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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很多主要用于单路输出电源转换器的ADI集成电路都能很

好地产生多路输出信号。我们的升压IC可采用反激式、

SEPIC和Cúk配置，或它们的组合配置。我们的很多降压IC
可高效地部署反相降压/升压/ZETA或其组合，以及“反激

式”拓扑。本文无意讨论这些可能配置，而是关注一种有

助于改善性能的特别有用的拓扑子集，以及三种鲜有人知

的不同技术。

在降压和升压拓扑并不完全适用的情况下，SEPIC、Cúk、
ZETA、反激式和反相降压/升压转换器是更可行的选择。这

些拓扑经过匝数比和电压反转之后，都具有相同的电压和占

空比关系。此种关系可以表述为： VOUT = (D × VIN) / (1-D)，
其中“D”表示占空比。连续导通模式(CCM)最容易用该

式来表述；在此模式下，电感电流始终斜升或斜降。对于

断续导通模式(DCM)，计算占空比前，必须从总开关周期

中减去总电感电流的零驻留间隔。

虽然有很多方案可以产生输出，但SEPIC、Cúk、ZETA、

反激式和反相降压/升压转换器尤为适合产生两路或更多输

出。某些拓扑方案和技术针对改进性能而开发。本文描述

部分常见的、以及部分不那么常见的多路输出降压/升压拓

扑，另外还描述了改善性能的三个广受欢迎的诀窍。本文

还解释了这些诀窍的工作原理。

本文面向有一定电源转换设计经验的工程师，并非提供选

择电源转换拓扑的完整设计手册或完整方法， 但本文展示

了大幅提升性能的方法，因而文中的信息可能会影响设计

人员对于拓扑的选择。例如，或许可以通过用一个双路输

出来代替两个单路输出的方式，减少一个开关电压调节

器，并避免产生拍频。显然，这样做还能降低成本、减少

器件数。我们将展示5款完整的设计并附上测试数据和

BOM，以及部分采用这些概念的其它设计。

诀窍和拓扑

可用于基准电压源的诀窍有： 

 1) 从全部输出中至少取出部分用于控制环路。

 2) 串联连接直流电路，而不要仅抽取绕组。

 3) 将SEPIC(或Cúk、ZETA)电容耦合至输出绕组。

第一个诀窍针对控制环路，第二个和第三个诀窍针对“工

厂”。我们可以把控制环路视为控制“大脑”，而“工

厂”则决定了功率元件的物理能力。一般而言，两者无法

相互取代。成就一个良好的电源转换器不仅需要对“工

厂”进行合理合计，控制环路也是如此。

让我们以交流输入隔离反激式设计开始我们的讨论；这款

设计对于很多有经验的设计人员来说，至少是部分熟悉

的。该设计采用业界标准的反激式控制 IC，但它以

ADuM3190代替了传统可调节分流基准电压源和光耦合器

反馈；这款器件采用ADI iCoupler®技术。与光耦合器相比，

具有国际安全认证的ADuM3190经过很多样本后的增益限

制更小，且随时间和温度变化的增益限制也要小很多。

http://www.analog.com/zh/ADuM3190
http://www.ana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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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无输入EMI滤波器的反激式电源演示，针对100 V至250 V AC输入、+5 V / ±12 V三路输出
以及25 W总输出功率设计；该转换器工作频率约为75 kHz 

