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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效率电源是开关电源的发展趋势，谐振软开关是提高开关电源效率的常用设计手

段。为了研制一台3KW高效(满载95％以上)通信电源，论文采用谐振软开关变换器

来实现功能。传统的谐振变换器一般均采用频率调制方式，从而使变换器应用受到一些

限制，如允许输入的电压范围宽度较窄，软开关实现受负载大小影响等。本论文采用新

型谐振推挽变换技术，结合恒定脉宽调制方式，克服了传统谐振软开关的缺点。为了满

足性能要求，电路采用Buck电流馈电的两级电路，前级Buck和后级谐振推挽电路，从

而减小开关管应力，简化控制，降低成本。后级推挽采用交错并联，提高传送功率和变

换器效率。

本文首先介绍了谐振变换器背景与种类、基本推挽电路及各种谐振推挽电路的工作

原理及基本关系。重点分析了传统电压馈电、Buck电压馈电以及Buck电流馈电各种电

路的基本原理和优缺点。同时介绍了同步整流概念和基本原理，并对新型的谐振推挽电

路进行了原理分析，讨论了软开关实现条件的选择、两级电路及交错并联推挽。

然后，论文在比较两种不同Buck拓扑基础上，采用simetrix仿真软件对电路进行

仿真，重点仿真分析了电路的软开关特性。通过比较，说明电路软开关的实现条件。

其次，本文对电路参数进行了设计，重点是磁性元件的设计。在介绍了控制和驱动

芯片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电路的控制思路。对控制电路参数进行了设计，并利用试验验

证了控制电路的可行性。

最后，本论文为了验证所提出的电路拓扑的优越性进行了试验研究，试制了Buck

馈电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变换器电源装置。通过对所采集试验波形的分析，说明了新拓扑

的可行性。利用试验所得的效率参数绘制了效率曲线，且对电路进行了简要的损耗分析。

并通过分析相应bode图特性，进行负载突变实验，验证了变换器良好的动态响应性能。

关键词：谐振推挽；交错并联；同步整流；软开关；电流馈电



Abstract

Hi曲e伍ciency is me deVelopmem trend of power supply’ and resonant aIld

soR—switclling is al、)~，ays the way t0呻r0Ve tlle efnciency in po、Ⅳer supply design．Tb

deVelop a lligke所ciency(more tlm 95％at如ll—load)3 KW commuIlications power supply’

p印er llSes resonant convener t0 acllievc soR_switching condition．Ttaditional resonant

conVerter generally adopts f．requency modulation mode，Which makes coIⅣerter h嬲some

limitations．Such嬲，na玎ow input voltage raIlge，a11d the realization of soft-s谢tching is

sensitive to load size．Therefore，a new type of resonallt Push-pull coIlVerter is present，which

is a constant pulse width modulation to overcome shortcomings of乜aditional soR-switching．

In order to meet让忙requirements，Buck current-fed t、vo stage is used，f．omer Buck aIld post

Push-pull．Buck is to decrease the stress of switch，simpli匆the control aIld reduce costs．And

interleaVing Push—puH is to increaSe the trallsmission poⅥ，er and converter emciency．

Firstly，tllis p印er proposes the baCkgrounds aIld classifications of the resonaIlt conVener，

aIld focuses on the operating principle and the basic relationship of reso彻，nt Push—pull，Buck

current-fed，and syncllronous rectifier．Paper discusses the operating principle of new

resoImce Push—pull，aS weU as the realization of soR-s、Ⅳitching，铆o stages and parallel

interleaving Push-pull．

Secondly，it presents the di丘IereIlCe between two l(inds of Buck conVerters a11d does

some simulation on circuit by simetrix， aIld focus on the soR-s、Ⅳitching analysis． By

comp撕ng di脏rent conditions，paper gets the realization of soR—switching．

Tmrdly，it is the design of the circuit parameterS，especially magnetic componems．ARer

i劬∞ducing the control cllip and“Ver chips，p印er proposes the control method of circuit．

Then is the desigll of the control circuit par锄eters，test and cerrtification of the feasibil时of
the contr01 circuit．

Finally，thjs paper is to V耐匆tlle superiori够of a conVerter study，test、vaVeforms and

get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feasibility of a new topology．The e所ciency curves are dravm

f．rom experimental da‰and a brief loss analysis of the circuit is followed．IIl the end of p印er，

mere are transient response test alld bode plot analysis of converter．

Key words：resonant Push-pun；interleaVed；syncllronous rectifier；soR-switclling；current-f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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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章绪论弟一早珀T匕

1．1谐振变换器

最早的软开关技术是采用有损缓冲电路来实现。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它是将开关损

耗转移到缓冲电路中消耗掉，从而改善开关管的工作条件。这种方法对变换器的效率没

有提高，甚至会使效率降低。目前所研究的软开关技术不再采用有损缓冲电路，这种技

术真正减小了开关损耗，而不是损耗的转移，这就是谐振技术。将这种谐振技术应用于

各种变换器中，也即为谐振变换器【l，8】。本设计选择谐振变换器为研究拓扑。

1．1．1谐振变换器的分类

谐振变换器有以下两种不同种分类。

1)全谐振型变换器，一般称之为谐振变换器(Resonant conVeIrters)。该类变换器实

际上是负载谐振型变换器，按照谐振元件的谐振方式，分为串联谐振变换器(Series

resonant conVerters，SRCs)、并联谐振变换器(Pamllel resonant converters，PRCs)两类。按

负载与谐振电路的连接关系，谐振变换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载与谐振回路相串联，

称为串联负载谐振变换器(Series load resonallt converters，SLRCs)；另一类是负载与谐振

回路相并联，称为并联负载谐振变换器(Parallelload resonant converters，PLRCs)。在(全)

谐振变换器中，谐振元件一直谐振工作，参与能量变化的全过程。该变换器与负载关系

很大，对负载的变化很敏感，一般采用频率调制方法。

2)准谐振变换器(Quasi．resonant conVerters，QRCs)和多谐振变换器(Multi-resonaIlt

converters，MRCs)。这是软开关技术的一次飞跃，这类变换器的特点是谐振元件参与能

量变换的某一阶段，不是全程参与。准谐振变换器分为零电流开关准谐振变换器

(Zero．cu玎ent—switclling Quasi．resonant conVerters，ZCS QRCs)和零电压开关准谐振变换器

(zero-voltage—s、Vitching Quasi-resonant conVerters，zVS QRCs)。多谐振变换器一般实现开

关管的零电压开关，这类变换器需要采用频率调制控制方法。

1．1．2各种谐振变换器比较

通过前一小节的谐振变换器分类比较，本设计选择全谐振变换器拓扑。故此处所说

的谐振变换器指的是全谐振变换器。前面已讲述过，谐振变换器分为串联谐振变换器、

并联谐振变换器两类。两种变换器的特点比较如下：

a)串联谐振变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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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谐振变换器的主要优点是：(1)使用串联电容，隔离了直流成分，避免了变压

器饱和；(2)因为开关器件的电流随着负载电流的减小而减小，所以在部分负载时仍可

以获得高效率。

串联谐振变换器的主要缺点是：(1)在轻载或者空载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不能调节；

(2)输出直流滤波电容承受很大的纹波电流(在低电压、大电流输出时尤为突出)。

b)并联谐振变换器

并联谐振变换器的主要优点是：(1)负载可以被短路；(2)由于采用电感滤波，滤

波电容需要承受的纹波电流很小，所以适用于低电压、大电流输出的电源。

并联谐振变换器的主要缺点是：由于开关器件的电流提高，导致电路效率下降。并

且开关器件的电流不随负载的减少而减少，因此效率随负载的减小而减小。

比较二者优缺点，本文谐振电路选择并联谐振变换器作为研究对象，其电路的基本

概念及基本关系如下。

1．1．3基本并联谐振回路

图1—1是由电流源，，供电的无阻尼并联谐振电路。假设在r。时刻，谐振电感的初始

电流为L，(r。)=，圳，谐振电容的初始电压为％(％)=％。。则可列出下面的微分方程：

。+C，警“r (1-1)

t鲁刮c， (1-2)

方程的解为：

f。p)：‘+(，。。一‘)c。s缈，o—f。)+：粤sin缈，o一％) (1．3)

Vc，O)=y．c，o cos国，O一％)+Z，(t—J￡，o)sin彩，O—fo) (1—4)

式帆为谐振角频率朋，_1／√再，谐振频率为，2去2去；Z，是谐振
电感和谐振电容的特征阻抗，Z，=√三，／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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饧

图1．1并联谐振电路

式(1-3)和(1-4)中可以得知，在并联谐振电路中，谐振电感电流0和谐振电容电压vc，

均为频率为国，的正弦交流电，谐振频率，决定于三，和C，的大小。f工，和vc，中有两个分

量：零状态分量和零输入分量。

当L。=O，％o=0时，f厶和％的表达式为：

屯，(f)=，。【1一cos彩，O一％)】

Vc，(f)=Z，，f sin国，O—fo)

上面两式表明f厶和1，c，仅与‘和z，有关，谐振电容电压的最大值为％一

振电感电流的最大值为，L一=2，，【1捌。

(1—5)

(1-6)

=z rIi，谐

1．2推挽式谐振变换器

推挽变换器结构简单，技术成熟，适合于低电压输入的中大功率场合。谐振推挽变

换器使其具有软开关功能，应用更加广泛。

1．2．1推挽式硬开关变换器

推挽变换器电路拓扑如图1．2所利3，4】。电路中的两个开关管Q1、Q2接在带有中心

抽头的变压器初级线圈两端，此电路可以看成完全对称的两个单端正激变换器组合而

成。D1、D，为次级整流二极管，L、C为输出滤波电感和滤波电容。

在分析之前，作如下假设：

①所有功率管、二极管均为理想元件；

②电容、电感均为理想元件；

③输出电容足够大，C。、尺。，可以看成一个电压源；

④电路已经进入稳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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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推挽变换器电路拓扑

推挽变换器主要波形如图1-3所示。Q导通时，输入电压加在变压器初级上端绕组，

鲛承受两倍的输入电压，变压器次级上端绕组电压为，z％，整流二极管Dl导通，此期

间电源向负载提供能量；Ql关断、Q2仍未导通，整流管Dl中电流逐渐减小，岛中电流

逐渐增大，直到两管中电流相等(忽略变压器励磁电流)，此时变压器可以看作被短路，

两开关管承受电源电压，输出功率由输出电容提供；鲮导通、Q关断时，输入电压加

在变压器初级下端绕组上，Q承受两倍的输入电压，变压器次级下端绕组电压为托圪，

整流二极管D2导通，此期间电源向负载提供能量； 鲮关断、g仍未导通，整流管D：

中电流逐渐减小，D1中电流逐渐增大，直到两管中电流相等(忽略变压器励磁电流)，

此时变压器可以看作被短路，两开关管承受电源电压，输出功率由输出电容提供。

推挽电路的基本关系如下：

1、电压传输比

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关系为

关：2加 (1．7)
吃

、 。

D为单管导通占空比(本文中出现的占空比都是指单管导通占空比)，，2为变压器

匝比，，2=Ⅳ，／Ⅳ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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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推挽电路的主要波形

2、开关管的电压电流应力

当开关管关断时，开关管上的稳态最高电压是2圪。当开关管导通时流过开关管的

电流是经变压器变换后的负载电流，其有效值为

易=以。√D (1—8)

3、次级整流管的电压电流应力

对于次级全波整流结构，次级整流二极管的电压应力是变压器次级单绕组电压的两

倍，即2甩％。

流过整流管电流的有效值为

，珊=L√1一D (1-9)

1．2．2推挽式ZVCS谐振变换器

为使电路真正实现零电压导通和零电流关断(zVCS)，来达到变换器的高效率，就

要采用新的电路拓扑和控制方法。有文献【51提出了一种新型的zvCs推挽谐振电路拓扑，

电路拓扑如图1-4所示。该电路由初级MOsFET(Q、Q2)，串联LC谐振电路，输出整

流器(Dl一只)，输出电容(C口)和负载(吃)组成。谐振电感为变压器的次级漏感

L，o。、D：为包括MOSFET漏源极结电容在内的并联电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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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推挽ZVCS谐振变换器电路拓扑

