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的功率密度： 

26A μModule 稳压器可在狭小空间里保持低温 

 

凌力尔特公司 

Eddie Beville 

 

 

每一代的高端处理器、FPGA 和 ASIC 的功率需求都在增加，但即使在期待电源支持重得

多的负载情况下，为其提供的电路板空间却在不断地缩减。如今，让 POL (负载点) 电源

在几十 A 到超过 100A 的电流和 ≤1V 的低输出电压下、以及比前一代产品更小的空间里

产生多个电压轨的情况十分普遍。 

 

对于那些必须支持大负载电流并安放在狭小空间中的电源而言，它们的判断标准通常主要

基于其功率密度 (即：W/cm2)。的确，许多最新的封装电源和分立式解决方案都宣称具有

过人的高功率密度，电源制造商似乎能从日益缩小的封装“挤压”出越来越多的功率。不

幸的是，在功率密度惊人增长的背后却潜藏着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热量 (参考文章

后的资料)。 

 

在大电流和低电压条件下，热耗散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许多系统中，提升功率密度实际

上会使该问题复杂化，因为在较小的空间里提供更多的功率同样也增加了功率损失的密度，

也就是在较小的空间里产生更多的热量。仅仅把一个高功率电源塞到一块电路板上是不够

的，解决方案还必须就功率损失和热阻进行谨慎的评估。究竟是不是一款上佳的稳压器，

这两项参数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声称拥有高功率密度虽然是很吸引，但如果未能对电源

产生的热量加以有效的管理，那么这些宣称指标所做的承诺就是一句空话。 

 

通过把一个完整的双输出稳压器集成到一种专为最大限度地减小热阻 (并由此简化热管理) 

而进行了独特设计的 15mm x 15mm x 4.41mm LGA 封装之中，LTM® 4620 解决了实际的

功率密度问题。该封装包括了一个内部散热器以及其他可实现顶面和底面有效散热的先进

特性，从而使其能在最大负载电流条件下运行，即使在高温环境中也不例外。 

 



 

LTM4620 μModule®  稳压器使得大电流电源能够安放在狭小的空间里。热管理功能电路内置于封

装之中，以避免在电路板上出现热点 (这是采用 POL 电源时的一个常见问题)。 

 

 

图 1 示出了 LTM4620 采用的 15mm × 15mm × 4.41mm LGA 封装。单个器件能提供两

个 13A 的独立输出 (图 4) 或一个 26A 的单输出 (图 5)。可以把多个 LTM4620 组合起

来以产生从 50A 至 100A 以上的电流 (图 7)。 

 

 

 

图 1：LTM4620 LGA 封装在顶面和底面上具有连接至一个独特内部散热器的热触点，其通过最大

限度地减小内部热阻将内部组件保持在低温状态 

 

 

独特的封装设计可实现真正的高功率密度 

 

LTM4620 设计伊始其目标就是以高功率密度和易于管理的热特性来产生双输出或单输出。

与其他的高功率密度解决方案不同，它是真正的独立型器件，不需要使用笨重的散热器或

液体冷却装置即可在最大负载电流条件下运作。 

 

图 2 示出了未模制的 LTM4620 侧面透视图和顶视图照片。其封装由一种高导热率的 BT 

衬底以及用于实现电流传输能力和低热阻 (至系统板) 的合适铜层所组成。内部功率 



MOSFET 堆叠于一种专有的引线框架中，以实现高功率密度、低互连电阻、以及至器件顶

面和底面的高热导率。所有都在一个专有内部散热器的可控范围之内，而这散热器直接连

接至功率 MOSFET 堆栈和功率电感器以实现有效的顶端散热。 

 

 

 

图 2：LTM4620 侧面透视图和未模制 LTM4620 的照片 (显示顶端散热器) 

 

 

散热器和模制封装的构造可使器件在运行时保持很低的温升，即使在热管理措施仅仅是强

制气流吹过封装顶部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如果想获得一款更加稳健的解决方案，则可把一

个外部散热器连接至顶端的裸露金属以提供更好的热管理。 

 

 

 

观察实际运行情况 

 

访问 video.linear.com.cn/126 可了解 LTM4620 让人赞叹的性能。这里提供的视频短片说

明了实际的实验工作台配置和短路保护的测量、热特性与温升 (在 26A 和 100A)、散热

器连接以及启动、稳态和停机时的高精度均流。 

 