图1中是一款经过测试的三路输出反激式电源。蓝色区域

表示诀窍1和诀窍2用于此转换器的情况。R31是+5 V输出的

上反馈分压器。它检测输出滤波器之前某点的输出，以协

助改善反馈环路相位裕量。缓冲器R32-C29置于R18-C13和
R19-C15相反的位置。这在PCB布局布线中以最佳拟合的

方式完成。缓冲器电容为0603芯片，而缓冲器电阻为1206
芯片。

对于诀窍1，R27和C34(高亮显示)从+12输出耦合交流反

馈，而C30和R30从–12输出耦合交流反馈。下图显示了这

样做的结果：

而图3为移除R27和R30的情况。Ch1是主开关漏极，Ch2是
–12 V输出，Ch3是+12 V输出，Ch4是+5 V输出。这是该离

线反激式“多路输出不稳定”的极端例子。控制器IC的打

嗝/重启现象使得不稳定性更严重。注意，–12输出的振荡

约为12 V p-p。本图中，+12未加载，但由于未连接R27和
R30，因此加载+12并不能解决稳定性问题。

后文将对这种故障进行诊断。不过，必须记住几点：

 1) 如前所述，有些转换器在主调节输出端极低负载或

空载情况下似乎能够以可接受的性能工作在不平衡

负载条件下。但是，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转换器是

否能稳定工作，而是能否保证这样的工作性能。
如果图2中的转换器未采用诀窍1，则这些条件会导致工作

请款极为不稳定，如图3所示。

图2. Ch1是主开关(Q82)的漏极，而Ch3是+12输出；
转换器除了下列极端负载条件外稳定： 已加载–12 V输出，

未加载+5主输出，以及+12输出负载电流位于0 A至2 A范围内

图3. 移除R27和R30；Ch1是主开关漏极，Ch2是–12 V输出，
Ch3是+12 V输出，Ch4是+5 V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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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性测试”旨在引入一切可预测负载条件下都不

可能具备的不稳定性。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建议

所有输出端都在满足规格的满载条件下工作，然后

突然断开主输出负载。很多时候，采用这种方式，

可以使一个看上去似乎工作良好的设计进入不稳定

状态。

 2) 如需通过任意输出单独加载的方式确保稳定性，则

要求使用该输出的直流或交流反馈。如果某个输出

使用线性后置调节器，则应当采用该调节器之前某

一点上的反馈。调节时，线性调节器会对来自其输

入端的变化进行输出去耦。这些变化需要耦合至开

关转换器的反馈环路。

 3) 这个技巧的实用性不是很大。需求明晰后，此技巧

的适用情况就变得明显了。

 4) 负反馈输出情况下，交流耦合反馈(相对于直流)更易

于实现。无论输出极性如何，不牺牲主输出的直流

精度总是很有用的。

 5) 在强制CCM模式下进行同步整流还可防止多路输出

不稳定性，且无需使用额外的反馈。后文将会解释

这一点。

图1中，我们标出了变压器引脚9(+12绕组)与D6阴极(+5整
流器)的连接。这里是采用诀窍2的示例。我们将一个+7 V
直流整流输出与一个+5 V直流整流输出串联，而不是直接

串联两个绕组。+12输出电流同时通过+5和+12整流器。这

样做是为了要改善两个输出之间的直流交叉调整率。

图4和图5描述了+12输出电压和+5输出电流之间的关系。

在两幅图中，蓝线表示+12绕组连接至D6阴极的测试结

果，而红线表示+12绕组连接至D6阳极的测试结果。图4为
不完整图形。由于+12端存在2 A电流，我们无法画出25 W
功率极限范围内的全部+5负载。

注意到+12输出电压远较两个+12负载电流值来得平坦。相

反，当+5输出电流极低时，图4中的绕组至阴极连接(蓝线)
实际上可提供比绕组至阳极连接更多的+12输出电压。这

是因为在使用普通阳极连接的情况下，当正向电流由于较

低的+5电流而较低时，D6上的压降也较低。而由于压降较

小，反馈环路能以较低的变压器每匝V值保持+5输出处于

稳压状态。若变压器的每匝V值较低，则+12输出电压骤

降。当+12绕组连接至D6阴极时，+12输出电流全部通过

D6和D1，从而增加D6电流和压降。转换器需产生更高的

变压器每匝V值才能实现+5稳压，从而导致+12绕组输出增

加。在如此不利的负载条件下，如果某设计要求在+12输
出端保持某个最小值，则绕组至阳极连接(换言之，抽头绕

组)可能需要较高的+12:+5匝数比。这种修改会使得+12输
出电压增加至高于其它更为平衡的负载条件下所需的数

值，导致效率下降。其结果是，+12绕组至+5阴极连接可

帮助设计人员实现更为高效的设计，哪怕+12输出具有两

个串联二极管正向压降。我们虽然不敢说这样做永远是最

好的，但试图产生多路输出时可以考虑采用这种方法。

图4. +12 VOUT变化与+5负载电流之间的关系
(+12端2 A，使用两个不同的+12绕组)

图5. +12 VOUT变化与+5负载电流之间的关系
(+12端1 A，使用两个不同的+12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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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来看下一个示例电路：

