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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多電壓繫統中，當可用的空間狹小和設計時間緊張
時，對應的解決方案是采用一個多輸出 DC/DC 穩壓
器 IC。對於存在更加嚴重的空間和時間限制的系統，
一種更佳的解決方案是采用一個預制的緊湊型多輸
出 DC/DC 繫統，這種系統不僅內置了穩壓器 IC，而
且還包括諸如電感器、補償電路、電容器和電阻器
等支持元件。

雙路開關 4A 和 1.5A VLDO™ 穩壓器
LTM®4615 在一個 15mm x 15mm x 2.8mm LGA 表面
貼裝型封裝中集成了三個單獨的電源穩壓器：兩個開
關 DC/DC 穩壓器和一個非常低壓差 VLDO 線性穩壓
器 (圖 1)。MOSFET、電感器和其他支持元件均內置
於封裝之內。每個電源既可以單獨供電，也可以一起
供電，以形成一種單路輸入、三路輸出設計。而且，
對於運用其他方法的復雜三路輸出電路設計，其設計
工作量也會因為只需采用一個器件而有所減輕，同時
布局也十分簡單，就如同“拷貝和粘貼”LTM4615 
的封裝布局一樣。與三路輸出高效率 DC/DC 電路相
比，一個 LTM4615 能夠取代多達 30 個分立元件。

兩個在 1.25MHz 開關頻率下運作的開關穩壓器可接
受 2.35V 至 5.5V 的輸入電壓，而且各能在 4A 連續電

圖 1：三個 DC/DC 電路在一個封裝中 圖 2：三路輸出 LTM4615：3.3V 輸入、
1.8V (4A)、1.2V (4A)、1.0V (1.5A)

流 (峰值為 5A) 條件下提供一個 0.8V 至 5V 的電阻器
設定輸出電壓。輸出電壓既可以相互跟蹤，也可跟
蹤另一個電壓源。該器件的其他特點包括低輸出電
壓紋波和低熱耗散。

VLDO 穩壓器輸入電壓 (1.14V 至 3.5V) 能夠提供高達 
1.5A 的輸出電流和一個 0.4V 至 2.6V 的可調輸出範
圍，這也是通過一個電阻器來設置。在最大負載條
件下，VLDO 穩壓器具有一個 200mV 的低壓差。該
穩壓器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和兩個開關穩壓器當中
的任一個一起使用，以產生一個高效率、低噪聲、大
降壓比電源 —— 只需將開關穩壓器的某個輸出簡單
地連接至 VLDO 穩壓器的輸入端即可。

多個低噪聲輸出
LTM4615 能夠在全部三個穩壓器均處於最大負載條件
的情況下運作，並保持最佳的效率。一款 3.3V 輸入至
三個輸出的典型 LTM4615 設計 (圖 2) 有一個由 VOUT2 
來驅動的 VLDO 輸入。該設計的效率示於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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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M4615 是和陶瓷電容器一起預先封裝的，並且只在 
4A 滿負載條件和輸入源阻抗由於采用長電感性引線或
走線而被犧牲的情況下才需要額外的輸出電容器。

VLDO 穩壓器提供了一個噪聲特別低的 1.0V 電源，
因為它是由 1.2V  開關穩壓器的輸出 VOUT2 來驅動
的。如圖 4 所示，所有三個輸出均具有低輸出電壓
紋波。

耐熱性能增強型封裝
LGA 封裝允許從其頂部和底部來散熱。該設計利用 
PCB 銅布局來把熱量從器件散逸至電路板。此外，
還可以在器件的頂部布設一個散熱器 (例如：金屬底
盤) 以提升導熱性。在兩個開關穩壓器之間很好地平
衡了熱耗散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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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電壓跟蹤
跟蹤設計 (圖 6)  和輸出 (圖 7)  可采用 TRACK1  和 
TRACK2 引腳來設置。利用一個外部電阻分壓器 (與
位於從屬穩壓器 TRACK 引腳上的從屬反饋分壓器相
同) 對主穩壓器的輸出進行降壓分壓，以實現重合型
跟蹤。

圖 3：圖 2 所示電路的效率曲線 –––
1.8V、1.2V 和 1.0V (VLDO)

圖 4：低輸出電壓紋波 (3.3V 輸入)

圖 6：輸出電壓跟蹤設計 ––– 
VOUT2 (1.2V) 跟蹤 VOUT1 (1.8V) 

圖 7：圖 5 所示電路的啟動電壓 ––– VOUT1 (1.8V) 
重合地跟蹤 VOUT2 (1.2V)，以實現重合型跟蹤

圖 5：該器件的熱成像頂視圖 (在滿負載、室溫和無氣
流的條件下)。表明了溫度 (光標 1 和 3) 在兩個開關穩
壓器之間實現了平衡的導熱性。3.3V 輸入、1.8V (4A) 
和 1.2V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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