 

 

图 3 示出了 LTM4620 针对 12V 至 1V/26A 设计的热像和降额曲线。在未采用散热器、

气流为 200LFM 的情况下，温度仅上升至比环境温度高 35ºC。如降额曲线所示，一直到

约 80ºC 的温度条件下都可提供最大负载电流，这远远超过了完全运行器件之热像图所示

的 65ºC。 

 



        
 

图 3：LTM4620 的热像和降额曲线 

 

 

这项结果表明了耐热性能增强型高密度电源稳压器解决方案的实际优点。独特的封装设计

使器件不仅能在极其狭小的位置空间里产生高功率，同时还不会对散热问题产生显著的影

响或者要求进行组件降额。极少有其他的高功率密度解决方案能够在不增设昂贵的发热缓

解组件及采取相应对策的情况下出此豪言。 

 

 

双输出 13A 稳压器 

 

图 4 示出了 LTM4620 μModule 稳压器在双输出设计中的简化方框图。它的两个内部高

性能同步降压稳压器负责产生 1.2V 和 1.5V 电压轨，并各具 13A 的负载电流能力。输

入电压范围为 4.5V 至 16V。 

 

 



 

 

图 4：LTM4620 方框图 (在双输出、1.5V/13A 和 1.2V/13A 应用中) 

 

 

LTM4620 的输出电压范围为 0.6V 至 2.5V，而 LTM4620A 的输出电压范围则为 0.6V 

至 5.5V。总输出准确度为 ±1.5%，并具有经过 100% 出厂测试的准确均流、快速瞬态响

应、多相并行操作以及自定时和可编程相移、频率同步、和一个准确的远端采样放大器。

保护功能包括参考于反馈的输出过压保护、折返过流保护和内部温度二极管监视。 

 

 

利用简易的热管理在 15mm2 占板面积内提供 1.5V/26A 

 

图 5 示出了一款 1.5V/26A 解决方案，其将 LTM4620 的两个输出通道组合成一种并联

两相设计。RUN、TRACK、COMP、VFB、PGOOD 和 VOUT 引脚连接在一起，以执行并

联操作。另外，这款设计还采用了一个 LTC® 2997 温度传感器，用于监视 LTM4620 的内

部温度二极管。 

 

 



 

 

图 5：LTM4620 的两个输出可以连接在一起以构成一款可产生 1.5V/26A 的两相、双并联通道设

计。内部二极管温度监视功能通过 LTC2997 来提供。 

 

 

图 6 示出了两相并联输出的 1.5V 效率以及两个通道的均流。对于这样一款高密度、高降

压比解决方案来说，86% 的效率是非常好。而且，与图 3 所示的 1V 解决方案相比，散

热效果相当甚至更好。由于电路板安装之后的低 θJA 热阻，因此温升处于良好受控的状态。

有效的顶面和底面散热使 LTM4620 可在满功率下运作，并产生很低的温升。图 6 示出了 

VOUT1 和 VOUT2 的均衡电流分配。LTM4620 的内部控制器针对输出均流进行了准确的修

整和测试。 

 

 

          

图 6：图 5 所示的两相、单输出 26A 设计之效率和均流 



 

 

LTM4620 的电流模式架构可提供高效率和快速瞬态响应，这是用于高性能处理器、FPGA 

和定制 ASIC 的低电压内核电源的头等要求。出色的初始输出电压准确度和差分远端采样

可在负载点上实现准确的 DC 电压调节。 

 

LTM4620 独特的热性能及其精确的均流能力可使其轻松地将输出调节至 100A 以上 (见

图 7)。设置多相操作无需借助外部时钟源，CLKIN 和 CLKOUT 引脚可负责产生用于并

联通道的内部可编程相移。LTM4620 可支持外部频率同步或内部板载定时。 

 

 

 

 

图 7：4 个 μModule 模块组合成一款可支持 100A 输出的 8 相并联设计 

 

 

实实在在的功率密度：利用空气冷却可在 < 50mm2 占板面积内提供 100A 

 

图 7 示出了 4 个 μModule 稳压器通过并联组合构成一款 8 相、100A 设计的情形。图 

8 则显示了全部 4 个稳压器的均衡电流分配。如图 7 所示，整个 100A 解决方案仅占用

大约 1.95 平方英寸的电路板空间。即使在这种大电流条件下，仍然可以通过在所有 4 个

模块的顶部布设一个简单的散热器并施加冷却气流以消除足够的功率损失，因而无需进行

降额。此外，把热量从封装的顶面散逸出去还有助于使系统板保持低温运行，从而最大限

度地减轻对其他组件产生的热效应。 

 