推挽谐振变换器采用次级串联谐振电路，在固定电路工作频率，固定占空比的情况

下，能很好地实现零电压开通和零电流关断(ZVCS)，具有不需要分立谐振电感，变换

器体积小，设计制造简单，变换器成本低，效率高的优点，可以用作中、小功率的直流

变压器。为了稳定推挽谐振变换器的输出电压，推挽谐振变换器应采用变频控制。文献

中的仿真和实验表明，若采用下变频工作方式(工作频率小于谐振频率)，在输入电压

范围较宽的情况下，要稳定输出电压开关频率必须要在较大的范围内变化，而开关周期

和谐振周期的差值变大后，该变换器将失去软开关特征，因而推挽谐振变换器难以同时

实现ZVCS和输出电压稳定。

} ；

，√一一一～～_‘＼ ，／”“一～～～、＼
2吃

／ ＼
l ；

∥／“一～～、、
； 2绥 ／ {
l ／ l

／。“ 、＼＼。 ／／”一一、＼、
＼、、⋯，／／

一

，∥一⋯一—纛’、。＼、～ ，，／。一。

图1．5 ZVCS谐振推挽主要波形

1．2．3推挽式ZVS谐振变换器

由上文分析可知，由于推挽谐振电路的工作特点，在输入电压变化时，变频工作方

式的推挽谐振变换器无法同时实现ZVCS和输出电压稳定。为保证推挽谐振电路输出电

压的稳定和电路的高效率，可采用ZVS或zcS。由于推挽谐振电路的MOSFET并联了

较大的电容，所以电路可以实现零电压关断。同时由于ZCS方法导致电路工作频率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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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不利于减小变换器体积，故在此介绍另一种谐振工作方式一一zVS谐振推挽变换器，

其电路拓扑如图1．6所示。

：口t
，： ．

；麓噜-一 噬

}铀l t7

匕i l o，f—j：f_。’_
}o_-o-

绫 ：：
；：7： ：，

互=钒■■■-■■一～t

一崔麓．坠L
图1．6 zVS谐振推挽电路拓扑

为实现电路的ZVS工作方式，同时保证变压器工作时不会饱和，故使电路工作在

国>织(即电路工作频率大于谐振回路的固有频率)。由于电路工作频率高于谐振频率，

故由电感和电容组成的谐振回路呈感性。其主要波形如图1。7所示。

图1．7 ZVS谐振推挽主要波形

两种谐振推挽的特点比较：

1、ZVS推挽谐振变换器和ZVCS推挽谐振变换器的共同点是具有相同的主功率拓

扑结构，都具有电路结构简单，变压器双向磁化，利用率高的特点，而且制作简单，成

本低。

2、zvcS推挽谐振变换器电路效率高，但无法实现输入电压变化较大时仍保持稳

定的输出电压，故适合做直流变压器，而zVS推挽谐振变换器虽效率低于zVCS推挽

谐振变换器，但可实现输入电压变化较大时仍保持稳定的输出电压，具有较高的电压调

整能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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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ZVCS推挽谐振变换器电路在开环状态下工作，控制比较简单，而ZVS推挽谐

振变换器则工作在高于固有谐振频率状态，采用闭环的变频调制，控制比较复杂。

4、ZVCS推挽谐振变换器由于实现了零电压导通和零电流关断，所以开关管的电

压电流应力较小，而ZVS推挽谐振变换器工作在高于固有谐振频率状态，开关管非零

电流关断，电流应力比较大，而且电路工作频率比较高，整流二极管需选用恢复速度快

的超快恢复二极管【51。

1．3电压馈电与电流馈电拓扑

1．3．1简介与定义

所谓电压馈电是指使用内阻很小的电压源向拓扑供电，在开关管不正常或其他器件

不正常的情况下，该类输入电源是无法限制电流的。

当然有多种通过增加辅助电路实现限流的方法，如通过检测过流使脉冲宽度缩窄或

使脉冲立即终止等。但这些方法不是即时的，总会有几个周期的延时，这会导致晶体管

或者整流管的过度损耗和过大的电流电压尖峰。且这种限流方法对晶体管导通和关断的

瞬间过流无法起保护作用。

电压馈电拓扑的输入阻抗可能是离线变换器滤波电容的输出阻抗或是电池供电变换

器的电池输出阻抗，或是网电整流器后端的Buck前置调整器的输出阻抗，它们的输出

阻抗都是很低的。

在电流馈电拓扑中，具有很高瞬间阻抗的电感被加在输入电源和拓扑之间。这会带

来很多好处，特别是在大功率(大于l000W)、高输出电压(大于200V)及从输出电压

也像主输出那样要求严格稳压的场合，其优点更为突出。

为了解电流馈电拓扑的这此优点，先解释一下用于大功率、高输出电压、多输出的

电压馈电拓扑的缺点【3，4】。

1．3．2电压馈电拓扑缺点

以传统的电压馈电全桥电路为例，其电路如图1．8所示。此种拓扑通常用于功率为

1000W左右的输出场合，在功率为1000W以上的高压输出及多输出场合，该电路有以

下显著缺点【6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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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传统电压馈电全桥电路

1．电压馈电PWM全桥电路输出电感问题

在高压输出情况下，输出电感的体积和价格都是很难接受的。文献【31中根据计算公

式得出的单组输出的电源电感不算太大，但如果多路输出，而且输出功率更大，输出电

压更高，则多个这样的大电感的体积和价格就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高压输出(大

于1000V)时，即使输出电流很小，为承受高电压使用的较多的电感绕组匝数也会带来

很大问题。特别是上图中两个整流管在死区时间内均为低电压，这样加在电感两端的高

电压就会导致电晕和飞弧。

需接输出电感的这类拓扑的另一缺点是多路输出的交叉调整率很差。在主输出电流

变化时，从输出电压也会变化。另外，主输出和从输出的电感都必须足够大，以防止在

负载电流最小时电感电流不连续而引起输出电压更大的变化。

2．开关管导通瞬间存在的问题

上图中电路的开关管之间的死区时间是必须的，因为若两对开关管有重叠导通，即

使时间很短也会造成滤波电容短路放电。这在没有电流限制的情况下会立即损坏晶体

管。另外，输出二极管快速恢复时阴极会产生衰减的正弦振荡电压，其首半个周期产行

的振幅可能超过二极管稳定反压的两倍以上，而使二极管损坏。即使是小功率电源，也

需在二极管两端加RC网络来衰减振荡。

3．开关管关断瞬间存在的问题

晶体管关断时刻下降的电流和上升的电压有重叠时间，所以会有较大的关断损耗。

虽然可以通过缓冲器将晶体管的重叠损耗部分消除，但缓冲器只是将损耗转移到缓冲电

阻，并不能提高效率。

4．磁通不平衡问题

磁通不平衡问题由于变压器初级的伏秒数在两个半周期内不平衡造成的。当磁心的

磁通逐步远离磁化曲线原点时，变压器会进入饱和状态，使之无法承受电压，造成晶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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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损坏。

传统全桥变压器会因交替半周期内伏秒数不平衡造成磁通不平衡。而对于全桥电路，

可以通过初级串联隔直电容来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变压器直流偏磁。

1．3．3 Buck电压馈电拓扑

电路拓扑如图1．9所示。电路在全桥前接了个Buck变换器，而输出整流器只接滤波

电容，这种拓扑可避免传统电压馈电用于高压大功率多输出场合的众多缺点【6，7】。

。

上
L2

纠10《
D1
ZS ZSD2 I皇詈j基_J h

=C1
D11

ZS =—C3Q1
Q3．

ln

’

l
Z宝D3 Z王D4 ．珐I童

}—J J H一—J H
Q4 一 n，，

1_ 一一

图1．9 Buck电压馈电全桥电路

1．输出电感

这种拓扑在多输出场合的首要优点，就是可以用一个输入电感取代多个输出电感，

这样即降低成本又节省空间。因为输出级无输出电感，所以不会出现由于电感电流不连

续而造成电压剧烈变化的情况。从输出电压会紧紧跟随主输出电压，在输出电流大范围

变化的情况下，电压变化也很小。

此外，由于从输出电压是根据匝比关系跟随主输出电压的，所以输出电压在输入网

压和负载变化较大时仍保持恒定。

2．晶体管导通瞬间应力

在此拓扑中，一对晶体管关断和另一对晶体管导通之间虽有一定死区时间，但死区

时间内既无晶体管导通，次级整流器也没有电路流过，输出负载电流完全由滤波电容提

供。所以在下半周期开始时，导通的二极管不会由于续流二极管导通而造成负担过重的

情况。由于另一个二极管早已关断，晶体管也不会有电流过冲，同时由于没有反向恢复

时间而不会造成二极管电压应力过大。

3．晶体管关断损耗

根据文献【jJ的原理计算，每个晶体管的关断损耗均小于传统电压馈电拓扑。

4．磁通不平衡问题

这个问题与传统拓扑出现的问题一样，皆因晶体管的存储时间不一致和开关管的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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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压降不等而导致伏秒数不平衡，也可采用变压器初级串接隔直电容来解决。

Buck电压馈电有优点，但也有不少缺点。因为前级加了Buck变换器，拓扑成本增

加了，体积增大了，BuCk晶体管也产生了损耗。但由于输出不需电感，可以补偿一定

的成本和空间。Buck晶体管的开关损耗要比直流导通损耗大得多，而且当故障情况下，

在一对晶体管尚未关断前，另一对晶体管己开始导通，使Buck电路输出母线短路，滤

波电容放电，从而烧毁一个甚至所有晶体管。

1．3．4 Buck电流馈电拓扑

BuCk电流馈电拓扑如下图1．10所示。与Buck电压馈电电路相比，同样没有输出电

感，而且无Buck输出滤波电容，所以此电路拥有Buck电压馈电电路的所有优点【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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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Buck电流馈电电路

1．缓解了开关管开关瞬间存在的问题

在以前的叙述中的所有电路，晶体管导通瞬间会出现晶体管电流过冲和过损耗及整

流管电压应力过大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图1．10所示的电流馈电电路中却不会发生，

这是通过设置两对晶体管之间的重叠导通时间和去掉Buck电路输出电容来实现的。所

有晶体管因为与变压器漏感串联且零电压导通，所以导通损耗也很小。

2．无共同导通问题

电压馈电拓扑中，必须避免垂直桥臂开关管的共同导通问题。共通会使Buck输出

电容短路，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还会使桥臂晶体管同时承受高电压和大电流而立即损

坏。但是电流馈电电路中，因为不存在输出电容，故无共同导通问题。

综上所述，Buck电流馈电有着比传统电压馈电和Buck电压馈电更优越的性能，故

本设计选择Buck电流馈电作为电路基本拓扑【3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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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步整流技术

1．4．1 MOSFET的双向导电原理

MOSFET是电压控制型器件，它采用电场的控制来实现对电能的控制，故称为场效

应晶体管。其电压控制机理是利用栅极电压的大小来改变感应电场生成的导电沟道的厚

度(感应电荷的数量)来控制漏极电流厶。当栅极电压‰小于门限电压％时，无论漏源

极电压的极性如何，两个PN结中，总有一个PN结是反向偏置的，因此漏极电流，n几

乎为O，这种情况下形成耗尽层，MOSFET不能导通；当栅极电压大于门槛电压时，漏源

之间形成N沟道，由于N沟道的电阻很小，故在漏源正电压的作用下，电子由源极流

向漏极，形成电流。这就是其正向导电特性

另外MOSFET还具备反向导电特性，由于N型导电沟道相当于无极性的等效电阻，

当MOsFET的栅源极电压极性变负时，电子会从漏极流向源级，形成反向电流。因此

MoSFET是一种双向导电器件，相关论述可参考文献【9，l 01。

1。4．2同步整流原理

所有快速整流二极管都存在正向导通压降，该压降值通常在O．4V～O．6V，在低压输

出或大电流输出场合，该压降所带来的损耗非常大，人们根据MOSFET的双向导通特

性，用低导通电阻的MOSFET代替常用的整流二极管，以提高整流效率。一些性能较

好的同步整流MOSFET的导通电阻仅为几毫欧，故采用同步整流，能大大提高电路效

率。

以半波整流电路为例，如图1．11所示，其工作原理为：

+ 古
圪 吲
一 l

十

圪 ，
一 』艘

(a) (b) (c)

图卜11半波同步整流电路(a)及其工作等效电路(b)(c)

当变压器次级电压K为正时，控制信号开通同步整流管SRl，等效电路如图1．11(b)

所示；当变压器次级电压K为负时，控制信号关断整流管sRl，同时开通同步整流管sI也，

等效电路如图1．11(c)。

若采用IPP05CNl0N作为同步整流管代替整流二极管，其通态电阻为5．1毫欧，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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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整流二极管STPS80170C正向压降为0．7V，则采用同步整流前后，在负载L=20A时，

整流损耗由‰=L屹=20A幸o．7V=14w减小至0‰=e屹=(20彳)2幸o．005l Q=2．04w：

效率大大提高。

1．4．3同步整流的驱动方式

同步整流的驱动信号类型可分为电流型驱动和电压型驱动，电流型驱动是通过检测

整流管自身电流来获得驱动信号的，但是电流型信号不可避免地要转换为电压信号进行

控制，因此电路比较复杂，故应用的不多。

电压型信号是人们比较常用的同步整流驱动信号，它可以分为3种驱动方式：自驱

动，控制驱动，混合驱动，可参考文献【11彤】。

1．自驱动

所谓自驱动电压型驱动方式，是由变换器中功率变压器次级直接取得电压信号来驱

动同步整流管。用于驱动同步整流管的电压信号通常可以从以下三种途径获得：

变压器次级绕组的输出端电压；

变压器附加耦合绕组上的电压；

输出滤波电感的耦合电压。

图1．12(a)所示的是自驱动半波同步整流电路，同步整流驱动信号直接取自变压器次

级，其中sRl的驱动信号与次级电压K所示正方向一致，SR2信号与K相反，当圪为

币

L

t，r
●——

L

r

L

t，r

(a) (b)

