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te Paper

紧跟高耗电移动设备的发展
电池续航时间和热平衡是移动电源管理系统设计工程师面临的两个最大挑战。随着设备硬件和软件功能
的增加，如 Web 浏览、更高分辨率的摄像头、尺寸更大的高清屏幕、速度更快的处理器和 4G，来自为
这些系统供电的稳压器的峰值功率要求也在增加。并行执行多个进程意味着总负载电流会快速上升，给
电源管理系统带来巨大的供电和散热压力。
系统工程师提出了许多创新解决方案来延长电池续航时间，虽然大多数电源要求都已被整合入智能手机
和平板电脑的电源管理 IC（PMIC），但是还需要分立解决方案来跟上下一轮移动系统创新的要求。这些
极端重要和非常专门化的分立解决方案可增加 PMIC 的性能和最大化移动设备的电源效率。
本文讨论了在增加移动产品的电源效率时面临的挑战，并介绍电源系统设计工程师如何使用下一代降压升压转换器来延长锂离子（Li-ion）或锂聚合物电池的续航时间，以及降低功耗，以满足日益严苛的热平
衡要求。

用作前置稳压器的降压-升压转换器
降压-升压转换器可在提高系统整体效率和延长电池续航时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它们在用作
PMIC 低压差稳压器（LDO）的前置稳压器方面就十分成功。移动系统 PMIC 可使用多达 30 个专用于子系
统（如蓝牙、SD 内存和 RF 收发器）的 LDO，其输出电压范围为 1.2V - 3.3V。通常用于这些系统的锂离
子电池可具有从 4.35V 到低至 2.5V（在动态线路和负载瞬变情况下）的电压范围，尽管电池电压大多数
时间维持在 3.7V。
问题是，大 LDO 压差会造成过量效率损失，且线电压扰动可能导致这些下游子系统的瞬时欠压问题。这
个问题可通过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如 3.3V）来解决，这也让 LDO 系统设计更容易，因为更容易预测系
统在频繁瞬变条件下的运行状态。但关键改进是来自所有 LDO 的余量电压和压差的减小。事实上，效率
优势会相当可观。热预算也因为 PMIC 的功耗降低（这会降低管芯温度和 PMIC 器件内所有功率 MOSFET
导通电阻）而受益。
如图 1 所示，给 PMIC LDO 供电的方法有两种：用电池直接供电，或通过降压-升压转换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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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使用两种 LDO 供电方案的典型移动电源系统
Intersil 的工程师进行了一次实验，来比较两种方法对电池续航时间的影响。实验安排模拟了常见的应用
情况，如通过 Wi-Fi 传递的视频流和对 SD 内存卡的读/写操作。在此情形下，实验发现使用降压-升压稳
压器的方法可使电池续航时间延长 8%以上。图 2 显示了在同一个负载下分别使用电池直接给 LDO 供电
和通过降压升压转换器再给 LDO 供电的两种情况下的电池放电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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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使用和不使用降压-升压稳压器的电池放电试验。

降低无负载静态电流
除了正常工作期间的能量节省，如图 3 所示，开关转换器还能从实验中使用的 ISL91106 降压-升压转换
器集成的低功耗旁路模式获益良多。在低功耗旁路模式下，转换器的输出直接连接至输入。该特性可帮
助使转换器的无负载静态电流降低多达 98%，同时维持下游子系统（如 PMIC、SoC、音频、显示屏、摄
像头和接口外设）的睡眠模式或“keep-alive”功能。

图 3：提供引脚控制式旁路功能的降压-升压转换器

White Paper—紧跟高耗电移动设备的发展

Page 3 of 4

这一由逻辑方法控制实现的旁路功能可向系统工程师提供传统开关转换器无法提供的灵活性。一旦该旁
路功能被禁用，转换器就能回到良好的稳定输出电压。
诸如 ISL91106 和 ISL91107 等下一代降压-升压转换器采用可提供高达 96%效率的 H 桥架构，解决方案
总尺寸小于 20 mm2，同时在使用典型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提供高达 9W 的输出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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