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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通道控制器可为 1.5V 电压轨提供 2μs 阶跃响应和 
92% 效率
设计要点 505

Mike Shriver

引言

LTC®3838 是一款双输出、两相降压型控制器，其采

用一种受控恒定导通时间、谷值电流模式架构，可提

供快速负载阶跃响应、高开关频率和低占空比能力。
开关频率范围为 200kHz 至 2MHz，其锁相环可在稳

态操作期间保持固定频率，并可同步至一个外部时

钟。LTC3838 接受一个 4.5V 至 38V 的宽输入范围，
并能产生 0.6V 至 5.5V 输出。远端采样的 VOUT1 具有 

图 1：工作在 FSW = 300kHz 的双输出、1.5V/25A 和 1.2V/25A 降压型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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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的稳压准确度 (从 0°C 至 85°C)，即使在局部地

与远端地之间的电压差为 ±0.5V 的情况下也不例外。
电流检测比较器设计用于利用一个检测电阻器或直接

利用电感器 DCR 来检测电感器电流，前者旨在实现

高准确度，而后者则意在缩减功率损耗和电路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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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V/25A 和 1.2V/25A 降压型转换器

图 1 示出了一款同步至一个 300kHz 外部时钟的 25A 

双路输出降压型转换器。在一个 5A 至 25A 负载阶跃

施加至 1.2V 电压轨时，受控恒定导通时间谷值电流

模式架构允许开关节点脉冲短暂地压缩，从而产生

一个仅 58mV 的电压下冲 (见图 2)。1.5V 和 1.2V 电压

轨的满载效率分别为 91.8% 和 90.8%，如图 3 所示。
这种高效率是利用强大的栅极驱动器、优化的死区时

间和 DCR 检测实现的。

图 2：1.2V 电压轨的 20% 至 100% 阶跃响应  
(在 VIN = 12V，FSW = 300kHz，模式 = FCM)

图 3：1.5V/25A 和 1.2V/25A 转换器的效率和
功率损耗

图 4a：1.2V 电压轨上的瞬态检测功能
实现方案

图 4b：带和不带瞬态检测功能时 1.2V 电压轨的 
100% 至 20% 负载阶跃响应 (VIN = 12V，FSW = 
300kHz，模式 = FCM)

两个通道异相 180° 运作，这将允许使用较少的输入

电容器 (由于输入电容器纹波电流抵消的原因)。对于

较高电流应用，可以把两个或更多的相位连接在一

起，以形成一个单输出多相 (PolyPhase®) 转换器。这

种做法的好处包括负载阶跃响应的加快、输入和输

出电容的减小、以及热耗散的降低。

瞬态检测功能进一步加快了瞬态响应

LTC3838  的一项创新特性是负载释放瞬态检测功

能。DTR 引脚通过观测 AC 耦合的 ITH 信号间接地监

视输出电压。假如推算的过冲超过了用户的设定值，
则下管 FET 关断。这可使电感器电流以较快的速率降

低，反过来又减小了过冲。由图 4 可知，在 1.2V 电压

轨上实现了 32% 的过冲降幅。而在较低的输出电压条

件下将获得更大幅度的改善。

结论

LTC3838 是一款双输出降压型控制器，非常适合那些

要求快速负载阶跃响应、高开关频率、高效率和准确

输出电压的应用。该器件具有可选的操作模式：用于

固定频率操作的强制连续模式 (FCM) 或用于在轻负载

条件下实现较高效率的不连续模式 (DCM)。其他特

点包括：可编程电流限制门限、软起动、电压轨跟

踪、以及个别的 PGOOD 和 RUN 引脚。LTC3838 采

用 5mm x 7mm QFN 封装或耐热性能增强型 38 引脚 

TSSOP 封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