图卜12自驱动半波同步整流电路(a)及驱动电压波形(b)

时，SRl导通，sR2关断，电流经过滤波电感L、负载、同步整流管sRl以及次级绕组

形成回路，当形为负时，SRl关断，SR2导通，电流经过L负载和SR2形成续流回路。

驱动电压波形如图1．12(b)所示。

自驱动同步整流电路优点是不需要附加驱动电路，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是它同时

也有较多缺点，如两个MOSFET的驱动电压时序不够精确，驱动波形质量较差，该驱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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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式与适合输出电压范围有限，在有死区的变换器中，MOSFET不能在整个周期内代

替二极管整流造成了较大的损耗，限制了效率的提高。对于正激式变换器等非对称拓扑，

使用有源钳位技术和谐振技术来完善自驱动同步整流技术，可以有效地提高其效率。对

于推挽式和桥式等对称电路，最近提出的栅极电荷转换(Gate charge coI砌utation)电压驱

动方法解决续流问题．

2控制驱动

所谓控制驱动，又称外驱动，其同步整流管驱动信号来自附加的控制驱动电路。为

了实现驱动同步，附加驱动电路须由变换器主开关管的驱动信号控制。控制驱动能较好

地避免死区时间内的寄生二极管整流损耗问题，一般控制电路采用两种信号：半周期互

补同步整流信号和反相同步整流信号，前者使两个同步整流管在一周期内均衡地轮流导

通，即两个MOSFET的驱动信号的占空比为50％的互补的驱动波形；后者驱动信号与

其漏源极信号反相，这样在死区内两个同步整流管则同时导通。控制驱动电路具有波形

好，效率及可靠性高的特点，不过控制信号发生电路略显复杂。

3混合驱动方法

混合驱动方法是一种新的方法，它综合了自驱动和控制驱动两种方法，对同步整流

管栅极进行电压信号的控制。该方法对自驱动和控制驱动的特点取长补短，既能按较精

确的时序给出驱动电压信号，同时其附加的驱动电路也比控制驱动简单。这是目前在同

步整流技术中研究和应用得较多的驱动方法之一。最近提出的栅极电荷保持(Gate ch雄e

retention)电压驱动技术就是其中典型的方法，如图1．13所示。

K‘S’

y■

图卜13栅极电荷保持驱动电路及其波形

当控制信号圪给一个脉冲时，电流经过二极管对同步整流管SR的栅源极电容充电，

开通SR，由于电容C中的电荷能一直保持，所以SR一直开通，直到辅助开关S的驱动

信号％为正电压时，sR导通，c中的电荷经过sR形成释放回路，sR的栅源极电压‰

迅速下降，当低于SR的栅极门限电压时，SR关断㈣。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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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及背景介绍，本文结合Buck电流馈电，推挽式谐振变换器及同步整

流等各种电路优点，采用一种新型的推挽式谐振电路，与Buck电流馈电构成两级电路

拓扑， 从而展开对这种新型电路进行的研究。

1．5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论文内容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介绍了谐振变换器的背景知识和种类，并对推挽电路及各种谐振推挽电路

的工作原理及基本关系进行了讨论。重点对传统电压馈电、Buck电压馈电与Buck电流

馈电各种电路的基本原理及优缺点进行分析，同时介绍了同步整流的概念和基本关系为

后面的分析做准备。

第二章，提出了新型的馈电谐振推挽变换器拓扑，并重点对其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以及对谐振推挽电路软开关的具体实现原理和同步整流电路进行了讨论。最后对交错并

联与两级电路原理进行了简单介绍与分析，从而提出整个Buck馈电的交错并联推挽谐

振变换器电路。

第三章，利用仿真软件simetrix对电路进行了仿真验证，讨论了电路的主要波形，

通过对各种电路情况的波形对比，明确了软开关特性实现条件，同时文章对次级整流部

分也进行了仿真，为同步整流实现做好准备。

第四章，对变换器电路参数进行了设计，重点介绍了磁性元件的设计过程。在介绍

控制芯片uc3842，ixdn404资料基本上，提出了电路控制电路，尤其是交错并联推挽的恒

定频率控制电路。最后为同步整流电路设计。

第五章，对电路试验波形进行了分析，重点为变换器的软开关实现情况和同步整流

验证了电路拓扑的可行性。根据试验测得的效率数据绘制了效率曲线，且对电路进行了

损耗分析。最后详细研究了电路动态响应性能与变换器各部分的波特图特性。

最后，文章总结了本次课题的工作内容，并针对该拓扑在仿真和实验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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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Buck馈电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式变换器分析

推挽变换器结构简单，技术成熟，适合于低电压输入中大功率场合。根据上一章节

对推挽变换器及谐振软开关推挽变换器的工作原理及特点分析，本章将提出一种新型的

谐振软开关推挽电路。进而对整个Buck馈电的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式变换器的原理与应

用优点进行讨论。

2．1馈电谐振推挽变换器

馈电谐振推挽变换器(美国专利号US5113334高效变换器)一般习惯称为“考拉"

变换器。此电路能实现开关管的ZVS／zCS，从而达到高效率。其电路拓扑如图2．1所示。

图中的两个主开关管Q1、幺以1800相差互补导通， 两者导通不重叠，留有死区时

间，用来调节开关管的软开关实现情况。三电感用来隔离变换器与低阻的电压源y加，从

而达到馈电模式。隔离变压器丁，与～般推挽变换器相同，但其初级漏感厶与谐振电容

D形成串联谐振，从而达到使开关管有软开关效果。次级输出采用全波整流电路，为

了降低损耗，提高效率，应用同步整流。此变换器特点如下：

T

!。
竹

。

上coII-s1

T IIl
】-o

一 』

．S2
．

D2

I N

图2．1馈电谐振推挽变换器拓扑

1．开关管零电压／近似零电流开通，近似零电流／近似零电压关断；

2．输出／输入较低的差模噪声；

3．零电压开关状态与输入／负载无关，与其它拓扑不同；

4．高效率，较少的元件个数；

5．开关管电压应力只稍高与2倍的输入电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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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输出整流管电压应力为2至3倍的输出电压；

7．门极驱动共地，驱动电路设计容易；

8．较好的负载调整率；

9．无需输出电感，可减少体积；

10．输出电压随输入正比变化(开环)；

11．变压器无磁通不平衡问题。

2．1．1馈电谐振推挽工作原理分析

推挽谐振电路的两个桥臂电路交替导通，相差1800，工作原理相同。在分析之前，

作如下假设：

①所有功率管、二极管均为理想元件；

②电容、电感均为理想元件；

③输出电容足够大，Co、吃可以看成一个电压源；

④开关管的等效输出电容与体二极管参与完成谐振；

⑤电路已经进入稳态。

初始工作模态时，电路可看作由开关管Q1、隔离变压器丁、次级整流管D：、输出

电容C。和负载尺组成的工作电路。此时开关管Ql已经导通，理想化成一个微小阻值的

电阻，而Q：则处于关断状态，其自身的输出电容参与电路工作。

T

J。
f f

：s1

制l
r o 一』

：s2 D2

1 N

’：-—=-

图2—2开关管Q1导通时的等效电路

图2-2的等效电路还可以进行简化，如图2—3所示。电压源％与隔离电感三组合可

以看作高阻抗的电流源L，开关管Q2的输出电容与整流管D。的反向恢复二极管电容，

折算到输出电容上，可忽略不计。假定输出电容CD无穷大，且阻抗忽略，于是可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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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成一个常值电压源。通过变压器绕组，折算到初级绕组励磁电感三m上，值为‰。

变压器绕组到中端的漏感用k表示。

工RL

vps

图2—3开关管Q1导通时简化的等效电路图

电流，，是正弦半波的一部分图形，L为励磁电流成分，所以经过整流管D：流到负

载的电流为，皿=，，一L。其中L的幅值大小和上升斜率是‰、三。与开关管Ql的导通

时间的函数。

图2．4 Q1关断后、Q2导通前等效电路

谐振电流的后半波阶段，励磁电流幅值会大于渐渐减小的谐振电流，从而导致传送

到负载的净电流停止。门极触发信号的时序选择， Q1关断应在整流管D：停止之后。此

种控制条件称为低于谐振频率的控制，即是电路的开关频率低于漏感三r与谐振电容C，

组成的谐振频率。当Q关断时，励磁电流给Ql的输出电容C鲫充电，加在开关管Q1上

的电压吃以一定的斜率上升，此斜率值由励磁电流与开关管的输出电容C髑同时决定。

与此同时，开路的开关管Q2电压吃会以相对的斜率对称地减小，从而实现变压器功能。

励磁电流在给Q输出电容充电的时候也为Q：输出电容放电。一旦开关管Q：的电压达到

零电平，它的体二极管将会导通。励磁电流给开关管Q换流，使其能够在低电流关断，

而且较平缓的琢上升时间使得整个开关过程近似零电压和零电流关断。电路工作的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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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波形如图2．5所示

模态一【T0一T1】；TO时刻之前此时电路已经稳定运行，电压源与隔离电感形成电流

源，形成高阻抗的电流源，可提供变换器不变的输入电流。TO时刻，开关管蜴开通，Q2

处于关断状态。电流从电源，经过变压器初级绕组中端与开关管Q1之间的绕组，最后流

过Ql。Q的压降为加在其输出电容上的电压，即2倍的电源电压，次级整流管D：流过

电流。此模态次级电路与普通推挽电路工作相似，但初级电流因含有变压器漏感三r与

谐振电容C，串联谐振产生的谐振电流，而与普通推挽不同。

f≥ }‘ 耐 cd Ro：

、广_j } ·
‘

、

L cr： 』一'
一●一l>．

爿 之 D2
( “

( Q1
lP—一 Q2．卜- ——+

—厂]

模态二【Tl—T2】；T1时刻，当谐振电流小于励磁电流时，初级绕组传送到次级的能

量将会停止，即次级绕组此时已无电流流过。此时流过开关管Ql的励磁电流将会继续增

加，其上升速率由电源电压与励磁电感决定。此时电流均为较小值，若此时刻将开关管

g关断，便可实现开关管的近似零电流关断。

f≥
r● yl

之 D1 c山Ro：
、r———，

卜 、TI
‘

、——一 ，

’ p ．．卜一L＼ cr=
≮ 之 D2三3 弓 (卜、1

Q1
Q2

I卜_—n

模态三[T2一T3】；T2时刻，关断开关管Ql，实现近似零电流关断。故在T2时刻以

后，励磁电流将会按原来的方向，经过变压器的两个初级绕组，分别给开关管Ql、Q的

输出电容充、放电。此时Q2输出电容的电压将逐渐减小，而相对应的，Q输出电容电

压将会增大。T3时刻，Q：输出电容电压降到零时，其体二极管导通，励磁电流继续给Q1

输出电容充电。若此时将Q开通，就可以实现开关管的零电压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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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馈电型推挽谐振电路主要波形图

模态四【T3一To]；T3时刻．开关省Q2开通，电路进入到与模态一相似的工作状忐

其状态图血u下所示。此后电路工作与前半个周期相似，故不多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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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软开关分析

为了实现开关管的软开关，开关频率必须高于谐振频率，则整个谐振网络呈感性。

这是谐振电容与变压器漏感大小选择的原则。首先是开关管的关断时间选择，必须在谐

振电流幅值小于励磁电流后，相应导通的整流管关断之后。过早关断则谐振并没有完成，

会导致在高电流值时关断。过晚则会减小死区时间，从而影响下管的零电压开通。

从模态三的电路图可知，开关管Q的输出电容放电电压表达式为

v一％一鲁卜盖产
其中，％为推挽变换器的输入电压200V，厶为励磁电流最大值厶=争‰，L为励

磁电感120胪，开关管输出电容C为245PF(见SPW47N60CFD参数资料)。所以根据

以上各参数，死区时间选择为25ns，确保下管开通时，体二极管导通，实现软开通。其

中开关频率为200KHz，单管导通占空比为45％，见第四章参数设计部分。

死区时间直接决定下管开通状况，死区时间选择须使欲开通的开关管体二极管已经

处于导通状态，从而实现零电压开通。若过早或过晚，都不能实现软开关陋1 81。近似零

电流软关断的实现由谐振电感，谐振电容决定，具体分析见第三章。

2．1．3同步整流设计

在前面的论述中，为了简化分析，将输出侧的两个同步整流管Q3、翻用二极管代

替，但在实际电路中，由于输出为大电流输出，所以必须采用同步整流，这样就存在着

同步整流管的驱动问题。

同步整流的电压驱动又分为自驱动，外驱动(控制驱动)和混合驱动三种，类似分析

可参考文献。

(1)自驱动

(2)外驱动

(3)混合驱动

从图2．5的主要波形可以看出，次级整流管的电流波形不同于初级开关管的电流波

形，次级整流管的驱动信号比初级信号窄。故初级开关管信号不能用来驱动同步整流管。

从图2．5还可以看出，初级绕组的电压信号与整流开关管的驱动信号也不一样，故

也不能作为同步整流管的驱动信号。特别是若采用初级绕组电压信号作为驱动时，需注

意电流反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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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同步整流电路

