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电流分配功能的双通道输出降压型稳压器
优化了空间敏感型应用的效率
设计要点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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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LTC 3546 是一款双通道输出、电流模式、降压型稳
压器，具有灵活的输出电流分配功能。除了拥有一
般双通道输出稳压器的优点 (尺寸、成本、EMI 和组
件数目有所减少，效率得以改善) 以外，LTC3546 的
输出还能够针对 3A 和 1A 输出或两个 2A 输出进行分
配。这扩大了其应用范围并简化了多电源轨设计。用
于每个输出的可编程突发模式 (Burst Mode®) 箝位负
责设定突发模式操作与强制连续导通模式之间的电流
转换水平，以优化整个输出范围的效率。高达 4MHz
的可调开关频率和内部功率 MOSFET 开关可实现小巧
而紧凑的占板面积。
LTC3546 运用了一种恒定频率电流模式架构，并采
用 2.25V 至 5.5V 的工作输入电压范围 — 非常适合面
向中间电源总线应用的负载点 (POL) 转换 — 而且提
供了低至 0.6V 的双通道已调输出电压。

可以利用一个外部电阻器将可调开关频率设定在
750kHz 至 4MHz 之间，也可以使之同步至一个外部
时钟，从而通过减少输出电容器和电感器显著地缩
小了总体解决方案的外形尺寸。此外，与采用两个
单独的稳压器相比，LTC3564 输出之间的 180° 相移
减小了输入纹波电流，而纹波频率可有效地倍增，因
此降低了 EMI 并允许使用一个较小的输入电容器，
同时还提升了效率。
诸如软起动、电源排序和跟踪、短路保护和电流折
返等其他功能均集成在一个耐热性能增强型 28 引脚
4mm x 5mm QFN 封装之中。整个转换器通常仅占用
不到 0.6 平方英寸的电路板面积 (单面安装)，而且其
高度限制为 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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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一款适合 AM 频率敏感型应用的扁平双通道输出转换器 — 2.5V/2A 和 1.8V/2A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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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电流分配
LTC3546 一项独一无二的特点是其灵活的电流分配
能力。LTC3546 具有两个独立地调节的输出，由于
90mΩ 和 180mΩ 内部功率 MOSFET 开关的原因，所
以能够提供高达 2A 和 1A 的电流。一个附加的 1A 输
出配合 180mΩ 内部功率 MOSFET 开关可与任一输出
相并联，以产生一个 3A/1A 或一个 2A/2A 的双通道
输出稳压器。这种外部连接在内部进行检测，而且
相关的输出将根据连接输出自动地选通 — 其他什么
都不需要做了。

操作模式和效率
LTC3546 可针对突发模式操作、强制连续导通 (FCC)
操作或脉冲跳跃模式进行配置。在电池运行时间十分
重要的移动应用中，突发模式操作提升了效率，借助
的方法是：在轻负载时降低栅极电荷损失、在无负载
情况下将电源电流减小至仅 125µA。当重视噪声控制
时，强制连续导通操作可能是优选方案，这以牺牲效
率为代价来实现可预知和容易进行滤波的恒定频率开
关操作 (这与负载电流无关)。脉冲跳跃模式在轻负载
效率和输出电压纹波之间提供了一种上佳的折衷。如
欲在所有的负载情况下都获得最佳效率，则可通过突

发模式箝位 (BMC) 单独地针对每个输出来设定突发模
式操作和强制连续导通模式之间的转换电流。

应用实例
图 1 和图 2 显示了 LTC3546 的通用性。图 1 示出了一
款具有两个独立输出的扁平转换器。它针对恒定频
率 (2.25MHz) 操作进行配置 (与负载无关)。该设计专
为空间敏感型应用而优化，在此类应用中，AM 频段
(520kHz 至 1710kHz) 干扰可能是人们所担心的。图 2
示出了一款采用突发模式操作的全功能双通道 POL
转换器。应设定合适的突发模式箝位，以在每个输出
的整个负载范围内实现最佳的效率。这款设计方案最
适合那些具有宽负载电流范围的效率敏感型应用。

结论
LTC3546 是一款多用途的双通道输出降压型稳压器，
适合中低功率应用。该器件提供了双通道输出稳压
器的全部优点，并额外拥有灵活的负载电流分配功
能。LTC3546 的通用性使其成为众多需要紧凑和高效
率电源应用的合适之选。

图 2：一款在整个输出范围内提供了高效率的双通道输出转换器 — 1.8V/1A 和 1.2V/3A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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