的频率内，以降低和基

频的各次谐波相关的电磁干扰的幅度，分散谐波干扰能量，从而减小了开关电源

自身的EMI。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种具有频率抖动特性的振荡器模块。由于正常

工作状态下vcc上的电压是周期性的锯齿波，因此可以用vcc的电压来调制振

荡器的频率，即开关频率。

通过仿真验证，本文提出的振荡器达到了±4KHz抖动量的设计指标，通过

对振荡器输出方波的频谱分析，得出这种振荡器实现了降低和基频的各次谐波相

关的电磁干扰的幅度，从而实现了从源头减小了开关电源EMI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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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总结与展望

本文设计了一款智能Ac—Dc单片开关电源集成电路，其内部集成了650V的

高压功率管、控制电路及保护电路，可广泛应用于采用电流断续模式的峰值电流

型控制方法的小功率反激型开关电源系统中。
一

该设计采用德国X—FAB公司的650V高压BCD工艺即XDlOH-一1．O嗽

ModularDDdOS 650v进行仿真。为了保证成品率，对各工艺角(CORNER)进

行了扫描仿真，保证在最差的情况下电路能够正常工作。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设计了整个开关电源系统的智能数字控制电路，实现了对整个系统的智能

控制，并通过仿真验证了其达到了智能控制的要求。该电路与欠压锁定检测电路、

故障重启检测电路、过载检测电路和过热检测电路一起构成了整个开关电源的智

能安全保护电路。

2)为了降低待机功耗，提高轻载时的电源效率，本文提出了一种跨周期工

作模式的控制电路。在正常工作的时候，采用脉宽调制技术来稳压：在轻载时，

采用脉宽调制和跨周期相结合的技术来稳压，从而使轻载时的效率与正常工作时

相同，即效率不随负载变化。同时通过限制跨周期时的峰值电流来消除可能产生

的音频噪声，从而在有效抑制音频噪声基础上实现了低待机功耗的控制。

3)从减小开关电源的电磁干扰(EMI)出发，设计了具有频率抖动特性的

振荡器电路。用芯片外接电容上的电压作为调制信号来调制开关频率，从而修改

噪声辐射的频谱，降低开关电源自身的D血，达到从源头减小EMI噪声和降低

开关电源系统设计成本的目的。

通过仿真验证，表明所设计的电路功能达到了系统设计指标的要求即

1．振荡器的频率为lOmmz，占空比为72％，内建频率抖动为±4KHz；

2．PwM比较器：单位增益带宽≥94MHz，直流增益≥60dB；

3．前沿空白宽度为230rIs；

4．跨周期比较器：迟滞量为100mv±10％，直流增益≥60dB；

5．高压功率管的驱动电路的Tr：96ns，Tf=29ns，拉电流为202mA，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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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为45smA，拉电阻为43欧姆，灌电阻为18．4欧姆。

通过本文的归纳总结，作者认为在该研究领域还存在以下几方面值得进一

步扩充和深入：

l、由于本文的设计重点在芯片里智能控制电路的实现，而对一些电路模块

的功耗没有过多考虑，为此可能需要改进部分电路结构以降低电路模块的功耗。

2、由于时间的问题，本文未能完成整个电路的版图设计，也未能进行流片

等硅验证工作，这些工作将由后面的人继续完成。

3、由于本集成电路内部不含有斜坡补偿电路，只能应用在电流断续模式的

反激型电路中，这限制了其使用的拓扑结构和应用范围，因此为了加大芯片的应

用范围，在以后的设计中可以加入斜坡补偿电路。

4、近代集成电路设计大多采用模块和层次化设计方法。本文在模块化方面

做了些工作，但限于条件与时间，未能完成整个电源系统的仿真，因此该设计方

案距实用化距离还很长。希望今后有机会能用多目标投片方式，在验证备模块性

能指标基础上深入研究整个系统集成的性能指标。同时探索整个电源系统仿真的

可能性，为最终实现具有自主知识创新的Ac仍c智能开关电源集成芯片打好坚

实基础。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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