经过以上分析，欲选择利用智能整流芯片IRll67来进行控制。其通过检测整流管

的漏源电压获得MoSFET驱动信号，目前市场上有很多厂家制造出这种类型的检测芯

片，方便实用。故本设计选择智能同步整流芯片IRll67(智能整流)实行同步整流控制。

其连接电路图如下图2．6所示【14】。

图2．6所示为典型谐振桥式电路次级线路。用分立元件实现同步整流需要两个电流

传感器，两个高速比较器和两个大电流、低延时的驱动器。现有的单芯片同步整流是基

于锁相环技术的，从初级取信号同步控制次级整流开关管。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不能保证

在间隔模式(轻载或空载时发生)下可靠操作。智能整流(SmanRectifierTM)技术相

对这两种方法有明显的优势，它检测的是次级开关管电压，完全不依赖初级信号，并且

没有类似分立方法(变压器传感)响应过慢的缺点，非常适合桥式谐振电路。波形示意

如图2．7。

··‘．MoT-’．一———一毛埘坩————+

图2．7谐振桥式线路中使用IRll67控制整流所产生的波形

通过对各种控制方式的对比，最后选择采用智能整流(smanrectifier)IRll67进行

控制。运用芯片进行整流控制，有如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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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硬件少，不需要多余绕组；

可进行最小导通时间控制，可靠性强；

可设定开关管的最大与最小频率，方便控制。

2．2 Buck馈电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式变换器

2．2．1交错并联谐振推挽

在谐振推挽变换器的基础上，结合交错并联技术，可以实现多路的谐振推挽的交错

并联，从而能够进一步获得更优的性能，表现为：

1．在同样工作频率下，与单个谐振推挽变换器相比，输出电压纹波频率提高了一倍，

减小了输出电容所需容值；

2．次级整流侧电压等效占空比增加了一倍，提高了电路的响应，并有利于驱动电路的

设计，在同样输出电压的情况下，整流侧峰值电压减小一半，续流时间减小，有利

于续流管的选择；

3．每个并联支路流过更小的功率，消除变换器的“热点”，使热分布均匀，减轻了散热

设计的难度；

4．输入电流和电压脉动频率提高了一倍，减小了输入滤波器的体积，从而进一步减小

整机的体积；

5．电路元件的电压电流压力减小，从而减小导通损耗；

6．开环推挽变换器的负载调整率不够好，交错并联可以获得更好的负载调整率。

Vb

图2．8变压器功能变换器交错并联示意图及输出等效电路

交错并联电路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减小电压电流纹波，以下图2．9、2．10就是交

错并联电路与单个电路的纹波大小对比(boost电路波形为例)，图2—9为单个电路的纹

波波形，图2．10为交错并联电路的纹波波形，从图中可以看出，交错并联电路的纹波

频率加倍，幅值减半【1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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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单个boost变换器的主要波形：电感电流、电容电流、电容电压

V铹*扣

互●州—“——w五——_————_————_—■‘

毳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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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交错并联boost变换器的主要波形：电感电流、电容电流、电容电压

签于以上各种交错并联电路的优点，故本设计采用谐振推挽电路交错并联连接方

法，从而优化整个电路性能，其电路原理图如下图2．11所示。其输入与输出均实现并

联。

2．2．2 Buck馈电并联谐振推挽式变换器

两级Dc／DC电路拓扑开始大量运用于高输入、低电压／大电流输出的转换场合。其

组合方法可以将隔离变压器安置在前级或后级，如果变压器用来作为后级，则一般选择

Buck或boost作为前级电路。一般来说，两级拓扑都采用Buck电路作为前级电路，用

来调整输出电压。后级电路实现隔离，且工作在50％占空比(驱动信号之间留有死区时

间，为后级电路提供软开关)，具有“直流变压器”功能，进一步实现降压，图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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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并联谐振推挽电路拓扑

后级电路的选择有很多种，如正激、推挽、半桥或全桥变换器等，见下图2．13，其为各

种两级电路组合拓扑【25。21。

图2—12两级DC／DC变换器电路示意图

这种拓扑结构有许多好处。次级同步整流电路便于优化，由于变压器的次级电压降

得很低，故可以选择导通阻值R棚较小的开关管进行同步整流，从而提高效率。次级漏

感引起的振荡，也会因为同步整流管电压应力减小而得到很好的抑制。而且由于变压器

初级电压减小且工作在恒定占空比，隔离变换器的效率还可以使用低导通阻值的初级开

关管而进一步得到提高。虽然Buck电路会增加额外的损耗，但整个两级电路拓扑的效

率仍然要比单级电路拓扑效率高。还因为前级Buck电路的电感厶只需要承载较小的电

流纹波值，交流损耗小，所以可以设计选择更小的电感值。流过双向电流，可以使开关

管ZVS软开关，从而减小开关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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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 { 2
卜盘-厶州
‘ l

{劭 {d’

图2·13各种两级电路拓扑组合a)Buck+推挽”Buck+正激c)Buck+半桥d)

BuCk+全桥

然而，两级电路也有一些本身的缺点。除了两级电路不能避免地需要额外的成本、

空间和多余开关管带来的损耗，其控制电路将会比单级控制电路复杂，且瞬态响应时间

较长，从而需要较高的工作频率来提高其响应能力。本设计将恒定占空比控制谐振推挽

工作，视Buck电路与恒定谐振推挽电路为一整体，采用单环电压控制，进一步简化控

制，便于实现。本设计中的两级电路原理图如下图2．14所示。

图2．14 Buck馈电并联谐振推挽式变换器电路拓扑



第二章Buck馈电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式变换器分析

2．3本章小结：

本章提出了新型的馈电谐振推挽变换器拓扑，并重点对其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以及

对谐振推挽电路软开关的具体实现原理和同步整流电路进行了讨论。最后对交错并联与

两级电路原理进行了简单介绍与分析，从而提出整个Buck馈电的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变

换器电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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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Buck馈电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变换器仿真验证

为了考查变换器软开关效果，优化参数设计，对电路进行了仿真。本设计采用较通

用的仿真软件simetrix，仿真图如下图3．1所示。为分析方便起见，在仿真图中未将同

步整流部分显出，在后面章节中，将进行单独分析。电路采用电压型控制，从电路输出

反馈控制信号，从而控制Buck的开关管触发。这种控制方式使得交错并联谐振推挽电

路采用固定频率控制，实现变压器功能。固定频率控制可以根据谐振推挽电路谐振参数

设定死区时间，从而保证电路始终工作在软开关状态。
VhIIt

U11

图3．1 Buck馈电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变换器电路仿真图



第三章Buck馈电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式变换器仿真验证

3．1 Buck电路拓扑选择及波形

3．1．1 Buck电路拓扑选择

设计之初，出于对元件最少化及变换器体积是小化的考虑，选用的Buck电流馈电

交错并联谐振推挽变换器的Buck为简化电路，前后两级共用电感，即电感厶、三：既作

为Buck电路的输出电感，亦为谐振推挽电路的馈电电感，如图3．2所示。
VbI Jt

T

图3．2简化Buck馈电交错并联谐振推挽电路

但在实验中却发现简化电路的一些缺点，故在此对简化电路进行分析，从而论证完

全Buck电路的合理性。

两级电路采用不同的频率控制信号，这些不同将会影响到Buck电路对谐振推挽电

路的电感供电。由于简化了电路，共用了电感，故两级电路不能完全独立，而使控制显

得更加复杂。而完全Buck电路却因为二者功能部分可以独立分开，从而控制会方便，

简单得多。以下波形可以看出二者仿真实验区别。

图3．3所示为简化电路连接的Buck馈电谐振推挽电路波形，上图通道l为谐振推

4QS均

口∞—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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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电路的输入电压，2为谐振推挽的谐振电流。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整个电压电

流波形中，存在低频纹波，这将造成交错并联变换器的承载功率分配不均，从而加大损

耗，降低效率。这种不平衡可以用提高Buck控制频率，以使其值为谐振推挽控制频率

的若干倍的方法来解决，其效果可见图3．3的下右图，图中的低频纹波已经消失。故此

种电路亦可采用，但由于频率越高、Buck变换器的损耗就更大，为保证整个变换器的

高效率，最终选择完全Buck作为前级电路，其电路图如3．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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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叱

} { l上⋯
⋯卜一b卜一0 h}¨1一f i {· ^ {一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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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l n，、 ¨l l{f I “n f1 f l f l f l f＼ 。I，f l f I l
f l f I¨ W l}{f I l，I¨J l flf lfI Il lf：l¨
l『{q—o! l|，V i】l，i lJ

～1一■一}'；1| 『{V，
V ’

一y封|V，^
l '；+ 奄!；

-|．：

l；i 1：
一li：

新∞曲nm，n6％s

图3．3简化连接电路的仿真波形图

3．1．2 Buck电路波形

作为前级降压及调节输出的Buck电路，输入400V直流电压，输出为200V直流。

与普通Buck电路无异，不同的只是它的负载，本文所设计的电路中，整个交错并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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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振推挽就是负载。故仿真中对于Buck电路不以详述，其驱动波形与开关管波形如下

图3．4所示。签于Buck电路的各种研究成熟性，所以开关管采用硬开关，而这种硬开

关并不影响高效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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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BuCk开关管驱动信号与电压波形

3．2交错并联谐振推挽电路主要波形及软开关实现

3．2．1交错并联谐振电路波形

os鲴垂噩蚕圈oz睡垂匡基狙Q，鞋垂垂垂圈
图3．5四个开关管的门极驱动信号与控制方式

上图所示为交错并联的谐振推挽电路各开关管的驱动信号与控制方式，设计中对于

交错并联采用集中控制方式。该方法的原理是通过用逻辑芯片产生两组频率相同而相位

差为万／2的驱动信号，如图3．5。

交错并联的变换器电路，大大减小了输出电压纹波，而且提高了纹波频率，为单个

工作两倍值。这样的优点对输出滤波设计有很大的帮助。下图3．6可以看出，图a为单

个谐振推挽电路的输出电压波形，图b为两个交错并联的谐振推挽电路输出。单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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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电压的峰峰值为交错并联的两倍幅值，且频率减半，故可验证原理分析。且由于采

用集中控制方式，实现简单方便，频率固定，可以确保软开关的顺利实现，保证了电源

的可靠性保证。

卫腿fmSe％轧S吲吖血

图3．6 a)单个谐振推挽输出电压波形

3．2．2谐振软开关实现

1．选取谐振元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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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谐振电路主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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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振推挽的软开关原理，在第二章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原理分析。在此将其仿真波形

验证理论。谐振推挽的谐振电路由谐振电容C，与变压器漏感三r组成，二者的取值大小

将直接影响软开关的实现程度。

图3．7中的谐振电路主要波形，A)图中上波形为谐振电容上的电压波形，下波形

为谐振电感的电流波形；B)图中上波形为其中一个开关管的驱动信号，中间波形为开

关管上的电压波形，下波形为流过开关管的电流波形；C)图上波形为变压器绕组中端

的电压波形，也属于谐振电压波形，下波形为同一推挽电路上两个对称开关管的电流波

形。

谐振变换器的最大特点就是主回路中的电流为正弦，同时变压器的电压电流也均为

正弦，从上图皆可看出。通过仿真软件simetrix，验证了当开关频率大于谐振频率时，

主回路的电流和变压器两端的电压均类似正弦，这对减小电路EMI有很重要的意义。

零电压开通的实现主要由死区时间决定，如第二章所述，选取25ns的死区时间，

则可实现软开通。其波形图如3．8所示，上波形为开关管的漏源电压波形，下波形为开

关管的驱动波形，从图中可以看出，开关管开通时刻，漏源电压为零，即实现了零电压

开通。软关断的实现与很多因素有关，故以下小节主要讨论近似零电流关断的实现条件。

l

l

、

、
、

、；

x

f

图3-8开关管零电压开通仿真波形图

谐振推挽的谐振电路由谐振电容C，与变压器漏感三r组成，二者的取值大小将直接

影响开关管关断时刻的电流值，从而决定软开关的实现程度。因为变压器的漏感在变压

器制成之后，就已经成定值，不能随需要改变。故在实验及仿真时，需选择适合的谐振

电容值来配合漏感，从而达到软开关效果。当电容值取得过大时，开关波形如图3．9中

的A图所示，谐振时间过长，从而使在整个开通时间内无法完成谐振，导致关断时刻电

流过大，损耗增加。但若电容值选择过小，使得谐振时间过短，谐振电流小于励磁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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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过早，谐振周期只占导通时间的小部分，周期时间利用率很低，而且传送相同功率

