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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磁性组件——充电泵照样
能处理电压
采用简单的高电压充电泵取代电感器
作者 ：Steve Knoth，电源产品部高级产品市场工程师，凌力尔特公司

由于电压范围有限且其性能在传统上一直介于LDO和开关稳压
器之间，因此充电泵在某些方面几乎已经被人们所淡忘。幸运
的是，凌力尔特推出了LTC3260和LTC3261高电压充电泵，从而
满足了此类需求。

充

电泵（即开关电容器电压转换器）采用电容器作为

达到相当优良的水平。在上面的倍压器示例中，输入电源

能量储存元件以产生输出电压。以一种基本的充电

将等于两倍的输出负载电流，这样在理想的情况下输入功

泵电路“倍压器”为例，它采用单个飞跨电容器和4个由

率与输出功率相等。在现实当中，由于静态工作电流和其

一个两相时钟驱动的内部开关来使输入电压倍增。在该时

他损耗的原因效率将略低于理想值。充电泵的通用性使其

钟的第一个相位中，一对开关把飞跨电容器充电至输入电

可在众多的应用和市场区段中一显身手。

压（VIN）。在该时钟的第二个相位中，第三个开关把电容

充电泵在介于LDO和开关稳压器之间的性能范围中填

器的负端连接至V IN，这实际上将在电容器的正端上产生2

补了一个小空缺，并可为那些有可能反对使用电感器的设

* VIN 的电压。第四个开关则把飞跨电容器的正端连接至输

计提供一种上佳的替代方案。相比于LDO，充电泵的运作

出电容器。在无负载条件下，电荷将在每个周期中转移至

需要一个额外的电容器（“飞跨”电容器），但它不需要

输出电容器，直到输出充电至2 * VIN 为止，从而实现了输

使用电感器，价格通常稍贵一些、具有较高的输出噪声电

入电压的倍增。当接入了一个输出负载时，输出电容器在

平且输出电流能力往往较低。然而，其优于LDO之处也是

第一个时钟相位里提供负载电流，而飞跨电容器则在第二

很多的，例如：较高的效率、良好的热管理（因采用开关

个相位期间提供负载电流并给输出电容器充电。如欲启动

架构所致）、并为升压和降压或产生负电压提供更大灵活

电荷转移，则将输出调节在一个略低于2*V IN 的电压。输

性。当与传统的开关稳压器相比时，充电泵的输出电流能

出电容器在时钟两个相位里的充电和放电将产生一个输出
纹波，此纹波与输出电容器数值、时钟频率和输出负载电
流之间存在着某种函数关系。
所有其他的充电泵电路实现方案都是在这种基本方案
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改变开关和电容器以及时钟相位的数
目得出的。充电泵能够实现电压的2倍增、3倍增、减半、
反向和以分数对电压做乘法运算或调节（例如：x3/2、
x4/3、x2/3 等），并产生任意的电压（取决于控制器和电
路拓扑）。当接近其理想的充电比时，充电泵的效率可以

表1：LDO、充电泵和开关稳压器之间的性能对比
特点

LDO 稳压器

开关电容器
电压转换器

传统型
开关稳压器

设计复杂性
成本
噪声
效率
热管理性能
输出电流
是否需要磁性组件
局限性

低
低
最低
低至中等
差至中等
中等
否
不能实现升压

中等
中等
低
中等至高
良好
低
否
Vin/Vout 比

中等至高
中等至高
低至中等
高
最佳
高
是
需要谨慎考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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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泵可以满足此项要求并在局部位置上产生一个负输出电
源，以采用低噪声后置稳压器来驱动运算放大器或其他噪
声敏感型电路的电压轨。
许多新式通信设备采用了灵敏的R F接收器，但是，
噪声发生器（开关电源）与对噪声敏感之电路的组合会造
成潜在的干扰。传统解决方案是尽量使噪声发生电路远离
噪声敏感电路。然而，现在的手持式产品中，设计非常紧
凑，因此这一方法已经不可行了。而通过增加屏蔽来解决
问题在成本和体积两方面都行不通。传统开关电源的噪声
能量主要以集中的窄带谐波形式表现出来。可是，如果这
些谐波中的某个恰巧与某一敏感频率（例如：接收器的中
频[IF]通带）一致，就很可能造成干扰。充电泵提供了足
图1：LTC3260应用电路

够低的噪声门限，可填补这一空缺。
所有旨在满足上述充电泵IC设计限制条件的解决方案
都将整合一个具有稳定输出和低输出噪声的高效型高电压
充电泵。

一款新颖而简单的解决方案
凌力尔特开发了面向此类应用的简单、却不失精细的
高电压负输出单片式充电泵IC。LTC3260和LTC3261是通用
型充电泵。LTC3261是一款高电压负输出充电泵，能提供高
达100mA的输出电流。而LTC3260则内置了一个负输出充
电泵以及正和负LDO稳压器，每个LDO稳压器可利用低压
差电压操作提供高达 50mA的输出电流。负LDO后置稳压
器由负输出充电泵的输出供电。正和负LDO输出电压可采
用外部电阻器分压器分别调节至1.2V和–1.2V。这两款器件
均在 4.5V至32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详见图1和图2。
LTC3260和LTC3261的内部充电泵皆可工作于低静态
图2：LTC3261应用电路