图6. 100 V至250 V AC输入反激式电源，产生±12 V输出(36 W总输出功率)；
该转换器工作频率约为120 kHz

图6是一个双路输出电源，采用与图1相同的PCB构建。为

清晰起见，大部分未安装的元件均未在图中显示。

该转换器采用了诀窍1，由R30和C30来实现(在三路输出版

本中可明显看出)，而C17和–12整流器D2实现诀窍3。与诀

窍2类似，诀窍3的目标是交叉调整率。

本图中，我们使用12种不同的输出负载电流组合，以带耦

合电容C17与无耦合电容的方式测试了±12输出反激式转换

器。这些负载组合列于表1。由于直流反馈沿着+12输出严

图7. 使用12种不同输出负载电流组合的
±12输出反激式转换器

表1：±12输出反激式转换器负载组合

负载组合数
(x轴)

+12输出电流 –12输出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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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封闭，输出保持在8 mV窗口内，所有幅度较大的直流电

压变化都位于–12输出端。我们对无C17的情况按照–12 V读

数升序排列。然后，我们画出VOUT与连接C17时相同负载

组合下所得到数据的关系曲线。图7说明C17连接时，–12
的电压调节性能会好很多；绕组和D2必须如图所示连接，

才能使用C17。为何如此？

理想情况下，多路输出反激式转换器采用比例电压源驱动

其多路输出。不幸的是，真实电路具有杂散阻抗，会对该

比例进行去耦。这些阻抗会干扰各输出，且经常产生负载

影响。

这些杂散阻抗的来源有：二极管的ESR和ESL、PCB布局布

线的ESR和ESL，以及变压器绕组之间的ESR和漏电感。在

大部分典型的输出反激式设计中，绕组漏电感是最大的误

差来源。它与绕组和二极管电容产生谐振，导致过冲和振

铃，而输出二极管馈入轻载输出，对产生的过冲进行峰值

整流。其结果是，轻载输出电压相对于重载输出电压上

升，电压比例下降。

事实上，包含D2和C17的这种修改是对拓扑的大幅变动。

在最初设计中，这两个输出为变压器耦合。我们要求变压

器绕组产生的电压波形具有直流和交流高保真度。若要该

设计顺利工作，则对磁耦合的要求很高；绕组漏电感会降

低交叉调整率。然而，如果C17足够大且阻抗足够低，我

们就能插入大量漏电感，并使其与–12绕组串联，这样可

以很好地进行输出调节。事实上，我们可以用分立式电感

来代替–12绕组(与变压器无磁耦合，等效于无限漏电感)，
且能很好地工作。然后，–12输出便像Cúk转换器那样工

作。若两个绕组都在同一个变压器内核中，则具有耦合电

感Cúk输出。

在耦合电感Cúk中，两个绕组上的磁耦合波形应相同，从

而电容两端不存在(理想情况下的简单分析)交流电压。换

言之，两个绕组的匝数和相位应当一致，以便使交流电压

匹配且不会驱动较大的交流信号通过耦合电容。–12绕组

连接直流信号，而耦合电容连接交流信号。为了保持尽可

能低的LC谐振频率，针对极低漏电感可能需要使用大数值

电容，因此最严格的耦合(最低漏电感)可能并非理想耦

图8是具有±12 V输出的SEPIC/Cúk转换器原理图。该电路输

入+5 V直流，并转换为最高250 mA的±12 V直流。R9和R10
是主输出(+12 V)的反馈分压器。理论上，我们的转换器可

以检测单个–12 V输出或总共24 V差分输出，但这些选项需

用到额外的器件，比如运算放大器。除了不稳定性，设计

良好的SEPIC/Cúk未调节输出端上的直流负载调节用途很

广，且无论转换器拓扑如何，单个控制环路仅可严格而直

接地调节一路输出。诀窍3采用电容C6和C11实现，为任意

SEPIC或Cúk转换器所采用。

在该拓扑中，主开关(ADP1614内部)受(引入幅度；无极性)
VIN+(任一VOUT)的影响。采用5 V输入和12 V输出时，主开关

具有17 V峰值，而ADP1614的额定值为20 V。

此设计中，诀窍1使用未调节负输出到补偿引脚(C4和R5)
的交流反馈。这么做可以为负输出提供正确的反馈极性，

合。在设计中，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变压器绕组之

间增加任何漏电感都将是非常困难的。

当+12绕组连接D6阴极时，三路输出转换器(图1)无法采用

诀窍3。这是因为+12绕组用作7 V绕组且直流失调为+5 V，

而–12绕组用作12 V绕组。这两个绕组具有不同的匝数和交

流电压，因此采用电容耦合+12和–12整流器阳极会在变压

器两端产生一个交流短路。

在下一个示例电路中，我们将实现另一个±12 V输出，但这

次它是一个非隔离式SEPIC/Cúk组合。

图8. 5 V输入至±12 V、250 mA输出SEPIC-Cúk转换器
(本文附录中收录了一张物料清单)