的谐振电流有效值会增大，从而增大开关管的电流应力，如图3．9中的B图所示。故电

容值的选择应该大小合适。

mIIIe『mS瞄 知secs胁

图3．9 A)谐振电容取较大值(300n)波形

2．不同输入电压的软开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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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谐振电容取较小值(100n)波形

软开关实现有两个方面的制约因素：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化。但从上一章的原理分析

中可以得出，开关管的零电压开通不受输入及负载变化的影响，故这两方面的变化仅是

对开关管的关断过程有影响。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谐振电容上的电压会发生变化，从

而影响谐振电流波形，最后作用于开关管的关断软开关。以下是两种不同输入电压的软

关断。从图3．10中可以看出，低电压输入时，励磁电流减小，谐振电流低于励磁电流

的时间延迟，从而使传送到次级的能量延迟停止。这样的输入情况，相当于将谐振时间

减小，但由于励磁电流减小，近似零电流关断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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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低电压输入(Push-pullⅥn=100V)时的开关波形

从图3．11中可以看出，高电压输入时，励磁电流增大，谐振电流低于励磁电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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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提前，从而使传送到次级的能量提前停止。这样的输入情况，相当于将谐振时间增

加，近似零电流关断仍然存在，只是由于励磁电流增大，关断的电流有所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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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高电压(Push-puUⅥn_300V)输入时的开关波形

3．不同负载变化的软开关实现

同上小节的分析类似，负载变化将会导致谐振电流的变化，即经过谐振电容及谐振

电感的电流发生变化。如此一来，传送至次级能量的停止时刻改变，从而影响谐振时间，

关断的软开关效果也就不同。以下的分析也从两种不同的情况开始，首先是轻载情况

(5A)，谐振电流值低于励磁电流值时刻提前，相当于减小谐振时间，于是开关管在励

磁电流的最大值时关断，但由于励磁电流比较小，故开关管仍为近似零电流关断。开关

波形如图3—12 a图所示。

^ ■ ■k ■

l
7

r} l
? r

『+f } J J

l l。
， r』

k．． k

r 一] ，f‘’
{一 f

4．睨4．似‘．咖‘．嘲4舶4．鼬4腆4．嘲I舶8‘．7

lIme『m5∞S a瞄∞s『咖 lIme『mSe∞aISe皓f咖

图3—12 a)轻载(5A)开关波形 b)重载(60A)开关波形

当负载加重时，谐振电流值低于励磁电流值时刻延迟，相当于增大谐振时间，但由

于开关管仍在励磁电流的最大值时关断，且励磁电流比较小，故开关管仍为近似零电流

关断。开关波形如图3-12 b图所示。综上所述，只需要谐振元件值选取合适，当负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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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谐振电路仍能正常工作，从而实现开关管的近似零电流

关断。

3．2．3次级整流仿真

由于谐振推挽为馈电式变换器，故全波整流输出以后只需输出电容，而无需输出电

感。这样加快了电路对负载的瞬态响应的同时，也大大减小了电路的体积。两个电路

的交错并联，使得输出纹波频率加倍，而纹波峰峰值减半，次级整流管电流波形上可

以说明。见下图3．13，四个整流管的电流波形互差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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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错并联的四个整流管电流波形

4所示为整流管电压电流波形，上波形为初级开关管的电流波形，下波形中

的正分为整流管的电流波形，矩形波为其对称管的电压波形。从图中可以看出，整

流管压波形与初级的开关管电压及电流波形同宽，但整流管的电流波形却比上述二 波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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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整流管电压电流与开关管电流波形

窄，验证了第二章原理分析中的电流公式，当谐振电流小于励磁电流时，至次级的

能量止传递。这正是同步整流选择使用智能整流芯片的根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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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本章小结

本章利用仿真软件siIIl嘶x对电路进行了仿真验证，讨论了电路的主要波形，通过

对各种电路情况的波形对比，明确了软开关特性实现条件，同时文章对次级整流部分也

进行了仿真，为同步整流设计做好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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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变换器电路及参数设计

4．1主电路参数设计

本设计所选择的电路拓扑为Buck交错并联馈电谐振推挽变换器，其主电路如图4．1

所示。该电路融合了Buck与馈电谐振推挽的优点，利用PwM控制，在前级Buck电路

直接调节输出电压，从而实现控制的简单化。Buck降压稳压，后级馈电谐振推挽实现

直流变压器功能，保证软开关实现，以交错并联的方式组合，提高效率，降低纹波。且

在次级整流部分采用同步整流，更大程度上提高效率。

主电路的设计主要内容包括功率变压器、Buck输出滤波电感、Buck输出电容、谐

振电容、馈电电感、Push_pull输出电容。

T

图4．1 Buck交错并联馈电谐振推挽变换器主电路

根据设计要求确定了变换器的性能参数如下：

输出功率只=3K形；输入电压：350～450阳C；输出电压：圪=48矿；输出电流：

L=60彳；输出电压纹波要求小于1％。

变换器的工作频率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通常，谐振变换器的频率都在几百尼磁左

右，以保证变换器有较小体积和较高功率密度。但是开关频率越高，开关上的损耗会随

之增大，磁性元件产生的干扰越严重。因此，考虑到设计的要求以及电路的实际工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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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本设计采用两级频率控制，前级Buck控制频率为150幻弦，后级谐振推挽电路控

制，采用逻辑芯片发生固定点空比的驱动信号，频率200圈眨。

设计条件

电路拓扑：Buck交错并联馈电谐振推挽；

工作频率：前级150托№、后级200 K舷；

变换器最低输入电压：350助C；

变换器最高输入电压：450肋C；

输出电压：K=48阳C；

输出电流：L=60彳；

选用磁芯材料：PQ型Fem)Xcube—Phnips铁氧体3C96磁芯。

4．1．1变压器设计

功率变压器是开关电源的最重要器件的之一，它负责将能量从初级传送到次级。变

压器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变换器的效率、体积以及可靠性等。变压器的性能涉及外界

参数较多，如电压、电流、温度、频率、匝数比、漏感、磁性材料参数等等。主变压器

的设计主要是根据工作频率、功率等级、拓扑类型以及输入输出电压电流等参数来确定

磁芯类型以及线圈匝数刚，33，341。

1．变压器结构选择

一般的变压器设计，都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磁芯、绕线、骨架。骨架在变压器中

起着支撑绕线线圈的作用，方便绕线出线的焊接，但为了增大初、次级之间的耦合，减

小初、次级漏感，提高磁芯的窗口面积利用率。本设计改变一般绕组与磁芯轴线平行绕

制方法，采用与磁芯轴线方向垂直绕制手法，二者之间的比较如下图4．2所示。这样绕

制的绕圈为单层垂直叠加，故也称“绕饼’’。

从原理分析及实验波形中可以看出，类似正弦波的次级整流电流有效值较大，所以

变压器损耗与绕组排列顺序相关。以下图4—2为两种不同结构的绕组排列，左图为普通

三明治绕组排列，右图为完全三明治排列，其交流电阻有明显不同。通过对两种不同结

构的仿真(ansoR)及实验分析，完全三明治排列具有交流阻抗低、耦合良好等优点。

故在最后样机中选择完全三明治方法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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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图4—3两种方法的绕组排列仿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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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A)图初级只口c／R如曲线比较 B)图次级只ac／足如曲线比较

2．选择磁芯

参照一般变压器的计算公式：

吼2丽赢灯06 @。’
’加}sB●mKoK n

式中，只为输出功率(w)，因为采用错并联，故此处的输出功率为总功率的一半；

玩为

工作磁感应强度(q)；厶为导线电流密度(彳／聊聊2)；Z为变换器工作频率(勉)；

即为效率；K为窗口使用系数；K口为绕线系数；形为磁芯窗口面积(伽2)；4为磁芯

有效截面积(c聊2)。

对本变换器而言，一个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只=L×圪=30×48=1440矿为总输出功

率的l／2，效率设为75％，频率为Z=200砒，对于PQ形铁氧体磁芯，因为采用无骨

架的绕制方法，窗口使用系数K和绕线系数K口都取值为1，导线电流密度厶可取值为

厶=3么／嬲m2。

然后选择最佳磁感应强度吃，吃若选得较大，变压器初级匝数减小，铜损小，但

铁损增加。变压器设计中为了求得到最佳效率，一般使铜损等于铁损。因此，对于变压

器，有一个最佳磁感应强度值。参照磁感应强度变化与输出功率、工作频率的关系，可

以确定最佳磁感应强度吃为吃=25009。

将以上参数带入式(4—1)，得到：

眦：=__——』娑)．——一×106：1．28c肌4 (4—2)‘

2×0．75×2x105×1250×3×1
、 ’

若选用PQ35乃5型磁芯，其参数为：磁芯有效截面积为1．9c聊2，窗口面积为1．64 c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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眦为3．12册4，频率为200抛，磁芯输出功率为2KW。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选用的磁芯满足输出功率的要求，且磁芯面积乘积大于所需的

1．28c聊4，不会饱和，故能满足设计要求。

3．变比及匝数的确定

根据设计参数可知，后级电路推挽总输出电压值为：圪=48v。此电压实际上分别

为变压器次级正、负半周内绕组承受的电压，也就是说变压器次级绕组电压K的幅值为：

％=48V。

由于需要满足谐振推挽的软开关实现条件，交错并联的两个推挽变换器四个开关管

采用集中控制方式。死区时间长短决定开关管的零电压开通实现与否，故为了最大化利

用变压器的变换利用率，单个开关管的占空比设定为恒定值，即D=45％，死区时间为

瓦融拥。=(1一D)r=5％×丁=25埘。且为降低推挽开关管的电压应力，前级Buck电路输

出控制在200v左右，所以推挽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压降为圪=200v

再根据推挽变压器的原理分析有：

珞=yj×疗×2×D (4—3)

其中即为变压器变比，所以可以得出刀：

"=蚀／饰=％／％／(2×D)=48／200／O．90=0．267≈1／4 (4—4)

考虑实际绕制情况，变比，z取值为1／4。

最后，选择次级绕组匝数％

他=击×104=石石菇历≤兰丽×104=2．27匝，取整得：‘4．444厂蛾 4．44×1．9×2×10’×o．125

，22=3匝 (4—5)

初级匝数为

％=他／刀=3×4=12匝 (4-6)

4．导线的选择

由于变换器工作于200姚的高频，必须考虑趋肤效应，所以绕组导线应采用多股
线并绕。

首先根据变压器变比确定初、次级的电流有效值。

根据设计参数及谐振推挽原理可知，流过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电流峰值为：

，删=16彳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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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根据其波形分析，可得出电流有效值为：

，～=16／2．45=6．53彳 (4·8)

由于已知变压器变比，则次级电流有效值为：

J『二，螂=，一／玎=6．45×4=25．8彳 (4—9)

其次，根据变换器工作频率计算穿透深度和确定导线型号。

变换器工作于200勉时的穿透深度为△：掣：瞿：o，15磁掰，根据导线直径
√厂 √2×105

小于两倍穿透深度的原则，应选择直径小于O．30 m删的铜线。为了兼顾绕制工艺本次设

计选取了直径为O．45聊m的AWG25#铜线。

最后，确定初、次级导线的股数。

初级导线的直径叱应为：

dwp= =浮乩66聊聊 限埘

次级导线的直径叱应为：

叱=√等刮等以3搠 阻Ⅲ

则初级绕组的股数为％=(急]2=(攥)2划熊，取龋
％=14股 (4—12)

飕次级绕组的股数为心=(急)2=(蒜)2=53服，取媚
悔=54股 (4一13)

因此，最后确定变压器绕组导线规格为：初级采用AWG25#线14股并绕，次级采

用AWG25#线54股并绕。

由上述计算得出的理论值无法进行工艺制作，故从方便制作考虑，将初级等效成为

8股AWGl8挥线分别平行绕绕制，次级等效成为4片外直径为32nm、内直径15mm、

厚度为0．5咖的铜分开平行绕制。其成品效果如图4．2 B图所示。

4．1．2谐振电感、谐振电容与馈电电感设计

谐振电感、电容设计，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开关管能够实现软开关功能。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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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感的取值在变压器制作完成之后，就已经固定而无法改变。类似于本设计所制作的变

压器，一般其初级漏感值都在O．3～O．5脾之间，本文取0．3∥。所以谐振电感值的选择

就在于变压器的制作。

而谐振电容的选择则是为了配合已经固定的谐振电感值，达到恰到好处的谐振周期，

使开关管能够实现近似零电流关断。根据第二章的原理分析，谐振电感的选择需满足如

下的公式条件，

1 一乙册鲫，=了二一=2万√三，C，=2×毛肭×D (4—14)』r甜册鲫f=-=■—一=z刀、，L，乙，=z×』删打动x上， k斗-l叶夕

J reson∞tt

经计算，设计取谐振电容值c，=178解。

馈电电感的存在就是为了隔离低阻电压源，使之能够具有电流源性质，为谐振推挽

变换器提供较大的不变输入电流。因为谐振推挽谐振电感值O．3～O．5脾之间，所以根据

工程上的隔离电感选择，取值为三。觥=12肛。

馈电电感值选定以后，需要选择其磁环材料。各类型的磁环特性如表4．1、4．2所示。

表4—1各类型磁芯在频率为100kHz、磁感应强度为140G时的损耗

材料编号 损耗(聊形／c聊3) 材料编号 损耗(聊形／c聊3)