电流的突发模式（B u r s t M o d e®）或低噪声的恒定频率

力和效率较低。然而，充电泵的设计更简单，而且不需要

模式（效率高达88%）。以突发模式工作时，充电泵输

电感器。此外，工艺技术的进步还使充电泵的输入电压范

出调节至–0.94 • V I N。另外，在突发模式操作中，如果

围较之先前的产品系列有所扩展。表 1 比较了不同拓扑的

两个L D O都启用，那么L T C3261仅吸收60μ A静态电流，

主要性能参数。

而LTC3260则只吸收100μA。恒定频率工作可提供低输入
和输出纹波；在这种模式中，充电泵产生等于–V I N 的输

充电泵的设计和应用难题

出，并以固定的 500kHz 频率或用一个外部电阻器设定在

一些工业环境具有现成可用的单端、较高电压电源。

50kHz至500kHz的频率范围内工作。其他的IC特点包括很

不过，这些电源并不适合驱动需要双极性电源的运算放大

少的外部组件、采用陶瓷电容器可保持稳定、用于在启动

器及其他电路，比如：为双轨、低噪声高电压运算放大器

时防止产生过大电流的软起动电路、以及短路和过热保

供电就需要从单 +24V电源获得 ±15V电压轨。被驱动至

护。LTC3260和LTC3261非常适用于各种应用，例如：用高

接近其负电源轨的运算放大器其失真非常差。因此，拥有

电压输入产生的低噪声双极性/负输出电源、工业/仪表用

一个低于最低信号电平的负电源轨是合乎要求的，这样可

低噪声偏置电压发生器、便携式医疗设备和汽车信息娱乐

在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上提供最低的失真。种类合适的充

系统。
LTC3260采用扁平（高度仅 0.75mm）3mm x 4m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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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的输出（＜1mVp-p），因而极其适合于诸如运算放大器
和ADC驱动器等噪声敏感型应用。

保护电路
LT C3260 具有内置的短路电流限制和过热保护功能
电路。在短路情况下，该器件自动将其输出电流限制在
160mA左右。假如结温超过约175℃，则热停机电路将禁止
向输出提供电流。当结温回落至大约165℃时，将恢复向输
出提供电流。当热保护电路处于运行状态时，表明结温超
出了规定的操作范围。热保护功能针对的是超出正常操作
范围的短暂过载条件。在高于规定的最大工作结温条件下
连续运作有可能损害器件的可靠性。
表2概要总结了凌力尔特新型充电泵L T C3260和
LTC3261的特点和优势。

结论

图3：LTC3260 的低输出纹波性能
表 2：LTC3260 和LTC3261充电泵的特点和优势
LDO 稳压器

特点
稳定的 LDO 输出（LTC3260）
总 IC 电流 150mA（LTC3260）：
1)LDO+ = 50mA

低噪声操作

所淡忘。幸运的是，凌力尔特推出了LTC3260和LTC3261高
电压充电泵，从而满足了此类需求。可提供 150mA电流的

分离电源轨运算放大器和 ADC

适合多种负输出应用

单的设计。LTC3261是LTC3260的一个子集，并提供了一个

微功率操作 ；可节省电池运行时间

100mA的高电压负输出。因此，对于那些不喜欢使用电感

100μA 静态电流（LTC3260）
可调 50-500kHz 恒定频率操作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输入和输出纹波

器的设计师而言，他们可以采用简单的高电压充电泵取而

以及开关噪声。避开了干扰频段。

代之。

引脚可选的突发模式操作

低 IQ，可延长电池运行时间

宽 VIN 范围 ：4.5V 至 32V

是众多应用的理想选择

低停机电流 = 2μA

可节省电池运行时间

短路 / 热停机保护

可提供全面的电路保护

无电感型设计

LTC3260在小巧的占板面积内具备诸多有用的特点，减小
了总体解决方案尺寸，而这反过来又可实现更加紧凑和简

（Vout）共用另外的 100mA 电流
60μA 静态电流（LTC3261）

开关稳压器之间，因此充电泵在某些方面几乎已经被人们

适合众多的应用，包括正（+）/ 负（–）

2)LDO –（50mA 最大值）和负输出
总 IC 电流 100mA（LTC3261）Vout

由于电压范围有限且其性能在传统上一直介于LDO和

www.linear.com.cn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占板面积 / 外部
组件，可节约成本

外部组件极少（3 个），LTC3261
14 引脚（3mm x 4mm x 0.75mm）

最大限度地缩减了 BOM，可节省成本
紧凑、扁平的占板空间

DFN 封装和 16 引脚 MSOP 封装
（LTC3260）。12 引脚 MSOP 封装
（LTC3261）

引脚DFN封装和16引脚MSOP封装，两种封装均有底面导
热衬垫。LTC3261采用12引脚MSOP封装，也有底面导热衬
垫。这两款器件的工作结温为–40℃至 +125℃。

低输出纹波
L T C3260的设计具备提供低噪声性能的固有特性。
该器件的高工作频率实现了低输出纹波。如图3所示，
LTC3260的LDO进一步抑制了这种纹波，可提供非常低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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