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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普遍认识到了节能的必要性。

其原因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即：随着这些国家人口

数量的增加，那些配备供暖/冷却系统以及照明和电

器的新型家居的能量需求也在日益攀升。建造新的发

电厂肯定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但这并不是全部，把

生产出来的电力输送给用户也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

作。人们已经注意到，如果能够把大多数电器目前的

能耗削减 15%～20%，那么将比建设新的电厂更加

经济划算。

显然，在全球范围内，高功率电气系统 (例如：

服务器群) 的节能浪潮可谓方兴未艾 —— 不管是在

发电方面还是在能源消耗方面，成本节省所带来的巨

大好处都是令人信服的，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然而，

电源系统设计师必需克服的一大障碍是设法降低高功

率服务器的功耗水平 (即使在其处于低功率或待机模

式时也不例外)，因为它们在这些模式中仍然将从交

流电源插座或后备电池系统 (当在供电中断的条件下

起动时) 吸收电流。所以，人们日益强烈地要求功率

转换IC 在其被置于待机或停机模式中时提供较低的

静态电流。

与此同时，当今的便携式笔记本电脑设计师也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高性能电源管理系统的需求 

(以适应系统复杂性的日益增加以及功率预算的不断

攀升) 便是这些挑战中的一个。这些系统努力地在诸

多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寻求着一个最佳的平衡，这些

目标包括：长久的电池运行时间、与多种电源的兼容

性、高功率密度、小外形尺寸和有效的热管理。

虽然新型锂电池技术有望增加能量密度，然而现

状是：安全问题的增多抵消了电池能量密度的提高，

从而促使人们采用包括较低充电 (浮动) 电压、热调

整和适宜温度充电等在内的诸多充电策略。新型电池

化学组成将实现较长的运行时间，不过，它们的电压

放电范围被扩大了，在电池电压低于 3V 的条件下具

有大量的可用能量。这种特性将对有关的功率转换系

统产生影响，因而使得同步降压-升压型稳压器必需

产生低至 3V 的输出。

为什么绿色解决方案是必不可少的？

许多高功率服务器采用单级转换或两级转换方

法的某种组合来处理相关联的热问题。散热是一个问

题，原因有二。首先，必须使用空调来保持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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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凉爽，而这需要采用 AC 电网电源。其次，可能需

要在服务器底盘之内布设更多的风扇 (旨在维持足够

的气流)，以在利用率最高的时间里使关键的 LSI 数

字元件保持冷却状态。这也需要从电网获取更多的功

率。然而，系统设计师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利用哪种方

法来尽量满足其特定的系统要求。究竟是采用单级转

换 (比如：从 48V 转换至 1.xV) 还是双级转换 (例

如：从 48V 转换至一个 12V 中间总线架构 IBA，然

后运用负载点 POL 转换器来完成从 12V～1.xV 的转

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它取决于诸多因素，其

中的一些因素已在上文中做过讨论。此外，这些因素

还将因系统的类型、其配置、所用的设计方法以及众

多其他变量而有所不同。

然而，人们希望在电压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增加电

流，这种日渐增长的需求将继续推动堵多此类高功率

系统的发展。该领域的许多成果都可归功于功率转换

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电源 IC 和功率半导体器件的改

善。一般说来，这些元件通过允许在几乎不影响功率

转换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开关频率来促进电源性能的提

升。通过降低开关损耗和通态损耗、并提供有效的散

热，便可做到这一点。不过，由于输出电压呈逐渐下

降之势，因而给这些因素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反过
来又产生了重大的设计难题。

分立式电源设计和传统型电源模块均是和分立

元件一起制作在印刷电路板上，由于需要权衡外形尺

寸因素，因而导致电性能和热性能都受到了限制。然

而，关键是要提供一种使电性能和热性能均有所增强

的全集成电路解决方案，并提供一种便于设计新手使

用的紧凑型解决方案。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是采用一

个 POL DC/DC 模块。在许多场合中，一个高性能 

POL 模块能够解决紧凑占板面积问题，而不会牺牲热

性能或电性能。

高功率 POL 稳压器是空间受限型电源设计的一

个很好的例子。此类电源在位置上往往非常靠近一块

大型系统板上的微处理器、FPGA 或 ASIC，并为这些

器件提供所需的全部功率。大型数字设备往往需要几

安培至100A以上的电流。一块大型系统板常常需要很

多个这样的 POL 电源，因此，如何为这些电源设计

逐一分配所需的足够空间便成了难题。另外，系统板

的背面常常对高度有所限制，因此一般不适合用于电
图1：凌力尔特的 DC/DC 转换器是一种适合高功率服务器中 POL 转换的理

想解决方案

图2：凌力尔特的μModule 稳压器提供了高散热效率和紧凑的POL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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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设计。分立式功率转换器通常会利用系统板的两个