一2 19 ～30 129

—8 35 —34 82

—14 21 —35 119

—18 46 —40 127

—19 54 —45 61

—26 83 —52 58

根据各类型磁环的特性，选择H工GH FLUX磁环CHl02060作为隔离电感材料。其特性参数

为外径0．40英寸、内径O．20英寸、高度0．156英寸、磁导率∥=60。

表4—2各类型磁环的典型应用

典型应用 ●_—— ●_—— __—— ●_——

2 8 14 18 19 26

调光器电感 ×

60勉时的EMI差模电感 ×

直流电感(<50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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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感(≥50勉) × × × ×

PFC电感(<50勉) ×

PFC电感(≥50厶匕) × × × × ×

谐振电感(≥50勉) × ×

典型应用 ●-——

30 34 35 40 45 52

调光器电感 × ×

60勉时的EMI差模电感 × × ×

直流电感(<50勉) × × × × ×

直流电感(≥50勉) × × × ×

PFC电感(<50舷) × × × ×

PFC电感(≥50厶匕) × × ×

谐振电感(≥50勉)

4．1．3 Push—pu Jl输出滤波电容设计
⋯

输出电容CD的选择应满足最大输出纹波电压的要求‘39，401。输出纹波几乎完全由滤波

电容的ESR(等效串联电阻)的大小决定，而不是由电容本身的大小决定，纹波电压峰

一峰值△形为

△圪=E娘×世 (4—15)

式中，Ⅳ是所选变换器的电流纹波峰一峰值。

另外对于铝电解电容哭器，在较大电容值及额定电压范围内，其ESR与电容值C

的乘积基本不变。铝电解电容的乘积范围为50×10巧～80×10巧。因此Push-pull输出电

容值选为

Co=
4艺．

墨Q三掣：200×10一6F (4．16)
0．48

、

其中△v。=1％×心=0．48v，上式中所得出的值为理论值，由于实际中电容需处理的能

量功率很大，而且为了减小输出电容的EsR，通常输出电容由许多个小容值的电容并联。

故在设计中采用6个330∥与24个22∥的电容相并联，从而达到滤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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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Buck输出电感设计

这类磁芯工作状态称为I类工作状态，也称为直流滤波电感工作状态。属于这类工

作状态的电感还有BooSt电感、BuCk．Boost电感、正激、非对称半桥以及所有推挽拓扑

一推挽、半桥和全桥变换器输出滤波电感磁芯，以及单端反激变换器的电感、变压器磁

芯。

I类磁芯工作状态的特点：

1．工作在电流连续状态下，直流偏磁大，交流分量小，工作于局部磁化曲线上，磁芯的磁

导率是局部(增量)磁导率。由于只包围局部磁滞回线面积小，磁滞和涡流损耗都小。可

根据△耽和工作频率在相应材料的比损耗曲线上求得磁芯损耗值。由于△B很低，磁

芯损耗小，在工作频率与双向磁化相同情况下，可采用较低频率的材料。例如在50kHz

以下，可用合金带料(如薄带硅钢片)或磁粉芯材料作磁芯。峰值磁通密度受饱和磁通

密度限制，因此选择尽可能高的饱和磁通密度材料，有利于减少这类磁芯的体积。

2．由于含有较大的直流分量，因此在磁芯中产生很大的磁场强度H为了不使磁芯

饱和，磁芯的磁导率不应当太高。如果采用高磁导率的磁芯，通过在磁路中添加气隙减

少磁导率，这时的磁导率为有效磁导率玩，并可通过气隙的大小改变有效磁导率。

3．如果磁芯完全工作在电感电流断续状态时，可以将磁芯看成一个交流分量叠加在

等于D／2脉冲幅度的直流分量上。损耗和正激变换器相似。低频时磁芯饱和磁通密度限

制了磁通密度取值，高频时磁通密度取值受损耗限制，但与后面提到的双向磁化相比，

脉动磁通幅度玩相同时损耗仅为双向磁化损耗的30％～40％。

根据本电路的设计目的，输出滤波电感必须是一个不饱和滤波电感。

首先，确定电感值：

假设输出允许的最大电流纹波为10％，根据第二章可得，最小的输出滤波电感值

k为：

L抽：三兰!垡二匕!兰匕兰三：坚QQ二兰Q旦!兰兰QQ兰!兰三兰!Q二：167∥H (4—17)‰m
％×L 400×15

⋯r一 ”一7

其次，确定导线规格：

流过滤波电感等于Buck输出电流厶础=L／4=15彳。所以，滤波电感导线直径为：

小√等观慰删 (4_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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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所需股数为‰=(焉)2：31．36股，取躲
‰=32股 (4—19)

最后，选择电感材料：

根据表4—1、4—2，选择HIGH FLux CH330060双磁环并联使用作为输出滤波电感材

料，磁环参数为外径1．3英寸，内径0．785英寸，高度0．42英寸，磁导率∥=60。输出滤

波电感值为167∥日，采用AwG25#线32股并绕。在实际实用中，将其等效为3股AwGl8#线

并绕45匝，电感值为330∥日，达到更好的效果。

4．1．5 Buck输出电容设计

Buck输出电容的设计与上一小节中的Push．pull输出电容设计原理相似。故直接引

用输出电容设计公式有

c。：璺Q兰坚兰旦：!：12×10—sF (4—20)LD一—————■■———一一1二5 1u』’ L．t一二u，

故Buck输出滤波电容取值为12胪。

4．2控制电路设计

4．2．1谐振推挽控制电路设计

图4．5所示为谐振推挽的控制电路图，如第三章所述，对交错并联的谐振推挽采用

集中控制方式。由与非门74HCl32产生触发信号，提供双D触发器MCl4013时钟信号，

从而通过D触发器产生四个互差万／2的驱动信号，其中相差万的两个成为一组，驱动一

个谐振推挽的开关管。D触发器后面的RC电路用来调节驱动信号之间的死区时间，其

中的可调电阻便是调节死区时间的电阻。调节后的信号通过超快的MOSFET驱动芯片

ID删404P完成驱动信号的传递，驱动开关管。
1．驱动信号频率的设定

与非门74Hcl32的应用广泛，在此便不多作叙述，其内部电路图如下图4．6所示【411。

驱动信号频率的设定完全取决于振荡电路元件RC的选择，其选择公式为

／=参=志 (4-21)

在设计中取R=1艘，C=1．5胛F，则74HCl32芯片6脚输出频率厂=0．8×106月Z。

此频率信号只是初始的驱动信号，需经过D触发器进行两次分频才能够达到设计要

47



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求。设计中的分频采用MCl4013双D触发器实现，其电路图如图4．7所示。在经过两

次分频后，便会产生无死区的谐振推挽电路的驱动信号，它们分别是图4-5中的pp-si91、

pp—si92、pp—_si93、pp二-si94。

2．死区时间的设定

设计中通过减小每个驱动信号的时间从而产生死区时间，在图4．5的控制电路的RC

充放电路就是死区调节电路。由前两章的分析原理及参数设计可知，死区时间设定为

20ns，即驱动信号占空比为45％。根据电容电阻充放电周期公式，

1

卜意 (4-22)

图4．5谐振推挽控制信号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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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与非门74HCl32的电路结构图

PlN众sslGK赫毫孵 围Oek di霹g豫m

‰
镰

强

魄

‰

纨

％

鑫

S

3

蓬

霉

蔫 蟹

2 钓

．謇舔

图4．7双D触发器MCl4013电路功能图

其中电容C=150矿。

所以根据25ns的死区时间选择，又由于IDXN404驱动芯片的输入触发电压为

圪lnilI=O．8V，D触发器输出信号幅值砌彬=12V，故根据上述公式，取值R=6艘。
3．驱动电路设计

功率场效应管MOSFET和绝缘栅双极性晶体管IGBT都是电压型控制器件，栅．源

或栅．射极之间是绝缘的，不需要静态驱动电流，驱动功率小。对驱动电路的要求有：

1．栅一源驱动脉冲电压的幅值甜黟要足够的大，一般甜群=15V左右。

2．防止栅．源极之间击穿，U甜。不应过高，通常小于或等于20V，栅．源的击穿电压

约20V左右，分散性比较大，一旦击穿就永久性损坏，故要限制过电压。

3．在高频下工作时，为了减小开关损耗，要求驱动电压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

间都比较短。由于MOSFET管栅一源之间有不可忽略的极间电容，这要求驱动电路能

够提供较大的瞬时充放电峰值电流。在驱动脉冲的前沿，驱动电路对电容进行大电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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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使栅一源之间的电容巳迅速建立电压“斟，使MosFET管漏一源之间迅速导通。

在驱动脉冲的后沿，必须有从MOSFET管流向驱动电路的大电流，使c。大电流放电，

栅一源电压迅速放掉，MOSFET管漏一源之间迅速截止。

本电源的主功率管选用的是快速的MOSFET功率管。在电路设计中，为了提高驱

动电路的可靠性，加速开关管的开关速度，在驱动电路中增加了输出电流4A，输出阻

抗低，工作电流小的ⅨDN404P驱动芯片提高驱动能力。在驱动芯片与开关管栅极中间

连接了限

图4．8 IXDN404P驱动芯片结构图

流电阻和加速关断二极管，如下图所示。交错并联的谐振推挽的四只开关管的驱动电路

相似，驱动芯片IXDN404P原理图如图4-8所示。

在应用驱动芯片时需注意：

1) 为了获得最高的开关速度，输入电压应不高于芯片供电电压

2) 应用时需考虑芯片能承受的最大损耗

4．2．2 Buck控制电路设计

控制电路图如下图4—9所示，控制芯片采用UC3842芯片调节输出电压。为简化设

计，运用电压模式控制，监视交错并联谐振推挽的输出电压，控制信号经驱动芯片增强

驱动后，再由变压器隔离驱动，实现浮地驱动【42】。

1．UC3842简介

UC3842控制芯片的引脚与内部结构原理图如下图4．10所示。从芯片内部方框图可

知，其引脚有8个，但一样可以使用内部E／A误差放大器构成电压闭环，利用电流测定、

电流测定比较器构成电流闭环。端8为内部供外用(一般当参考电压)的基准电压5V，

带载能力50nA。端7为集成块工作电源阮c，可以在8～40v工作，端4接癣、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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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锯齿波频率。端5为地。端6为推挽输出端，有拉／灌电流的能力。由于误差放大器

控制着电感电流峰值，因此也是电流型脉冲宽度调制器。

3842是一种单端输出控制电路芯片，其最大优点就是：外接元件极少，接线很简单，

可靠性高，成本极低。

1) 电压调整率(抗电压波动能力)很好；

2) 负载调整率改善明显；

3) 误差放大器E／A补偿电路简化，频响特性好，稳定裕度大；

4) 过流限制特性好；

5) 过压保护和欠压锁定功能。

Vnut

j■

图4．9 Buck控制电路图

2．开关频率设定

振荡器频率由灭r、Cr设定。其计算公式为

． 1 1．8
r =一=一“

0．55碍G R，Cr
(4—23)

其中母取值辟>5艘。设计中开关频率为150Ⅺ乜，根据公式有墨=3．6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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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3．3胛。

3．电压模式控制设置

电路采用的是传统的控制方法一电压控制法，控制回路由误差放大器、脉宽调制发

基建

筠蘸

赣熬

图4．10 UC3842引脚与内部结构图

生器和基本的驱动电路组成，主要起稳定输出电压的作用。整个工作过程为：反馈电压

‘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误差放大后得到敏感电压圪，敏感电压再和三角波进行比

管‰Z l羹羹l羹I羹 门门n．n n n门

篡竺}惫至芒趸力砀刁魄渡取榉叫∥—∥‰∥I／V
∥ 驴 。

譬豫≯i 羹 吐冀 蠡羹羹缎’辘入·-—一u匕—一‰—一uu’
辕嗡m a。。门阴口[]口|⋯⋯L fj几门门口门；

图4．11 UC3842工作的主要波形

较调制出相应的脉宽，再经过驱动电路驱动开关管。由于采用电压控制，故需在电流测

定端产生～个锯齿波，其频率与输出信号频率相同。设计中采集RC振荡电路波形，如

图4．11所示。

4．反馈网络设计

反馈网络的设计是为了优化整个电路的传递函数，从而保证电路系统能够稳定工作。

经过理论分析与实验验证，前级Buck为双极点电路，而谐振推挽电路传递函数类似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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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器性质，根据Buck电路的经典补偿，设计选择2型反馈网络【43-501。