 

图 8：图 7 所示由 4 个 LTM4620 组合而成的 100A 设计之均流特性 

 

 

结论 

 

LTM4620 μModule 稳压器是一款真正的高密度电源解决方案。在“高功率密度”稳压器市

场上，该器件因其能够管理热量而独树一帜，而缺乏此项功能恰恰是许多自诩的高密度“解

决方案”之致命缺陷。LTM4620 在一个具出色热性能的封装中内置了两个高性能稳压器，

这使得高功率设计能够被纳入狭小的空间之内，并且只需要极少的外部冷却。内置的多相

定时和经过出厂测试的准确均流功能可轻松完成输出电流至 25A、50A 和 100A+ 的调节。

LTM4620 独特的热特性允许其在高环境温度条件下执行满功率操作。 

 

 

  



(参考资料) 

 

功率密度的实际成本 

 

关注热量 

 

对于高性能电子系统的设计师来说，不希望有的热量是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新式处理器、

FPGA 和定制 ASIC 的功率耗散量随其温度的上升而增加。为了弥补这些功率损失，电源必须增

加其功率输出。这反过来又增加了电源的功率耗散，从而在已经很热的系统中产生更多的热量。除

非能够足够快地将热量排空，否则整个系统的温度就会上升到必须对大多数组件进行降额以提供相

应补偿。 

 

从事系统和热设计的工程师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复杂的电子系统进行建模和评估，以将不

希望有的热量从系统移除。风扇、冷却板、散热器、甚至冷浴等都是工程师们用来解决散热问题的

对策。冷却装置的尺寸、重量、维护和成本等成为了工程和制造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系统功能的增加与性能的提升，发热量只会上升。大多数处理器和电源均以尽可能高的效率运

行，而冷却系统则是造价昂贵的发热缓解措施。于是，必须通过在组件级上改善功率耗散来实现简

化和成本节省。问题是：大多数采用紧凑型封装的电源解决方案要么功率耗散过大，要么热阻过高。

在不对组件进行大幅降额的情况下，将无法通过有效移除足够的热量来使其在高温环境中运作。 

 

 

功率密度值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令人赞叹 

 

“高功率密度 DC/DC 稳压器”这个字眼具有误导作用，因为它并未反映器件相对于温度的工作特

性。系统设计师常常留心于满足 W/cm2 要求，而电源制造商则对拥有引人注目的功率密度值而沾

沾自喜。即使如此，隐匿于任何器件之数据表中的温度相关参数值都会比所引用的功率密度更加重

要。 

 

我们以一个向负载输送 54W 功率的 2cm x 1cm DC/DC 稳压器为例。这将计算出一个令人印象

深刻的额定功率密度 (27W/cm2)。此数值应能满足某些设计师的功率和尺寸要求。但是，功率耗散

往往会被忽视，而它将转化成电路板温度的升高。与此有关的重要信息以“DC/DC 稳压器的热阻

抗”(包括封装的“结点至外壳热阻抗”、“结点至空气热阻抗”和“结点至 PCB 热阻抗”数值) 

罗列在产品手册中。 

 

继续这个例子，该稳压器具备另一个有吸引力的特性：其工作效率达到了令人赞叹的 90%。即使

效率如此之高，当在一个具 20°C/W 结点至空气热阻抗的封装中向输出提供 54W 功率时，它的

耗散功率也将达到 6W。把 6W 与 20°C/W 相乘，结果是内部温度上升至比环境温度高 120°C。

当环境温度为 45°C 时，该 DC/DC 稳压器的封装结温将上升至 165°C。这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硅 

IC 规定的典型最大温度 (约为 120°C)。在其最大额定值下使用此电源将需要进行大量的冷却，以

把结温保持在低于 120°C 的数值上。 



 

即使一个 DC/DC 稳压器可满足系统的所有电气和功率要求，但假如它未能符合基本的热指引，或

者在考虑发热缓解措施时被证明代价过于昂贵，那么所有的“显赫”电气规格指标都是没有实际意

义的。评估 DC/DC 稳压器的热性能与评判其电压、电流和外形尺寸 (cm) 堪称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