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使用集成电源模块相对于使用分立稳压器的优点
引言
如今的通信与计算基础设施的电源系统可支持耗电量日益增加的FPGA、ASIC及微处理器的大电流负载
。为提供这些大电流电路，设备制造商常常依赖复杂、占用宝贵空间并可能具有严重功率输出限制的分
立电源解决方案。
降压稳压器用于将来自分布式电源总线的功率转换后供给基础设施系统中的独立负载点（POL）使用。
降压转换器可将来自输入源的电压转换为较低输出电压，并能够将电压源（通常为5V-25V或更高）转换
为较低稳定电压（通常为0.5V-5V）。较新的基础设施系统可在一个系统中使用20-40个负载点（降压）
转换器，每个转换器有不同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需求，给系统电源设计工程师提出了挑战。
为克服给这些系统设计电源子系统的挑战，许多设计工程师都考虑使用电源模块代替传统的分立POL设
计，上市速度、尺寸限制、可靠性和设计功能是推动因素。在本文中，我们将比较使用集成电源模块相
对于使用分立降压开关稳压器的优点。

分立非隔离式降压稳压器的设计
非隔离式开关电源的构块如图1所示。

图1：分立电源框图
分立电源的构建需要大量外元件，如PWM控制器、开关功率MOSFET、输入电容器、输出电容器和功率
电感器。这些元件及其用法在每个设计中都可能不一样。例如，如果系统有20个不同的电压输出，则必
须为每个设计选择这些元件，这使设计电源子系统的任务非常具有挑战性。
我们来看一个非隔离式降压稳压器的例子。用于图2所示非隔离式降压稳压器设计的所有元件都应当仔细
选择，以满足设计要求。
计算电感值在设计降压开关转换器时最为重要。首先，假设转换器处于通常的连续导电模式（CCM），
这意味着电感器在关断期间没有完全放电。流经电感器的峰值电流决定电感器所需的饱和电流额定值，
饱和电流额定值又决定电感器的大约尺寸。电感磁芯的电流饱和会降低转换器效率，同时增加电感器、
MOSFET和二极管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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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同降压压转换器的基本构成
选择输出电容器也是设计的重要内容。输出电容值决定电源的负载瞬态性能。最小化降压转换器输出的
电压过冲和纹波需要适量的输出电容值。输出电容值不足会造成负载瞬态性能或稳定性差，输出电容器
的电容值不足及高等效串联电阻（ESR）会造成大电压纹波。最大容许输出电压过冲和纹波通过是在设
计时规定的。因此，若要满足针对降压转换器电路的纹波规范，就必须包括具有足够电容值和低ESR的
输出电容器。
输入电容器用于抑制电源输入的噪音和降低可在输入看到的纹波电压。负载电流、工作循环和开关频率
是用来确定输入纹波电压振幅的一些因素。直接放在稳压器输入位置的陶瓷电容器可减小纹波电压振幅
。陶瓷电容具有降低纹波电压振幅所需的极低ESR。这些电容器的位置必须靠近稳压器输入引脚才会有
效。
上下端MOSFET的仔细选择将决定降压转换器的整体效率。功率MOSFET的导通电阻以及开关损耗将会
影响整体效率。必须选择补偿元件来确保设计满足所需工作条件下的稳定性标准。外部元件的布置也可
能影响电源的性能。设计工程师必须使用最佳布局来最小化噪声和最大化系统效率。
整个过程必须对每个电压输出重复进行。如果系统中有20个负载点电压输出，那么该过程就必须重复20
次，这很快就会成为电源子系统设计工程师面临的艰巨任务。

电源模块的使用
系统设计工程师在选择电源模块时会权衡成本、设计任务量和性能。对于有1-5个电压输出的系统，设计
工程师可选择使用分立稳压器来节省成本和满足上市速度要求。不过，由于电压输出数目的增加和电流
额定值的增加，电源子系统的设计变得具有挑战性且设计任务量显著增加。为克服这一挑战，设计工程
师可选择使用电源模块解决方案。设计工程师还应当考虑分立设计的拥有成本。拥有成本是指除电源设
计工程师的设计和测试时间外的物料（BOM）成本。潜在重新设计变更、制造及组装成本是分立设计的
额外费用。
图3显示了电源模块如何将图1所示的分立设计的许多功能集为一体。电源模块可集成PWM控制器、功率
MOSFET、电感器和补偿网络。设计工程师通常只需要选择输入和输出电容器即可完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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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电源模块实现
Intersil提供全面的数字和模拟负载点电源模块系列，以满足基础设计系统的需求。如图3所示，Intersil电
源模块是完整的DC/DC电源子系统。这些模块采用业内领先的电源技术，可缩短设计时间、降低成本和
节省电路板空间。Intersil的优化热封装技术提供卓越的热性能，可提供大电流工作和高功率密度而无需
外部散热器或风扇，从而降低系统成本。
图4显示了Intersil的高电压电源模块ISL8216M。ISL8216M支持10V-80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具有2.5V30V的可调节输出范围，并提供4A输出电流。ISL8216M是输入轨为12V、24V、36V或48V的系统的理想
选择，这使它非常适用于基础设施和工业系统。

图4：ISL8216M应用电路
Intersil还提供两个引脚兼容的大电流降压电源模块，以最大化设计灵活性。非常受欢迎的ISL8225M双路
15A/单路30A降压电源模块采用17mm x 17mm微型热增强QFN封装，输出功率可达100W。两个15A输
出可独立使用，或结合起来提供30A输出。
如果需要大电压或更多净空高度，可使用ISL8240M双路20A/单路40A降压电源模块，该模块比较适用于
基础设计系统中耗电量高的ASIC、FPGA及微处理器负载。其特有的均流和相位交错技术允许最多并联6
个模块来提供240A电流。这两款电源模块均提供卓越效率和低热阻，可在无需散热器或风扇的情况下满
功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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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ISL8240M单路1V/40A输出应用示意图

结束语
实现分立设计的初始成本可能比使用电源模块便宜。但若考虑上市速度和长期工程及维护成本时，则电
源模块具有明显优势，特别是对具有10个或更多电压输出的系统。拥有成本、设计复杂性降低以及简化
和更灵活的PCB布局都是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Intersil提供全面的数字和模拟电源模块系统，来满足基
础设施系统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和负载电流范围要求。欲了解有关Intersil电源模块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renesas.com/power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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