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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LTC®3569 是一款适用于手持式设备的紧凑型电源解

决方案。其纤巧型 3mm x 3mm QFN 封装中内置了三

个具有可单独编程输出电压的降压型 (Buck) 稳压器。
一个稳压器可支持高达 1200mA 的负载电流，而其他

两个稳压器则可支持至 600mA 的负载电流。可以把两

个稳压器并联起来使用以提升负载能力。每个电流模

式稳压器在内部进行补偿，具有卓越的负载和电压调

节性能。完整的两输出或三输出解决方案只需数目极

少的外部无源元件。

三个可单独编程的降压型稳压器

LTC3569 的三个输出电压可简单地通过对其各自的使

能引脚进行开关切换来独立编程。每次当某个使能

引脚遇到一个下降沿时，则对一个 4 位计数器进行递

减计数。在经过一个 120µs 的超时延迟之后 (从使能

引脚上的最后一个上升沿算起)，计数器的状态将锁

存至反馈基准电压 DAC 中。这样，就能够在 800mV 
(全标度) 至 425mV 的范围内以 25mV 步进对基准电

压实施编程。

图 1：LTC3569 被配置为双通道 1.2A 可编程降压型稳压器

针对不同的负载来配置并联功率级

LTC3569 的降压型稳压器可借助并联的方式来提供

较高的负载能力。通过把两个 600mA 稳压器之一的

反馈引脚电平上拉至输入电源电压，该稳压器的功率

级将被重新配置为一个从属电源，此时开关操作被同

步至其上游主控器。Buck 2 可以是 Buck 1 的一个从

属电源，或 Buck 3 是 Buck 2 的一个从属电源。当运

作于从属模式时，从属开关引脚与主控开关引脚相

并联，且最大输出电流相加。这将产生三种可能的

组合：三个独立的稳压器 (一个 1.2A 降压型稳压器

和两个 0.6A 降压型稳压器)、两个独立的 1.2A 降压

型稳压器、或两个分别为 1.8A 和 0.6A 的独立降压型

稳压器。

电源良好指示器

LTC3569 具有一个 PGOOD (电源良好) 引脚，用于在

任何使能稳压器输出电压上升至编程值的 8%  以

内时发出指示信号。如果使能输出电压中任何一个低

于编程值，则 PGOOD 引脚将拉至低电平。若所有稳

压器关断，则 PGOOD 引脚拉至低电平且 LTC3569 将

进入一种低功率停机模式 (该模式的电源电流 <1µA)。     、LT、LTC、LTM 和 Burst Mode 是凌力尔特公司的注册商标。所有其他商
标均为其各自拥有者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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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运作模式

LTC3569 提供了两种操作模式 (利用 MODE 引脚来

设定)，用于改善轻负载时的效率。在低负载电流条

件下，突发模式 (Burst Mode®) 操作的效率最高，而脉

冲跳跃模式则可产生较低的纹波电流。在启动时，
将自动选择脉冲跳跃模式，直到软起动斜坡的末端

为止。

可编程时钟频率

开关频率可固定于 2.25MHz (通过将 RT 引脚电平上

拉至输入电源电压)，或者也可以利用一个接地定时

电阻器将时钟频率设置在 1MHz  至 3MHz  之间。如

果一个时钟信号被施加至 MODE 引脚，只要其频率

高于采用 RT  引脚所设置的频率，则 LTC3569  的时

钟将被注频锁相至外部时钟。采用注频锁相时，器

件的操作模式将自动设定至脉冲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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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通过软起动使两个降压型稳压器进入
待机模式。CH1 = OUT1，CH2 = OUT2，	
CH3 = EN1 = EN2，CH4 = PGOOD

图 4：Buck 1 处于运行模式，Buck 2 软起动至 
待机模式。CH1 = OUT1，CH2 = OUT2，CH3 = 
EN2，CH4 = PGOOD，Buck 1 输出端上无串扰

图 3：通过重新设置使 Buck 2 从运行进入 
待机模式 (Buck 1 输出端上无串扰)。CH1 = 
OUT1，CH2 = OUT2，CH3 = EN2，CH4 = 
PGOOD

图 5：Buck 1 从运行进入停机模式，Buck 2 处于  
待机模式。CH1 = OUT1，CH2 = OUT2，CH3 = 
EN2，CH4 = PGOOD，请注意：当 PGOOD 连接 
至 OUT1 时其电平下降，Buck 2 输出端上无串扰

两路输出、可单独编程的 1.2A 稳压器

图 1 示出了一种两路输出应用，其中，每个输出都可

随时重新设置至一个 1.2V 的待机电压或一个 1.8V 的

运行电压。这两路输出均能从一个 2.8V 至 4.2V 的锂

离子电池电压提供高达 1.2A 的负载电流。在轻负载

条件下，选择执行突发模式操作以实现高效率。图 2 

至图 5  示出了两路输出电压的独立编程 (通过对各自

的使能引脚进行开关切换，并向每个负载提供 625mA 

恒定电流)。

结论

LTC2569 是一款适合为手持式锂离子电池应用供电的

灵活解决方案。随时任意地调节或停用个别输出电压

的能力提供了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以支持基于高级

微处理器设计中的节能运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