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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V、同步降压型大电流 LED 驱动器
设计要点 508

Hua (Walker) Bai

引言
“高功率 LED” 这一名词的意义正在快速演化发展。
虽然一个 350mA LED 在几年之前可能会轻易地被打

上 “高功率” 的标签，但与如今的 20A LED 或 40A 激

光二极管相比或许只能算是 “小巫见大巫” 了。现在，
高功率 LED 广泛应用于 DLP 投影仪、外科手术设备、
舞台照明、汽车照明和其他传统上由高亮度灯泡提供

照明的应用。为满足此类应用的光输出要求，人们常

常采用高功率 LED 串联的方法。问题是：多个串联连

接的 LED 需要一个高电压 LED 驱动器电路。而且，
那些需要针对 PWM 调光信号实现快速 LED 电流响应

的应用还会使 LED 驱动器设计进一步复杂化。

LT®3763 是一款 60V 同步、降压型 DC/DC 控制器，专

为准确地调节高达 20A 的 LED 电流和实现快速 PWM 

调光而设计。它是其早期同类器件 LT3743 的较高电

压版本。该器件可在诸多其他应用中使用，这是得益

于其三个附加的调节环路：

图 1：48V 输入至 35V 输出 (电流为 10A)

图 2：48V 输入至 35V 输出
电路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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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输出电压调节环路实现了恒定输出电压运作。	
	 这可用于为电池充电器提供 LED 开路保护或充电 

 终止功能。

2) 第二个电流调节环路可用于设定一个输入电流 

 限值。

3) 一个输入电压调节环路可用于在太阳能供电型应用 

 中实现最大功率点跟踪 (MPPT) 功能。

针对效率而优化的 48V 输入至 35V 输出、	
10A LED 驱动器

图 1 示出了一款可采用一个 48V 电源提供 350W 输出

以驱动多达 7 个串联 LED 的设计方案。在这种高功率

等级下，功率耗散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高效率是

至关紧要。效率每提高 1% 将使功率损失减少 3.5W，
倘若总体功率损失预算是低于 7W，那么这降幅就相

当显著了。该电路专为在满负载条件下以 98.2% 的效

率运作而优化。如图 2 所示，效率在 LED 电流高于 

3A 时可达到 98%，并约在 6A 时达到 98.4% 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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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电压条件下，MOSFET 和电感器的开关损耗超

过传导损耗。开关频率设定为 200kHz  以尽量减少

开关损耗，并保持小的解决方案尺寸。当在满负载

运行时，该电路的发热点出现于上端 MOSFET，其

温升少于 50°C (对于 MOSFET 而言，这是一个非常

良好的范围)。

具有最快 PWM 调光能力的 36V 输入至  

20V 输出、10A LED 驱动器

对于高功率、高性能照明应用来说，PWM LED 调光

是标准的调光方法。在诸如 DLP 投影仪等图像生成

应用中，针对 PWM 信号的快速 LED 电流响应是很

重要。图 3 示出了 LT3763 在一种专为实现快速 LED 

PWM 调光而优化的应用电路。

LT3763 具备多项创新功能，旨在针对 PWM 信号实现

快速 LED 电流响应。对于一个给定的输入电压，电

感越小则电感器电流斜坡上升的速度就越快，这便

转化为 LED 电流响应速度的提高。当接通一个 PWM 

调光信号时，该电路仅需几 µs 就能从零电流达到满 

LED 电流。图 4 示出了此电路在 PWM 调光应用中的

性能。效率在满负载时可达 97%。

图 3：36V 输入至 20V 输出 (电流为 10A)

图 4：图 3 所示电路的 
PWM 调光性能

太阳能供电型电池充电器

此外，LT3763 还能通过调整其输出电流来调节输入电

压。对于那些必须跟踪峰值输入功率的应用 (例如：
太阳能供电型电池充电器)，这是非常有用。

每块太阳能板都具有一个最大输出功率点，其取决于

太阳能板的照度、电压和输出电流。一般来说，峰值

功率可通过把太阳能板电压保持在一个小范围之内得

以实现，在需要时可减小输出电流以防止太阳能板电

压超出该范围。这被称为最大功率点跟踪 (MPPT)。

LT3763 的输入电压调节环路可通过调整输出电流而将

太阳能板电压保持在最大功率点范围内。恒定电流、
恒定电压 (CCCV) 操作和 C/10 功能使该器件成为电池

充电器应用的合适之选。

结论

LT3763 是一款 60V、同步、大电流降压型 LED 驱动

器控制器，可用于驱动最新的高功率 LED，并在需要

的情况下实现快速 PWM 调光响应。LT3763 拥有三

个附加的电压和电流调节环路以及多个强大的功能，
因此其应用范围并不局限于 LED 驱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