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 6V 至 100V 输入电压范围的微功率隔离反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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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和准确的主端电压检测

与其他的隔离式拓扑相比，反激式转换器因其相对
简单和成本低而在隔离式 DC/DC 应用中得到了广泛
的运用。即使如此，设计传统的反激式转换器并非
易事，变压器需要谨慎的设计，而且众所周知的右
半平面 (RHP) 零点以及光耦合器的传播延迟会使环路
补偿复杂化。

在主端关断期间，LT8300 可于输出二极管电流减至零
时检测主端输出电压，因而免除了增设光耦合器的需
要。由于变压器副端绕组及任何 PCB 走线上的压降
为零，因此这极大地改善了负载调节性能。这使得基
于 LT8300 的反激式转换器能在室温条件下实现 ±1%
的典型负载调节。图 1 示了电路原理图，而图 2 则示
出了具 5V 输出之反激式转换器的负载调节曲线。

凌 力 尔 特 无 需 光 耦 合 器 的 反 激 式 转 换 器 (例 如 ：
LT ® 3573、LT3574、LT3575、LT3511 和 LT3512 )
通过运用主端检测方案并使转换器运行于边界模
式 ( Boundar y Mode ) ，简化了反激式转换器的设
计。LT8300 高电压单片隔离反激式转换器则通过内
置一个 260mA、150V DMOS 电源开关、一个内部补
偿网络和一个软起动电容器，进一步简化了反激式
设计。LT8300 可在 6V 至 100V 的输入电源电压范围
内运作，并提供高达 2W 的输出功率，而仅需采用 5
个外部组件。
LT8300 工作于边界模式并可执行低纹波突发模式
(Burst Mode®) 操作，从而使转换器的设计能够拥有高
效率、组件数量少和极低的待机功率损耗。

非常小尺寸和组件数量少的解决方案
LT8300 将一个 260mA、150V DMOS 电源开关与所
有的高电压电路和控制逻辑电路集成在一个 5 引脚
TSOT-23 封装中。隔离输出电压由单个外部电阻器设
定，并把补偿和软起动电路集成在 IC 中。低纹波突
发模式操作可在轻负载条件下保持高效率，同时最大
限度地降低输出电压纹波。
在副端二极管电流减小至零之后，转换器将立即接通
内部开关，而当开关电流达到预先定义的电流限值时
则切断内部开关；二极管没有反向恢复损失。 此外，
由于开关是在零电流条件下接通的，因此最大限度地
减少了开关损耗。功率损耗的减少允许转换器工作于

、LT、LTC、LTM、Linear Technology、Linear 标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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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款完整的 5V 反激式转换器
(对于一个 22V~75V 输入)
01/13/509

图 2：图 1 所示的 22V~75V 输入至
5V 反激式转换器的调节曲线

传播延迟。当负载非常轻时，其通过采用低纹波突
发模式操作 (在该模式中，器件于睡眠模式和工作模
式之间切换) 以进一步降低损耗。典型的静态电流在
睡眠模式时为 70µA，而在开关模式时则为 330µA，
从而减小了有效静态电流。

图 3：22V~75V 至 5V/0.3A 转换器 (见图 1)
的演示电路
一个相对较高的开关频率，这反过来表示可使用一个
尺寸较小 (相比于工作频率较低时之所需) 的变压器。
总之，与其他的解决方案相比，LT8300 显着地减小
了转换器的尺寸。
图 3 示出了针对一个采用小型 EP7 磁芯变压器的隔
离反激式转换器的标准演示电路 DC1825A。6 个主
要组件是输入和输出电容器 (C2、C3)、输出二极管
(D1)、反馈电阻器 (R3)、变压器 (T1) 和 LT8300。对
于同样的应用，传统的反激式电路将需要至少 11 个
额外的组件，并且在主端和副端都有复杂的启动和偏
置电源电路。

低 IQ、小的预加负载和高效率
当负载减轻时，LT8300 将降低开关频率直至达到最
小电流限值为止，转换器随后将采用不连续模式运
行。LT8300 具有一个准确的最小电流限值和非常小的

图 4：专为低待机功率而优化的反激式转换器
(6V~12V 至 24V/20mA)

產品手冊下載

典型的最小开关频率约为 7.5kHz，且电路需要一
个非常小的预加负载 ( 通常为满负载的 0.5% ) 。于
是，LT8300 在待机模式的功率损耗非常低，对于那
些在始终保持接通的电路中需要要求高效率的应用
来说，这一点是十分重要。图 4 示出了一款从 12V 输
入在 24V 输出产生 20mA 的解决方案。其峰值效率
为 87%，并可在具有一个 20mA 负载时保持高效率
(84% )，如图 5 所示。

结论
LT8300 是一款易用型反激式转换器，其在一个小型
5 引脚 TSOT-23 封装中整合了一组丰富的独特功能。
该器件可接受一个 6V 至 100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
并具有非常低的停机电流和待机功耗。边界模式操作
可减低开关损耗、缩减转换器尺寸、简化系统设计 、
并提供出色的负载调节性能。而内部软起动、准确的
电流限值、欠压闭锁和内部环路补偿等特点可进一步
促进一个简易型反激式转换器的设计。
LT8300 是众多应用的理想选择，从电池供电型系统
到汽车、工业、医疗、电信电源和隔离式辅助 / 内务
处理电源等均在其列。其高集成度可产生一款简单和
组件数量少的低功率反激式转换器解决方案。

图 5：图 4 所示转换器的效率

如要获得更多资料或技术支持，请与我们或
当地分销商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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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