http://www.analog.com/zh/ADP1614


MS-2727

但要求IC误差放大器采用跨导放大器。由于补偿引脚的误

差放大器输出端无精确的直流基准电压源，如果使用直流

耦合的话，直流误差将难以消除。任何时刻，该交流耦合

信号都会把未调节输出的方向告知反馈环路，但不影响直

流调节点。如果调节输出相对稳定而未调节输出下降或快

速上升，则该输出电压斜率信息就是非常有用的。

图9显示了采用SEPIC-Cúk的多路输出不稳定性。与图3中
UC3844交流输入反激式拓扑所表现出来的不良行为不同，

此IC保持唤醒状态，无打嗝重启周期等导致不良行为的因

素。断开R5-C4，以便产生不稳定性。可能需要一点初始

扰动以便影响反馈环路，因而如果测试不全面的话，设计

人员可能会错过对故障现象的观察。干扰可以是以下两种

情况；举例来说，可以突然向未调节输出施加负载，或者

突然移除调节输出上的负载。

图10中的示波器图形表示工作稳定。所有条件与图9所示

一致，只不过像图8那样连接了R5-C4。控制环路不再受负

载电流或输入电压扰动影响。虽然测试条件很严格且有大

量振动，但结果可以接受。加入一个小RC(如图所示)的效

果非常明显。

图9是在苛刻转折条件下的测试： 未调节–12 V输出连接150 mA
负载，+12 V输出未施加负载。Ch1是主开关模式，Ch2是空

载+12输出，Ch3是带150 mA恒定电流负载的负输出。

图10中，输出稳定，不受暂时性的负载电流或线路电压干

扰影响。正VOUT = 11.993，负VOUT = 11.230，低了6.4%。这

对于苛刻的最差情况转折条件负载和未调节输出而言，是

相当不错的结果。

 

图9. C4和C5断开情况下的SEPIC-Cúk转换器
多路输出不稳定性

图10. 与图9相同的条件，只不过C4=1 nF和
R5= 100 kΩ如原理图所示进行连接。

图11. 与图9类似，但示波器Ch1连接控制器IC的COMP引脚；
改变Ch3(–12输出)的比例因子，以使Ch1更清晰；

Ch2依旧表示+12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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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对图11进行更快速的时基采集，
阴影部分面积表示振荡波形的相位