C1

图4—12 2型反馈网络电路

电路如下图4—12，其中Rl=10盥、R2=2．2艘、Cl=200矿、C2=400心。
5．驱动电路设计

Buck开关管的驱动与上节谐振推挽电路的驱动相似，只是因为Buck电路开关管的

位置不同，需采用浮地驱动，故在控制芯片与开关管之间增加隔离变压器。其电路见控

制电路图4．9。

4．3同步整流电路设计

根据以上章节原理分析，同步整流控制采用智能同步整流控制器m1167【141。R1167

图4—13 IRll67工作原理图

用于次级电路N沟道开关管同步整流的控制，可以控制一个或多个并联的整流开关管，

从而取代肖特基二极管。该芯片通过检测整流开关管的漏源极电压，选择合适时机，让

同步整流开关管开通和关断。以下是电路原理图、管脚定义及硬件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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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IRll67引脚定义图

4．3．1 OVT偏置电压设置

图4．15同步整流接线图

工作模式 0订连攘

羧续模筏裁临箨模式 攘地，‰l徽。3。5mV
l巍界连续模式 浮墟，协H{戮。10。5mV

连续模筑 Vl笼。‰1=·'9mV
基于不同的模式设定ovT脚，以使不同的模式各自相应的时机关断开关管，从而

使得通过开关管导通沟道整流的时间尽量长，降低功耗。根据谐振推挽输出整流工作在

断续模式，故将OVT接地。

4．3．2 MOT最小导通时间设定

根据以下公式设置MoT电阻：

R脚r=2．5×1010×‰7'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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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挽电路频率为200KHz，占空比为45％，故取rMDr=1．2炉，R删=30盥。
其它参数如下：

去耦电容C=10胪、驱动电阻尺g=2．5Q、限流串联供电电阻Rcc=750Q。

4．4本章小结：

本章对变换器电路参数进行了设计，重点介绍了磁性元件的设计过程。在介绍控

制芯片uc3842，ixdn404资料基本上，提出了电路控制电路，尤其是交错并联推挽的恒定

频率控制电路，最后为应用在谐振推挽次级电路且采用智能芯片进行控制的同步整流电

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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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变换器实验结果分析

根据第四章设计结果构造了实验电路对变换器的性能进行了验证，研究了不同输入

电压下和不同输出负载时的开关管软开关情况，考察了同步整流工作情形，分析测试了

变换器的效率与损耗，最后研究了变换器负载跳变与波特图分析。

主要研制的Buck电流馈电交错并联谐振推挽变换器的试验主电路如图5．1所示，

主控制电路分别如图4．5、4．9、4．15所示。其电路参数如下表：

表5．1主电路试验参数

Buck主开关管 IPW60R099CP并联 谐振电容 167抨F

Buck续流二极管 IDTl2S60C 变压器初级匝数 12

推挽主开关管 SPW47N60CFD 变压器次级匝数 3

馈电电感 12胆 同步整流管 IPP05CNl0N并联

图5．1实验主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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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软开关实现

第三章的仿真分析指出，软开关的实现与否在于谐振电容与谐振电感大小l

I谐振电感当变压器制作完成之后无法改变，故软开关的实现与谐振电容大小{

!系。当电容值取过大时，谐振周期过大．以使得开关管驱动信号关断时，谐{

；有较大值，无法达到近似零电流关断。当电容值取得过小值，亦为不妥，谐{

·，传送相同功率能量所需的电流峰值过大，从而增加开关管的应力。谐振推i

『软开关包括零电压开通与近似零电流关断，零电压丌通实现决定于驱动信号二

耐间选择，由上章节可知，死区时间选择f捌=25邶，可实现零电压开通。

以下波形为软开关实现的各种工作情况，对仿真、砰论进行验证。

圈54A所示为丌关管软开关实现波形电雎电流波形固，通道1足肝关管自

波形，通道2是同一开关管的电压波形，通道3是流过开关管的电流波形。j

．压开通与近似零电流关断实现与否，于是将更细致的开通与关断波形示与B}

可以看出，在开关管驱动信号开通时，开关管的电压波形已经为零，零电压开

B图中还可以看出，所似零电流关断也已经实现。其各种电压电流波形与仿真

己验证。

! I _

皇上毒J叫锵l、； H
串蒂蒂州L．≯≯茇、，．j
．’一一■一Ll k—卜b厶——0H
哥≯¨ 芎川 ≯⋯I r V： i
l面t罚1汀)丽F确曩：捌 _耐≮西1耍而贮币蕊T而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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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_4A)开关管软开关实现波形图 B)软开关实现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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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A)图空载开关波形

不影响软开关的实现。重载时的开关波形见图

B)图轻载开关波形

5—7A，因传递能量增大，谐振电流值增



华南理I：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大，但是由于谐振电容值选择合适，仍能实现近似零电流关断。图形信息：通道I为开

关管的驱动信号，通道2与3为同一推挽开关管的电压波形，通道4为流过开关管的电

流波形。同一推挽的两个开关管电流波形见5-7B图，与仿真理论相同。通道3、4为电

流波形。

圈5．8A)图单推挽lOA同步整流波形 B)图单推挽30A同步整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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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A图的10A负载波形可以看出，同步整流开关管驱动波形与主开关管的驱动波形

相比，略窄于主开关管驱动波形。由于次级绕组电流波形类似正弦波，见图3．12，故在

负载不同的情况下，同步整流芯片依靠检测漏源电压进行控制开关管，而得到的驱动信

号宽窄区别不大。A图中的通道l为漏源电压，其与芯片原理分析的电压波形一致，故

可得到验证。

5。4效率与损耗分析

5．4．1效率测量

为了验证变换器的可行性，对变换器的各种情形下的效率进行了测量。负载与效率

关系见以下图表。

1．Buck效率测量

由于半导体材料与技术成熟发展，Buck已经可以达到很高的效率值，本设计也对各

种负载情况下的效率进行了测量，其测量值如下表。

表5．2 Buck效率／负载关系表

buck effi ci ency by new method

n noo
U．可oo 驴黟”夥i霉芗搿”獬臂嗍彬∞i”学≯；§；槲8。％獬妒≯8牡：f。哆糍强乎势弼V|学㈣。辑穗㈣秽㈣ ％鬻⋯”珊。”甲缈帮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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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效率／负载曲线图

2．谐振推挽电路效率测量

谐振推挽电路具有零电压开通、近似零电流关断软开关特性，所以电路损耗较小，

效率高。实验测量了谐振推挽电路(无同步整流)单个效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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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交错并联之一谐振推挽效率／负载表

表5．4交错并联之二谐振推挽效率／负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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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谐振推挽效率／负载曲线图之一、二

从两个交错并联的谐振推挽效率关系可以看出，在各个负载点的效率参数相近但有

些小差别，这是由于实验电路制作中导致的硬件参数差别，在可容许的范围。

3．整机效率测量

从以上各个单元的效率测量图表可以看出，整机效率(无同步整流)与单个单元效

率乘积基本相等，故可验证效率测量的可靠性。通过效率测量结果的观察，电路设计已

达到高效率变换器的目标，整机效率(无同步整流)满载时达到B=95％。

表5．5 Buck馈电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变换器整机(无同步整流)效率／负载表

1 VVV·-『一r 1．28006 48．198 10．025 0．9449994

2 VVV--V6 2．5253 48．197 20．037 O．95782

3 399．27 3．7741 48．192 30．015 0。95991 6

4 398．63 V-VV_r- 48．182 40．025 0．9551 582

5 398．62 6．3497 48．169 50．04 0．9522975

6 398．85 7．6322 48．168 60．05 0。95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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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Buck馈电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变换器整机(无同步整流)效率／负载曲线图

5．4．2变换器损耗分析

变换器的损耗与效率直接相关，该变换器的主要损耗源来自变压器、续流二极管、

滤波电感以及Buck开关管，同步整流管。

5

0

瓢躺触B错 Di础 耽熊 p山 p_ p?CB

图5．12谐振推挽变换器损耗分布图

Di钗l孽

图5．13 Buck变换器损耗分布图

5．4．3变压器损耗分析

变压器损耗分为磁芯损耗和线圈损耗，很难精确预计。磁芯损耗包括磁滞损耗和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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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损耗，磁芯损耗主要是由磁体内部交变磁场变化引起的，该损耗与磁感应强度变化衄

以及频率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磁芯磁滞、内部涡流电流以及剩磁损耗也对损耗有极

大的影响。线圈损耗包括直流损耗和高频交流损耗。引起变压器温升主要是稳态损耗，

而不是瞬态损耗。

1．磁芯损耗

(1)磁芯磁滞损耗与频率和磁通摆幅有关。当工作频率固定，伏秒数乘积即磁通变

化量是常数，所以磁滞损耗是常数，与U，和负载电流无关。

(2)磁芯涡流损耗实际上即磁芯材料的电阻损耗，2灭。涡流大小正比于磁通变化率，

即与变压器伏／匝成正比。因此，如U，加大一倍，涡流增加一倍，峰值损耗，2R增加4

倍；如保持输出稳定，占空比下降一半，则平均损耗，2月增加一倍。可见磁芯涡流损耗

正比于U，，最坏情况是最高电压。磁芯涡流损耗还与磁芯结构有关，如果磁芯由相互绝

缘的叠片或几块较小的截面组成，涡流比整体结构小。

磁芯生产厂通常提供了损耗与磁通摆幅，频率关系损耗曲线，曲线中损耗包含了磁

滞，涡流，剩余损耗。

图5—14变压器的磁感应强度变化曲线

图5．14所示为变压器的磁感应强度变化曲线，磁感应强度峰值为：

％。赤 (5-1)

式中，％为磁感应强度峰值(T)；‰为半周期内电感电压的平均值(V)：A为

磁芯截面积(历2)；N为绕组匝数；f为工作频率(Hz)。

因为变压器电压为正弦波，所以式(5．1)又可以表示为：

％=怒 (5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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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召础为磁感应强度峰值(G)；‰为半周期内电感电压的有效值(V)；A为

磁芯截面积(硎2)；N为绕组匝数；f为工作频率(Hz)。

而初级的电感值厶为：

三m=4Ⅳ2 (5—3)

式中，厶为初级电感值(H)；4为电感因数(施／Ⅳ2)。

将式(5．3)代入式(5．2)得：

％=筹压 (5_4)

本设计采用的磁芯材料为Fe玎oxcube公司的3C96型磁芯，该类型磁芯的损耗曲线

如下图所示，磁芯参数为：PQ3535型磁芯，其参数为：磁芯有效截面积为1．9册2，窗

口面积为1．64硎2，缎为3．12册4。

根据上面公式计算得到的B础值和工作频率查找图5—15就可以得到磁芯单位体积的

损耗，这个损耗值与体积V的乘积就为估算出的变压器磁芯损耗。

， l。 镩。鑫獬》∥

图5—15变压器磁芯的损耗曲线

2．线圈损耗

低频线圈损耗是容易计算的。当高频电流流过直径较大的线圈导体时，所产生的集

肤效应使线圈的铜耗增加，这是因为高频电流不是均匀的通过导体截面，而是集中在导

体表面，使导体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导体有效截面积减小。然而，仅仅用集肤效应还不

能完全说明变压器多层绕组中的高频铜损，还要用临近效应来说明。导体中的交流电流

会在其内感应涡流并通过临近效应使相邻导体中的高频铜损增加。但高频线圈涡流很难

精确确定，因为开关电流矩形波包含高次谐波。具体计算可参照有关文献。本处只给出

65

《

q

l铲翻∥谤纛僚



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线圈的低频损耗可由下式计算得到。

线圈的直流阻抗可由式5．5计算得到。

护

R=p卫 (5—5)
’4

以=为裸导线的截面积

Z。=为导线的长度

p=为导线的电阻率，室温时值为1．724×10_Q·cm

所以线圈的直流(低频)阻抗损耗为尸=，2如。

在第四章的功率变压器设计中分析的两种变压器绕组分布，再结合以上所分析的各

种损耗，便可得到如下两表所示的效率分析表。从以下两表中可以明显得出，普通三明

治绕组排列方法较完全三明治绕组排列方法损耗大。故在设计中最终选择完全三明治绕

法对变压器进行绕制。

表5．6普通三明治绕组排列谐振推挽变换器效率／负载表(无同步整流)

露沥蕊霉缓震雨戮缀荔露缓戮溺雕庞戮熏缀戮戮阁
1 199．41 1．3 49．24 5 0．9497248

2 199．24 2．551 48．94 10．003 0．9631 795

3 199．07 3．803 48．67 15。012 0．9650899

4 198．91 5．056 48。42 20，015 0．9636442

表5．7完全三明治绕组排列谐振推挽变换器效率／负载表(无同步整流)

隧貔滋重缀缀震霾戮霆露戮貔滋黼缓霪震曩缀戮豳豳
1 199．07 1．285 49．29 5 0．9634294

2 198．13 2．54 48．83 10．003 0．9705838

3 198．63 3。797 48．76 15．012 0。9705475

4 198．26 5．048 48．53 20．015 O．9705355

5 198．6 6．301 48．48 25。025 O．9695004

6 198．49 7．545 48．33 30。006 0．9683381

5．4．4滤波电感损耗分析

l滤波电感的磁芯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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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滤波电感主要工作在直流输出侧，电感两端承受方波电压，从而使磁感应强度