面 (以实现紧凑型设计)，而传统的电源模块设计则

由于其高度过大的原因而只能利用系统板的顶面。设

计师一般会有策略地把传统型电源模块布设在系统板

上，旨在避免阻断其他集成电路所需的冷却气流。但

这经常会导致性能劣化，因为电源稳压器与其负载的

相对位置并非最佳。

用户对较高功率解决方案的需求还与高级笔记

本电脑密切相关 (原因是其计算能力有所提升)。同

时，电源轨的数目也在持续地增多。这种趋势愈发地

要求人们使用多输出开关稳压器解决方案，以满足外

形尺寸和效率目标，并把热耗散置于受控状态之下。

此外，为了管理电池的运行时间，具有高效率 (在很

宽的负载电流范围内) 和低待机 (静态) 电流的 DC/

DC 转换器也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在大多数笔记本电脑 (它们常常采用单

节锂离子电池来供电) 中，需要若干个不同电压轨的

情况是非常普遍的。这些包括多个微处理器电压轨和

众多的特殊功能电压轨。因此，人们对于借助电池来

提供所需功率的需求大幅度增长。然而，电池的外形

仍然较小，而且功率密度也仅实现了适度的增加。因

此，电池运行时间和上佳的热管理能力业已成为产品

的重要卖点，不仅在蜂窝电话中如此，在几乎所有的

便携手持式设备中也是这样。市场对于非常紧凑和高

效率多输出同步降压型转换器的需求随之而生。

您手边的创新型解决方案

由于一个给定外壳内的可用空间和冷却条件受到

诸多的限制，而且必需进行正确的电源跟踪以改善系

统可靠性，因此使得高功率服务器用 POL DC/DC 转

换器的设计师们面临着许多挑战。

然而，凌力尔特不断壮大的LTM46xx μModule 

产品线提供了面向高功率服务器中常见的众多空

间受限型电源设计的解决方案。这些高性能 POL 

μModule 稳压器能够解决紧凑占板面积问题，而不

会牺牲热性能或电性能。我们将就紧凑型 POL 稳压

器设计难题来对这些基于模块的解决方案与分立式功

率转换器和传统型电源模块做一番比较。

因此，尽管市场上的产品设计周期正呈日益缩

短之势，但 LTM46xx 系列微型模块的易用性将加快

产品的面市进程，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对设计所需专

门知识的要求。总之，凭借创新的集成电路和封装

技术，高功率密度设计难题可以有效地得到解决。

LTM46xx μModule 系列运用富有开创性的技术来应

对高功率密度设计挑战。由于能够有效地解决高级电

源设计所带来的空间受限和散热难题 (即使设计师缺

乏电源设计经验也无妨)，因此这种模块化趋势将继

续大行其道。

笔记本电脑中常用的微处理器具有多个低电压

轨，在接通和关断期间必须对这些低电压轨进行正确

的上电操作。这些电压轨通常包括

一个 CPU 内核电压、I/O 和一些存

储器。此外，CPU 内核电压还会因

所需处理电平的不同而变化，因而

要求电源对其电压进行动态调节，

以实现功耗的优化。

凌力尔特的 LTC3562 是一款4

通道、高效率、2.25MHz、同步降压

型稳压器，采用 3mm x 3mm QFN 

封装，能够提供双通道 600mA 和

双通道 400mA 连续输出。每个通

道可通过板上 I2C 接口 (两个通道

通过 I2C，两个通道通过 RUN 引脚) 

进行独立控制 (包括输出电压)，

从而使其非常适合于诸如微处理器
图3：LTM4615 提供了 3 个输出，用于为具有多电源轨要求的 LSI 数字 IC 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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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求动态调整输出电压的应用。此

外，凭借仅 100μA 的待机静态电

流，它还能够有助于延长电池的运行

时间。

如前文所述，宽负载范围内的

低 IC 静态电流和工作电流，再加

上高开关稳压器转换效率，对延长

便携式电子产品中的电池运行时间

提供了帮助。凌力尔特的 PMIC 具

有 PowerPa th 控制功能、超低静

态电流和待机电流、以及同类最佳

的集成可编程同步降压型开关稳压

器，能够简单而轻松地解决这些设

计难题。
图4：LTC3562 非常适合于为笔记本个人电脑中的微处理器供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