由于通过整流器连接输出的电压源具有固定比值，我们的

多路输出SEPIC、Cúk、ZETA、反激式和反相降压/升压转

换器可完成各自的从机输出调节。这些固定的比值是由各

反激式拓扑中变压器匝数确定的调节电压，或由SEPIC或
Cúk中电容耦合的相同交流驱动波形产生。然而，在脉冲

跳跃期间，该交流电压暂时性断开，多路输出随整流器变

为反向偏置而处于未连接状态。如果未调节输出上的电压

在此时间内下降至低于预期调节频段，则控制环路一般不

会知道这一情况，无法快速响应以校正错误。

表2说明了构成图12中振荡的一系列事件：

此振荡现象使系统变得非线性。主输出和反馈环路之间有一

处断开，并在PWM跳跃期间有一个未调节输出；而在第二

个这种断开之处，未调节输出幅度快速增加。这些中断导

致系统非线性，因此仅限线性系统使用的分析方法无法很

好地对其进行解释。然而，正如不稳定反馈环路中经常发

生的那样，在输出电压和反馈之间存在相位滞后的因果关

系。C4和R5增加了额外的反馈，可旁路大部分相位滞后。

同步整流器可双向传导电流。某些同步整流控制IC(比如

ADP2442)可在强制CCM模式下工作以避免脉冲跳跃，从

而当输出互相去耦时不会产生大量时滞。双向传导允许主

输出具有较大的传导间隔，无需传递大量直流信号。因

此，带同步整流的IC和强制CCM通常可避免多路输出不稳

定性，无需额外输出提供反馈。

我们消除这种不稳定性的方案，是输出电压幅度发生改变

时，尽可能快地通知反馈环路。就线性而言，这样可以降

低反馈迟滞；而迟滞是剧烈振荡的主要成分。施加来自未

调节输出的少量交流反馈信号可实现该目标，且不影响主

输出的直流精度。

表2： 图12振荡波形

波形区域 发生了什么

控制环路和调节输出某些情况下会发生过冲；此时，产生一个脉冲跳跃。完全加载未调节输出，使其在未得到
转换器输出支持的情况下快速降低电压幅度。同时，主输出负载极低，因而其输出电容保持过冲输出电压；该
电压依然略高于反馈调节点，而控制器无法快速恢复脉冲。反馈环路告诉控制器“输出太高，不要再供电。”
由于未调节输出为负，因此图12中左上部的平坦Ch3曲线为其最小幅度。

最终，主输出电压有了足够的骤降，且IC内部的COMP电压上升至足以命令脉冲恢复，但此时满载未调节输出下
降至远低于调节频段。在我们的示例中，它衰减至趋于零。恢复电能传输后，未调节输出将变压器输出钳位至
业已较低的幅度电压值，从而主输出整流器保持反向偏置。未调节输出的滤波器电容获得全部输出电能，且不
向主输出提供任何电能。随着控制环路命令提供更多电能，主输出进一步下降，并以最快速度对未调节输出滤
波器电容充电。

未调节输出到达正常调节频段后，转换器以全功率输出，并有可能限流。此时，转换器开始向主输出提供电
能，但由于误差放大器输出位于最大值，它无法快速回摆至稳定点，主输出电压过冲。然后，控制环路作出反
应，摆动至其最小值，并关断PWM输出。这将开始另一次脉冲跳跃，并重复此循环。

1

2

3

http://www.analog.com/zh/ADP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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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工程师可能会认为，从输出的两点处获取反馈使得对线

性网络稳定性的分析变得困难了。这里我们不打算争论这

个基本问题。从副输出引入的相对较小交流耦合信号可完

全摒弃这种不必要的模式。有些情况下，只需一个诸如小

数值串联RC这般廉价的组件即可戏剧化地解决这个问题。

该引入的反馈耦合通常会受瞬变负载响应波形影响。然

而，以小数值电容和大数值串联电阻的形式进行非常轻微

的耦合，即可最大程度降低不利影响，而无需牺牲稳定

性。事实上，瞬变负载响应的影响可能是有利的。也许可

以利用非常好的仿真器和出色的模型来计算电路值。但如

果对仿真没有充分信心，那么在工作台上进行解答也许更

合适。请确保为元件值留出裕量，以便正常波动不至于让

设计出现问题。应进行规划，从而最小化未调节输出的引

入反馈耦合。

由于通过两个或更多反馈点定义和测量反馈环路响应并不

直观，我们使用了下列方法保证稳定性：

 1) 只连接主反馈，并正常设计反馈环路，确保具有良

好的增益和相位裕量。使用高di/dt速度负载开关测量

并记录转换器负载瞬变响应。这个测试的目的是观

察线性系统的转换器，而非迫使其出现多路输出不

稳定性。此处需谨慎；很多电子负载无法以足够快

的速度切换，从而无法在单位增益交越频率附近激

励环路；因此，可能需要使用分立式测试电路以及

方波或脉冲发生器来开关MOSFET和负载电阻。由于

瞬变负载一次仅施加在一个输出上，因此应当在所

有输出端执行此测试。测量每一次测试的所有输

出，并尝试不同的静态负载组合，因为有时候这样

做会得到意料外的结果。

 2) 测试并观察转换器是否易受多路输出不稳定性影响。

很多时候，未调节输出端满载，加上主输出空载就

很有可能触发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突然断开主输出

端负载。

 3) 以实验方式确定未调节输出端需要多少耦合，才能

防止出现问题。从相对较高的电容值和较低的电阻

值开始耦合。在上述电路中，采样起始值约为20 kΩ
和100 nF。假设这种组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则逐次

