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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路系統級封裝穩壓器
采用 FPGA 和 ASIC 的系統和 PC 板往往非常密集地
安裝著元件和 IC。對於那些志在簡化布局、改善性
能和減少元件數目的系統設計師來說，這種高安裝
密度 (特別是 FPGA 的支持電路，例如 DC/DC 穩壓
器) 使他們承受著一種負擔。凌力爾特推出了一個具
有多輸出的新型 DC/DC µModule® 穩壓器系統的系
列，該系列專為大幅度地縮減元件的數目及其相關
成本而設計。這些穩壓器的設計目標是：消除布局
錯誤並提供一款現成的完整解決方案。由於開關控

圖 1：LTM4619 LGA 封裝的外形尺寸僅為 
15mm x15mm x 2.82mm，並內置了雙路  
DC/DC 開關電路、電感器、MOSFET 和	
支持元件

圖 2：4.5V ~ 26.5V 輸入至雙路 3.3V 和 1.2V 輸出	(各具 4A 最大輸出電流)

制器、功率 MOSFET、電感器、補償和其他支持元件
都集成在緊湊的表面貼裝型 15mm x 15mm x 2.82mm 

LGA 封裝之中，因此只需少量的外部元件。通過實
現高密度負載點穩壓器，這種簡易的布局縮減了板
級空間和設計時間。

LTM®4619 開關 DC/DC µModule 轉換器從一個 4.5V 
至 26.5V 的寬輸入電壓範圍來調節兩個 4A 輸出。
每個輸出可以利用單個電阻器設定在 0.8V 至 5V 之
間。事實上，只需少量的元件即可構成一個完整的
電路 (見圖 2)。

圖 2  示出了 LTM4619 µModule  穩壓器的一種應用 
(具 3.3V 和 1.2V 輸出)。可以通過改變 RSET1 和 RSET2 
的阻值來調節輸出電壓。於是，最終設計所需的只不
過是幾個電阻器和電容器。通過使輸出成對來實現靈
活性，從而允許穩壓器形成不同的組合 (例如：單路
輸入 / 雙路獨立輸出或單路輸入 / 並聯單路輸出)，旨
在提供較高的最大電流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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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所示系統設計的效率示於圖 3，而其功率損耗則
如圖 4 所示 (兩者在不同輸入電壓條件下)。通過將 
MODE 引腳連接至高電平或將其浮置以用來選擇脈
衝跳躍模式或突發模式 (Burst Mode®) 操作，這能夠
改善輕負載操作時的效率。

用於四路或更多輸出的多相操作
對於一個四相、四軌輸出電壓系統，采用兩個 
LTM4619 並利用一個 LTC®6908-2 振蕩器來驅動其 
MODE_PLLIN 引腳，以使兩個 µModule 器件 90° 異
相同步。請參閱 LTM4619 產品手冊中的圖 21。同步
還可降低電壓紋波，從而抑制了對高電壓電容器 (其
龐大的體積占用了寶貴的板級空間) 的需要。該設計
提供了 4 個不同的輸出電壓軌 (5V、3.3V、2.5V 和 
1.8V)，每個均具有 4A 的最大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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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性能
圖 5 示出了該器件工作於並聯輸出模式時的出色熱性
能；單路 12VIN 至單路 1.5VOUT / 8A。當兩個通道均工
作於滿負載時 (各 4A)，兩個連接在一起的輸出將產生
一個 8A 的組合輸出電流。熱耗散均勻而且極小，從而
實現了上佳的散熱效果。如果需要提供額外的冷卻，
則可在該器件的頂部增設一個散熱器，或采用一個金
屬底盤將熱量引開。

結論
LTM4619 雙路輸出 µModule 穩壓器使其容易地將一
個寬輸入電壓範圍 (4.5V 至 26.5V) 轉換至兩個或更多
的 4A 輸出電壓軌 (0.8V 至 5V)，並具有高效率和上佳
的熱耗散。采用單片封裝完成的雙路輸出電壓調節實
現了簡單性和高性能，因而對於那些需要多個電壓軌
的系統設計而言，LTM4619 是一種簡易型選擇。

圖 3：圖 2 所示電路在不同輸入電壓範圍的效率 
(對於 3.3V 和 1.2V 輸出)

圖 4：圖 2 所示電路在不同輸入電壓條件下的
功率損耗 (對於 3.3V 和 1.2V 輸出)

圖 5：LTM4619：一個並聯輸出 µModule 穩壓器的出色熱性能 
(12VIN 至並聯 1.5VOUT，在 8A 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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