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 控制器几乎可从任何输入来驱动高功率 LED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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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凭借高质量的光输出、无与伦比的耐用性、相对低廉
的生命周期成本、以及恒定彩色调光和出众的能量效
率，高功率固态 LED 串在大面积和高流明光源中正逐
步取代传统的照明技术。其应用范围与日俱增，包
括 LCD 背光源和投影、工业和建筑照明、汽车灯、
街灯、广告牌和体育场馆灯。
随着应用范围的扩大，LED 驱动器的 VIN 范围也在拓
宽。LED 驱动器必须要能够处理宽变化范围的输入，
包括汽车电池的瞬态电压、多种其他电池以及墙上适
配器电压。对于 LED 照明制造商而言，如果每种应用
所采用的 LED 驱动器不同，则意味着必需储备、测
试和设计诸多的控制器。倘若可使用一款控制器就能
满足多种解决方案的需要，那岂不是更好?
®

电流检测输入提供了准确的 LED 电流检测。其卓越
的 PWM 调光架构则实现了高调光比。
LT3756 拥有诸多旨在保护 LED 及周围组件的功能。
当停机和欠压闭锁与输入引入的模拟调光相配合使
用时，可提供标准的 ON/OFF 功能，并且假如电池
电压下降至无法接受的低电平时，可提供一个降低的
LED 电流。模拟调光具有高准确度，并可与 PWM
调光相结合以实现宽范围的亮度控制。软起动功能
用于防止产生浪涌电流尖峰。OPENLED 引脚负责通
知 LED 的开路或缺失情况，而 SYNC (LT3756-1) 引
脚可用于使开关操作同步至一个外部时钟。FB 电压
环路可限制最大 VOUT，以在 LED 开路的情况下保护
转换器。
这款 16 引脚 IC 采用纤巧型 QFN (3mm x 3mm) 封装和
MSE 封装，而且这两种封装均属耐热性能增强型。
对于较低的输入电压要求，可以选择功能相似的
40VIN、75VOUT LT3755 LED 控制器。

LT 3756 高电压 LED 驱动器具有一种独特的拓扑结
构通用性，从而使其能够在升压、降压 - 升压模式、
降压模式、SEPIC、反激式及其他拓扑结构中使用。
其高功率能力可在一个宽输入电压范围内提供有可
能达几百瓦的 LED 功率。该器件的 100V 浮动 LED

、LT、LTC 和 L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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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款用于体育场馆照明的 125W、83V/1.5A、
效率达 97% 的升压型 LED 驱动器

图 2：一款用于单或双 LED 并具 PWM 调光
功能的 80VIN 降压模式 LED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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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压

降压 - 升压模式

用于体育场馆、聚光灯和广告牌的照明系统需要高
运行功率的大型 LED 串。LT3756 控制器可驱动高达
100V 的 LED 串。图 1 中的 125W LED 驱动器具有一
个 40V ~ 60V 的输入。

一项常见的 LED 驱动器要求是：LED 串电压和输入
电压的范围是很宽并重叠的。事实上，有些设计师更
喜欢将同一款 LED 驱动器电路用于多种不同的电池
电源和多个不同的 LED 串。此类通用型配置需要以
牺牲某些效率、组件成本和板极空间为代价，以换取
设计的简单性和产品的面市时间。

高功率栅极驱动器以 250kHz 的频率对两个 100V
MOSFET 进行开关操作。这种开关频率最大限度地缩
减分立元件的尺寸，并保持了 97% 的高效率，所产生
的分立元件温升小于 50°C ––– 这比 125W LED 产生
的热量更容易控制。
即使不需要 PWM 调光，PWMOUT MOSFET 也可在
停机期间用于提供 LED 断接。它可以防止电流流过
LED 串。
如果 LED 串被拿掉，则 FB 恒定电压环路将接替，并
把输出稳定在 95V。如果没有过压保护功能，则 LED
检测电阻器将承受零电流，而且输出电容器电压将走
至 100V 以上，从而超过多项最大额定值。而在 OVP
中，OPENLED 引脚电平将走低。

降压模式
当 V IN 高于 V LED 时，LT3756 同样能够很好地充当
一个降压模式 LED 驱动器。图 2 中的降压模式 LED
驱动器可在一个 10V 至 80V 的宽输入范围内运作，能
够以 1A 的电流来驱动 1 个或 2 个 LED。

图 3 中的降压 - 升压模式驱动器采用单个电感器。它
可接受 9V 至 36V 的输入，旨在以 400mA 的电流来驱
动 10V ~ 50V 的 LED 串。
电感器电流是输入电流与 LED 串电流之和；峰值电
感器电流等于峰值开关电流。在低于 9V 输入的情况
下，CTRL 模拟调光功能将相应地减小 LED 电流，以
使电感器电流处于受控状态。UVLO 功能电路在低于
6VIN 的情况下关断 LED。这里，COUT、DI 和 MI 能
够承受高达 95V。

结论
LT3756 控制器是一款通用的高功率 LED 驱动器。
它拥有大型 ( 和小型 ) 高功率 LED 串所需的全部功
能。LT3756 拥有高额定电压、优化的 LED 驱动器架
构、高性能 PWM 调光、大量的保护功能、以及准确
的高端电流检测，因而使其成为众多照明系统的首
选单片 IC。

PWM 调光需要一个从 PWMOUT 引脚至高端 LED 串
的电平移位。最大 PWM 调光比将随着开关频率的提
高、PWM 调光频率的下降、VIN 的升高以及 LED 功
率的下降而增加。在该场合中，利用一个 100Hz 调
光频率和一个 48V 输入可获得 100:1 的调光比。虽然
可以采用更高的开关频率，但占空比是有其限值的。
宽松的最小接通时间和最小关断时间限制需要一个位
于其范围下限的频率 (150kHz)，以同时满足苛刻的高
VIN 至低 VLED (80VIN 至一个 3.5V LED) 和低 VIN 压差
要求 (10VIN 至 7VLED)。
降压模式 LED 驱动器的 OVP 也具有一个电平移位。
如果没有连接至 FB 引脚的电平移位 OVP 网络，则一
个开路 LED 串将导致输出电容器被充电至高达 VIN。
尽管降压模式组件可经受这种状况，但 LED 在插入一
个与 VIN 相等的电位时则有可能无法做到安然无恙。
產品手冊下載

图 3：一款具有宽 VIN 和 VLED 范围的
降压 - 升压模式 LED 驱动器
如要获得更多资料或技术支持，请与我们的销
售部 或 当 地 分 销 商 联 络 ，也 可 浏 览 我 们 的 网
址 ： www.linear.com.cn 或电邮到 info@linea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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