增加电阻值，找到最大有效值，然后将该值减半，

以留出裕量。然后，对电容进行类似的操作；逐次

降低数值，找到最低有效值，然后将其翻倍。

 4) 现在，重复动态负载响应测试。从响应波形中，通

常都能发现有待改进的地方。我们从未见过增益或

相位裕量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

图13中，我们将207 Ω负载从SEPIC-Cúk转换器的正输出端

切换至地。该测试中，连接R4-C5。Ch1表示负载开关FET
的漏极。Ch2表示+12 V输出电压，Ch3表示–12 V输出电压。

+12 V输出具有额外的固定20 mA负载，而–12 V输出具有固

定150 mA负载。

图13. 207 Ω负载(约58 mA)从SEPIC-Cúk正输出
端切换至地；R4-C5已连接



MS-2727

图14. 此处重复图13中的测试，
但不连接R4-C5

图15. 207 Ω负载(约58 mA)从SEPIC-Cúk负输出
端切换至地；R4-C5已连接

图15中，将207 Ω负载(约58 mA)从SEPIC-Cúk转换器的负输

出切换至地。该测试中，连接R4-C5。Ch1表示负载开关

FET的漏极。Ch2表示+12 V输出电压，Ch3表示–12 V输出电

压。–12 V输出具有额外的固定20 mA负载，而+12 V输出具

有固定150 mA负载。

图16. 此处重复图15中的测试，
但不连接R4-C5

图17. 不同的负IOUT数值下，SEPIC-Cúk测得的
负VOUT与正IOUT之间的关系

图18. 不同的负IOUT数值下，SEPIC-Cúk测得的
正VOUT与正IOUT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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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略为展开叙述多路输出降压/升压转换器；它的构

建方法与SEPIC-Cúk类似(比如采用ADP1614 IC)。图19和图

20中的转换器均可用于全部三个诀窍。这两个转换器所产

生的输出电压均为2:1。由于这一严格的电压比，那些根据

变压器匝数设置输出电压的设计将获得比预计更好的电压

调节性能。

这是一个采用三个电感构建的双路输出SEPIC，但也能采

用两个耦合电感构建。它能接受4 V至7 V直流输入，产生

+6 V直流和+12 V直流输出。引入适当的控制环路后，就能

实现全部三个诀窍。

现在回到我们的多路输出转换器主题，即从正输入产生对

称±输出。另一种方法是组合使用反相降压/升压和ZETA。

图21中的设计采用诀窍1——使用两路输出之差的反馈，以

及诀窍3——多亏了它的ZETA转换器设计。

图19. 带三个电感的双路输出SEPIC，
但也可采用两个耦合电感构建

图20. 双路输出Cúk，具有与图19中的双路输出
相当的能力，但输出电压为负

图21. 基于ADP2442产品的组合式反相降压/升压/ZETA拓扑，仅用一个双绕组耦合电感产生两条对称电轨



MS-2727

ADP2442为–15 V主输出提供同步整流。将引脚6和11如图

所示连接，则可得到强制PWM工作模式。因此，该转换

器具有良好的多路输出不稳定性保护特性。R10-R4反馈分

压器检测+15至–15差分，提供进一步保护。控制环路调节

30 V。如果将R10重新接地(而非+15)，然后相应调节分压

比，则–15将精确调节，+15将成为附加输出，即作为–15
的从输出。

图22. 采用ADP2442反相降压/升压/ZETA拓扑，在不同正IOUT
数值下测得的负VOUT与负IOUT的关系

图23. 采用ADP2442反相降压/升压/ZETA拓扑，在不同正IOUT
数值下测得的正VOUT与负IOUT的关系

图22和图23显示了在两路输出上测得的负载/交叉调节。这

两组图形之间有一种对称性，因为+15和–15之间的差异经

过反馈环路的精确调节。如果反馈环路工作正常，那么当

某个输出上升100 mV时，另一个输出必须下降大致相同的

电压值。

在这类转换器中，IC接地引脚未连接系统地，而是随转换

器启动压摆至–15。Q1、R5、R6和R13对IC精密使能/UVLO
功能进行调节和电平转换，从而使R13使能响应+12 V直流

输入电平和/或以反相接地作为参考的使能信号。如果R13
输入接地，则得到简单的输入欠压闭锁。如果它切换至

地，则得到带有趋低使能控制的输入UVLO功能。

ADP2442额定最大值为36 V，测量范围为VIN引脚到接地引

脚。本应用中，IC VIN引脚为+12，而接地引脚为–15，因此

可耐受27 V差分信号。这在额定值范围内。

图24. 采用ADP2301的反相降压/升压/ZETA拓扑

图25：采用ADP244的双路负输出反相降压/升压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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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显示了另一个反相降压/升压/ZETA拓扑；该拓扑与图

