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器件替代了便攜式電子產品中的電池充電器、
按鈕控制器、LED 驅動器和穩壓器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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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LTC®3577 / LTC3577-1 把諸多便攜式設備電源管理功
能集成在單顆 IC 之中，從而減低了手持式設備中的
復雜性、成本和電路板面積。主要的功能包括：

• 用於給存儲器、I/O、PLL、CODEC、DSP 或觸摸
屏控制器供電的 5 個穩壓器

• 一個電池充電器和 PowerPath™ 管理器
• 一個用於給 LCD 顯示器、鍵盤和/或按鈕提供背面
照明的 LED 驅動器

• 用於提供接通 / 關斷按鈕防反跳、電源排序和允許
用戶在微控制器未做出響應時強制執行硬復位的
按鈕控制

而使得微處理器能夠改變操作或起始斷電序列。保
持按鈕處於“按下”狀態達 5 秒的時間將產生一個
硬復位。該硬復位將關斷 3 個降壓型轉換器、2 個
LDO、和一個 LED 驅動器，從而允許用戶在微處理
器不再做出響應的時候關斷器件。

電池、USB、牆上適配器和高電壓輸入電源
LTC3577 / LTC3577-1 專為管理來自 2 個電源輸入和
/ 或單個鋰離子 / 鋰聚合物電池的功率而設計。VBUS
輸入具有可選的輸入限流控制功能，專為提供面向
USB 應用的 100mA 或 500mA 電流或面向較高功率應
用的 1A 電流而設計。可以通過一個外部控制 FET 來
     、LT、LTC、LTM、Linear Technology、Linear 標識、Burst Mode 和
µModule 是凌力爾特公司的注冊商標，PowerPath 是凌力爾特公司的商標。
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通過組合這些功能，LTC3577 / LTC3577-1 所做到的並
不僅僅是減少所需 IC 的數目；它還解決了功能互操
作性問題 –– 否則就必需通過不同部件的共同運作
來改善最終產品的性能。例如：當功率輸入來自 USB
時，需運用邏輯電路在電源輸出和電池充電器之間對
有限的輸入電流進行分配。
LTC3577 / LTC3577-1 還具有其他的重要特點，包括
可執行“即時接通”型操作的 PowerPath 控制、針對
在嚴酷環境中工作之器件的輸入過壓保護、以及開
關電源上的可調轉換速率，因而使其能夠在優化效
率的同時降低 EMI。LTC3577-1 具有一個 4.1V 電池浮
置電壓，旨在延長電池的使用壽命和增加高溫安全
裕度，而 LTC3577 則包含一個標準的 4.2V 電池浮置
電壓，以實現電池運行時間的最大化。
按鈕控制
LTC3577 / LTC3577-1 內置的按鈕控制電路免除了進
行按鈕防反跳的需要，並具有上電排序功能。當按
鈕被按下時，一個 PB 狀態輸出將發出指示信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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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采用 LTC3577 / LTC3577-1 的便攜式設備
功率分配方框圖

連接一個高功率電壓源 (例如：一個 5V 電源)。電壓
控制 (VC) 引腳可用於將一個高電壓降壓型轉換器 (例
如：LT3480、LT3563 或 LT3505) 的輸出調節至一個
略高於電池的電壓，以實現最佳的電池充電器效率。
圖 1 示出了 LTC3577 / LTC3577-1 的繫統方框圖。
過壓保護電路可為一個或全部兩個輸入電源提供針
對高電壓浪湧的保護作用。當沒有其他可用功率或
VBUS 輸入電流限值被超過時，LTC3577 / LTC3577-1
能夠從一個 4.2V / 4.1V 鋰離子 / 鋰聚合物電池來提
供電源。

電池充電器
LTC3577 / LTC3577-1 電池充電器能夠通過 VBUS 或牆
上適配器 (可用時) 提供一個高達 1.5A 的充電電流。
該充電器還具有自動再充電和涓流充電功能。電池
充電 / 無充電狀態和 NTC 狀態可通過 I2C 總線讀出。
由於鋰離子 / 鋰聚合物電池在溫度很高和滿充電時均
將迅速損失容量，因此，LTC3577 / LTC3577-1 在電
池變熱時將降低電池電壓，以延長電池使用壽命並
改善安全性。

LTC3577 / LTC3577-1 LED 升壓型驅動器可用於以高達
25mA 的電流來驅動多達 10 個串聯白光 LED，或被配
置成一個恆定電壓升壓型轉換器。作為一個 LED 驅
動器，電流受控於一個 6 位、60dB 對數 DAC，可利
用內部 PWM 控制來進一步減小電流。LED 電流以 4
種不同速率之一平穩地斜坡上升和下降。過壓保護電
路可在發生開路故障時起到防止內部功率晶體管受損
的作用。或者，也可以把 LED 升壓型驅動器配置為一
個固定電壓升壓型轉換器，可在 36V 電壓條件下提供
高達 0.75W 的功率。
許多電路都需要使用一個雙極性電壓來對運算放大器
或其他模擬器件實施偏置。可以在升壓型轉換器開關
節點上增設一個簡單的充電泵電路 (如圖 2 所示)，以
提供一個雙極性電源。兩個正向二極管用於補償負輸
出充電泵電路中的兩個二極管壓降，並提供最佳的交
叉調節性能。對於那些交叉調節性能並不重要或具有
相對較輕的負負載電路，在升壓電路中采用單個正向
二極管可提供最佳的效率。

三個降壓型穩壓器、兩個 LDO 和一個升壓型 /
LED 驅動器
LTC3577 / LTC3577-1 包含 5 個可利用電阻器來調節
的降壓型穩壓器：2 個各能提供高達 500mA 電流的
降壓型穩壓器、1 個可提供高達 800mA 電流的降壓
型穩壓器、以及 2 個各提供高達 150mA 電流並通過
I2C 接口來使能的 LDO 穩壓器。單獨的 LDO 電源輸
入允許將穩壓器連接至低電壓降壓型穩壓器輸出以
改善效率。所有的穩壓器均能夠執行低電壓操作，
可調節到低至 0.8V。
在上電時，3 個降壓型穩壓器通過按鈕控制器或一
個靜態輸入引腳進行排序 (依次為 VOUT1、VOUT2 和
VOUT3)。每個降壓型穩壓器都可通過獨立選擇來執
行突發模式 (Burst Mode ®) 操作 (以在輕負載時優化
效率) 或脈衝跳躍模式 (以在輕負載條件下降低輸出
紋波 )。一種獲專利的開關轉換速率控制功能 (通過
I2C 接口來設定) 允許以犧牲效率為代價來降低 EMI
噪聲。

圖 2：雙極性升壓型轉換器

結論
LTC3577 / LTC3577-1 的高集成度縮減了元件數目、
所需的電路板面積和總成本；並通過解決諸多復雜的
功率通量邏輯和控制問題而極大地簡化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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