发生变化；另外，由于输出侧存在直流电流分量，使磁芯中产生直流恒定磁场，电感会

发生一定的偏磁。图5—16所示为滤波电感的磁感应强度变换曲线。

e 10ss are致

图5—16滤波电感的磁感应强度变换曲线

滤波电感磁感应强度的峰．峰值衄为：

衄：丝型 (5—6)
AN

式中，衄为磁感应强度的峰峰值(G)；L为电感值(H)；Ⅳ为电感电流变化峰峰

值(A)；彳为磁芯截面积(侧2)；Ⅳ为线圈匝数。

而电感值三=4Ⅳ2，则：

衄=罕瓜 仔7，

电感磁感应强度峰值B麻为：

％=衄侬等瓜 (5-8)

滤波电感采用的是HIGH FLUX CH330060双磁环并联，该磁芯的损耗曲线如附图

所示，磁芯参数为：磁环参数为外径1．3英寸，内径O．785英寸，高度0．42英寸，磁导

率∥=60。根据式(5—8)计算得到的B础值和工作频率对照附录1就可以得到磁芯单位

体积的损耗，再乘以体积就可以得到滤波电感损耗的估算值。

2滤波电感的线圈损耗

低频线圈损耗是容易计算的。高频线圈涡流很难精确确定，这里不做详细讨论。

线圈的直流阻抗可由式5．1计算得到。

肚p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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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裸导线的截面积

Z6=为导线的长度

所以线圈的直流(低频)阻抗损耗为P=，2屹。

5．4．5同步整流管及续流二极管损耗分析

MosFET模型如图5—17所示，其中R棚为导通电阻，巳、％和％为MosFET的

寄生电容，其值是非线性的，与MOsFET上所施加的电压有关。在本文中为了简化分

图5—17 MOSFET模型

析，认为寄生电容值是不变的。通常，开关管的损耗由三部分组成：开通损耗匕，导

通损耗‰和关断损耗％，即开关管损耗P为：

P=易+‰+易 (5-10)

同步整流管g—Q实现了零电压开通，其开通损耗乞为零；关断时，由于外接电容

的存在，限制了关断电压的上升，其关断损耗很小，可以忽略，所以丌关管珐一Q8的损

耗表达式近似为：

P=乙=，2尺 (5一11)

式中，I为开关管电流有效值(A)；R为开关管导通电阻(Q)。

对于次级同步整流管g一级而言，由于同步整流管控制信号根据检测漏源电压做出

判断，故有一段时间是体二极管导通。这部分损耗分为体二极管导通损耗和电流从体二

极管转移到同步整流管期间的损耗量部分。

体二极管导通损耗为 忍础=圪．×， (5—12)

由于本设计采用智能同步整流芯片IRll67进行同步整流控制，所以体二极管导通的

时间非常之短，其产生的损耗可以省略不计。但Buck电路的续流二极管产生的损耗在

整个电路中占有较大的比例，故需进行损耗计算。又因为采用无反向恢复时间的

IDTl2S60C二极管，故损耗只需计算其导通损耗，见公式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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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采用PP05CNl0N作为同步整流管代替整流二极管，其通态电阻为5．1毫欧，

设原整流二极管STPS80170C正向压降为0．7V，则采用同步整流前后，负载厶=20A，

整流损耗由‰=乞％=20A·o．7v=14w减小到‰=2匕如=(20彳)2}o．005l Q+2=

4．08W，效率大大提高。

以上损耗计算在实验中已有充分体现，样机上测得的有无同步整流的两种不同情况

下的谐振推挽变换器效率表5．8，5．9如下。在下表中，谐振推挽变换器使用的普通三明

治导线绕制方法。

表5—8无同步整流的谐振变换器效率表

1 199．41 1．3 49．24 5 0，9497248

2 199．24 2．551 48．94 10。003 0．9631 795

3 199．07 3．803 48．67 15．012 O．9650899

4 198．91 5．056 48．42 20．015 0．9636442

从表中可以得出，在20A的负载情况下，单个谐振变换器的效率因为同步整流的使

用提高了约为0．6％，减小约为6W的损耗功率，与理论分析相差不大，属于误差范围之

内。

表5—9带同步整流的谐振变换器效率表

1| 198．25l 1．298l 49．5l 5l 0。9618056

2| 197．91 l 2．554l 49．12l 10l 0．971784磊—1彳丽厂—i：舔苫厂■；爱蕊——丽面‘万谳爵否
5．4．6 Buck开关管损耗分析

开关管损耗分为导通损耗、开通损耗、关断损耗三部分。

开关管的导通损耗计算公式简单，为导通电阻R棚与流过开关管电流j。所消耗的功

塞

匕=L2×R棚 (5—13)

理想化开关管的关断波形，开通时，电压电流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电流从零上升

到L的同时，电压从最大值％下降到零。开通期间平均功率为

只。嘲=f黝=厶屹／6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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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个周期的平均功率为(t吃／6)(瓦／r)。

考虑同样的理想状态，关断时电流下降和电压上升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则关断损耗

即电压电流重叠损耗为

‰一够=j够腑=L％／6 (5—15)

则整个周期的平均功率为(L吆／6)(％／z)。

设乙=砀=瓦砌，则总的开关损耗为只砌=吃。一。+兄，，，一够=(吃L靠)／37。

5．5动态特性与波特图分析

5．5．1变换器波特图分析

为了考察变换器的稳定性能，特对变换器进行了负载跳变试验，比较实验结果与变

换器的幅／相频特性，从而对实验理论进行验证，也得出谐振推挽变换器的幅／相频特性。

波特图的测量采用的是名为bodel 00的专业波特图测量机器，其通过对环路注入信号，

再通过对所需测量部分的其输入信号对应的输出信号进行测量比较，从而得出该测量部

分的波特图特性。下图5．18所示为bodelOO测量闭环变换器电路的常用电路连接图。以

下各种电路部分的波特图测量与此原理类似。

图5．1 8测量闭环响应的电路连接图

图中bodelooinput为bodel00的输入环路的细微信号，即bodeloo的输出信号通道，

probe—channell．2为两个检测环路中对应的信号响应，即bodelOO的输入信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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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负载5A到35A跳变

图5．19所示为负载跳变的电路响应情况，负载电流跳变速率为1』，脚，通道l为输

出电压波形，2为流过馈电电感的电流波形．3为负载电流。从图中可以看出，跳变后

电路输出电压约有1ms的电压振荡，但超调量较小。以下是对变换器幅，相频特性的测量，

对实验与理论进行验证。

圈5—20为坝4量仪器bodel00测量出的变换器不同负载情况下的幅／相频特性，通道1

为相频特性曲线，2为幅频特性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在5A负载下，变换器的相位

裕度为39 120，而在50A负载时，变换器相位裕度仅为19 120。这与负载跳变波形表现

出的幅，相频特性致。

图5—20A)图5A负载 B)图50A负载

5 5 2补偿网络波特图

圈5-2l所显示的幅／相频特性不够理想，故欲改变反馈网络，提高变换器的截止频

率，增大变换器的相位裕量。鉴于采用的是2型补偿网络，所以改变补偿网络的零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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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即图中的电容C402，其改变后的补偿网络幅／相频特性曲线如下图。

搿：&女一

茹嚣搿

蟹秽=铉

嚣 一 葭 蘸
图5．2l反馈补偿网络变化参数的波特图

波特图的通道信息与上图5．20相同，从图中可以得出，改变补偿网络中的电容零点，

已经达到了相位裕度的最大值，但此时变换器仍未能达到良好的幅厂相频特性。故若提高

变换器的波特图特性，需考虑采用另外的补偿类型，减小Buck滤波电感或电流模式控

制。这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5．5．3谐振推挽变换器波特图

在实验测试中，鉴于Buck电路的普遍性，故只测量谐振推挽电路的波特图，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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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谐振推挽变换器波特图

对Buck电路进行测量。从图5．22中可以看出，谐振推挽变换器的幅／相频特性与LC滤

波电路性质相近，高频曲线因共模噪声而变得杂乱，为实验条件引起，在可允许的范围

之内。

5．6电压与电流模式控制比较

从上述的实验波形及波特图分析可以看出，电压控制模式的Buck交错并联谐振推

挽变换器幅／相频特性不够理想，为了提高变换器的负载跳变能力，特将变换器进行电流

模式控制，从而对二者进行比较，如图5．23，5—25所示为电流控制原理和仿真电路图。

图5．23电流模式控制原理图

电流模式控制电路为单极点系统，强制电感电流跟随输出变化，通过对开关管峰值

电流控制，从而提高变换器对输入电压的敏感度。但其硬件外接电路与电压模式相比，

更加复杂，且对电路噪声敏感。控制占空比大于50％时，控制电路需增加分斜率补偿。

以下便是电流模式控制的各种仿真与实验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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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4电流控制模式的变换器波特图

波特图为MIcRDNLAB专业波特图测量软件BODEANALYsIs测量所得，其测量

条件与电压模式基本相同，补偿网络仍为2型网络，补偿参数为c4 0l=470P、R405=9lK、

c402=47P、R404=2 2K，测量负载条件为35A。图中卜曲线为幅频特性，下曲线为相频

特性。从图中可出得到，幅频线过零点时，相位裕量为34 79。。

图5．25电流模式电路仿真电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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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5—26电流模式负载跳变波形罔(5A到35A)

左图中通道1为交错并联推挽输出电压波形．3为负载电流波形．负载电流变化率

为1一，坤。从图中可以看出，输出电压振荡时问约为600加，且振荡电压峰一峰值较小。

右图为左图的放大波形，通道1、3信息与左图相同．通道4为控制芯片uc3842电流

检测脚的电压波形。以下5．27与5．28为相州测量条件的电压模式负载跳变波形．对比

电流模式与r乜压模式控制对电路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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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7电压模式控制变换器波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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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8电压模式控制负载跳变波形

图5．27所示的幅频特性曲线过零点时，相位裕度约为200，约为电流模式控制电路

相位裕度的1，2。图5—28中输出电压的振荡时间约为l埘，远大于电流模式中的600坤。

从以上的仿真与实验波形中可以看出，电流模式控制变换器的带宽与相位裕度都大于电

压模式控制，放电流模式下的负载跳变响应时问小于电压模式。但由于电流模式控制复

杂，且对开关噪声敏感，所以在样机中采用电压模式控制。

5 7本章小结

本章对电路试验波形进行了分析，重点为变换器的软开关实现情况和同步整流验证

了电路拓扑的可行性。根据试验测得的效率数据绘制了效率曲线，且对电路进行了损耗

分析。最后详细研究了电路负载跳变与变换器各部分的波特图特性及两种不同控制模式

控制的电路性能



结论及展望

结论
本文成功研制了3000w，满载效率达到95％以上，输入400VDC，输出48VDC的

Buck馈电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变换器的通信电源。

这种新型Buck馈电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变换器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在对谐振变换器的原理分析基础上，提出了谐振推挽变换器的原理及分类，重

点研究了电压馈电与电流馈电的工作原理及优缺点。深入分析了新型Buck电流馈电的

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变换器的工作原理，提出了软开关实现的电路条件及同步整流电路的

设计。

2)通过对这种新型谐振电路的仿真分析，验证了参数可行性及电路选择依据。论

文设计了Buck馈电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变换器电路及其参数，重点设计了磁性元器件，

控制电路及同步整流电路。

3)最后研制了样机，并对新型变换器性能进行实验验证，测量变换器效率并实现

优化，使变换器满载达到95％高效率。电路的动态响应测试表明，变换器在50％负载跳

变下，响应时间小于1ms．

展望

通过对Buck电流馈电交错并联推挽谐振变换器进行深入地研究、分析和实验得知，

变换器的稳定性能，高效率与快速动态响应，是新型电路值得推广的优点。但由于拓扑

本身及实验时间的限制，设计中还存在不足，有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电流馈电Buck电路元件过多，加大了变换器的成本与体积，且BuCk输出电容

的存在使得动态响应性能受到影响。故应进一步进行研究，采用简化的Buck电流馈电

电路，消除简化电路中所带来的电流不均等问题，从而可实现更高效率；

2)Buck电路频率较高，快速开关管的开通与关断所产生的EMI问题会影响整个电

路的稳定性能，故可进一步使用软开关Buck，解决EMI问题；

3)前级Buck电路开关管短路时，后级谐振推挽开关近将会承受800V的电压，使

得开关管损坏，故需进一步对电路进行完善，设计输入电压短路保护，避免开关管损坏；

4)ADPl043控制芯片的使用，ADPl043芯片可提供六路PWM输出，故适合用在

此种两级电路，从而方便设计与控制，减小体积与设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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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磁芯材料特性表

附录I

2磁芯材料磁导率，电压偏置关系及损耗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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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下几组图片为样机实物图

附录II

图1整体电路完整结构图

图2BucK部分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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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推挽部分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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