21类似，但使用ADP2301。来自24 V差分输出的反馈确保多

路输出稳定性。使用诀窍1，从两路输出同时获取反馈。

ZETA输出使用诀窍3。ADP2301可处理20 V，因此该转换很

合适。我们不建议将ADP2301用在双路负输出配置中，而

是建议采用ADP2442，因为ADP2301既没有可供访问的跨

导类COMP引脚，也没有强制CCM能力。双路负输出拓扑

更易受多路输出不稳定的影响，除非采用更为复杂的反馈。

图25显示的是图21中电路的变化(两个电路均采用同一款

PCB设计进行测试)。我们产生两路负输出，而非一路负输

出和一路正输出。电感绕组之间的电容耦合(诀窍3)有助于

此转换器产生双路输出，跟踪性能要比抽头电感更好。强

制CCM工作模式(引脚6和引脚11相连)可让该配置的表现更

佳，且无双路输出不稳定性。不要将–30 V输出耦合至引脚

2 COMP，因为这会导致工作不当。

图26和图27显示双路负降压/升压拓扑的电压调节。图26中
的–15调节看上去不太稳定，但其实输出已在<0.1%窗口内

精确调节。纵轴经过放大，显示微小变动。关于这个奇怪

的曲线形状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但–15输出经过直接而精

确的调节；本文不打算剖析这一几乎完美结果的瑕疵。两

张图中，图27的结果更为有意思。–30 V幅度随所有曲线的

–15电流增加而上升，与预期一致，但在曲线之间移动就

能观察到改变该输出负载电流后，–30 V所受到的影响。增

加–30负载实际上会增加全部两路输出的负载，因为采用

串联直流连接。–15上负载的增加趋向于增加–30上的电压，

因为反馈环路会补偿电感绕组中I × R压降的上升。然而，负

载还会提升–30绕组上的负载和压降，并趋向于降低–30输
出电压。这两个趋势相反，使得结果不那么明显。其结果

是，当存在流向范围内轻载端的–30负载电流时，将得到

最小幅度的–30输出电压。

总结

本文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诀窍，可用来改善几类多路输出电

压转换器的性能。本文还提供了一些可能不太常见或较为

新颖的拓扑，并利用了这些诀窍。

虽然大部分设计可产生两路输出，但所有拓扑均可按需扩

展提供三路或更多输出。

作者希望读者为文中的想法所吸引，从而激发出新设计的

创造力。

图26. 不同–30 IOUT数值下，采用ADP2442双路负输出反相降压/
升压拓扑时测得的–15 VOUT与–15 IOUT的关系

图27. 不同–30 IOUT数值下，采用ADP2442双路负输出反相降压/
升压拓扑时测得的–30 VOUT与–15 IOUT的关系

http://www.analog.com/zh/ADP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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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物料清单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物料清单中的电阻均为1% 0603。

表3： 隔离交流输入反激式转换器物料清单

参考
编号

图1 图6

铝电解电容
150 μF 400 V 105°卡扣式

铝电解电容
150 μF 400 V 105°卡扣式

2A 250 VAC时间延迟 2A 250 VAC时间延迟

20 kΩ 500 mW；
2 × 20 kΩ 1206并联，
两个以上串联
(最多4个)

20 kΩ 500 mW；
2 × 20 kΩ 1206并联，
两个以上串联
(最多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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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Ω 500 mW；
2 × 75 Ω 1206并联，
两个以上串联 
(最多4个)

75 Ω 500 mW；
2 × 75 Ω 1206并联，
两个以上串联 
(最多4个)

132.6 k 0.75W
(6 × 22.1 k 1206串联)

132.6 k 0.75W
(6 × 22.1 k 1206串联)

变压器绕线：Ferroxcube 
PQ3230 3F3 46T原边，
3T 5V输出，4T + 12 V
输出7T-12 V输出，
7T控制

变压器绕线：Ferroxcube 
PQ3230 3F3 36T原边，
5T 12 V输出，5T控制

浪涌限幅器16 Ω 1.2 A 浪涌限幅器16 Ω 1.2 A

UC3844A或UC3844B UC3844A或UC3844B

表4：图8中的ADP1614 SEPIC/Cúk物料清单

参考
编号

额定值 尺寸/类型/产品型号 制造厂商

表5：两个双路输出ADP2442转换器物料清单

–15 V和–30 VOUT

图21 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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