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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一、 MOSFET工作特性及损耗分析 

二、 基本串并联谐振电路工作原理 

三、 谐振网络在变换器中的应用分析 

四、 LLC谐振变换的工作特性曲线设计 

五、 GaN器件特性分析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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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一、 MOSFET工作特性及损耗分析 

 1.1、开关电源的发展 

 1.2、MOSFET损耗分析 

 1.3、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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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1、开关电源的发展 
 
    小型化       

 集成化 

 模块化 

   

高频率 

高功率密度 

低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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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 随着环保节能的观念越来越被各国所重视，电子产

品对开关电源需求不断增长，开关电源的功率损耗分析

也越来越重要。 

•     由于开关电源内部损耗的功率决定了电源热效应

和总体效率，所以了解开关电源的功率损耗是一项极

为重要的工作。 

•     产生损耗的因素非常多，在此只分析开关电源的

核心器件MOSFET开关管的损耗，深入理解它产生损耗

的过程和提出解决方法。 

1.1、开关电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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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2、MOSFET损耗分析 
 

硬开关模式下的开关管开通和关断过程 

软开关模式下的开关管开通和关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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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功率MOSFET的运行特性如图所示  

              MOSFET开关过程特性分析  

1.2、MOSFET损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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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     到了米勒平台后，漏极电流达到系统最大电流Ip，

并保持在电路决定的恒定最大值Ip，漏极电压开始下降，

MOSFET固有的转移特性使栅极电压和漏极电流保持比例

的关系，漏极电流恒定，因此栅极电压也保持恒定，这

样栅极电压不变，栅源极间的电容不再流过电流，驱动

的电流全部流过米勒电容。 

•     过了米勒平台后，MOSFET完全导通，栅极电压和漏

极电流不再受转移特性的约束，就继续地增大，直到等

于驱动电路的电源的电压。  

1.2、MOSFET损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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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MOSFET寄生参数分析  

输入电容 

输出电容 

反向传输电容 

MOSFET的栅极电阻 

 

 

1.2、MOSFET损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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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开通过程中，从t0时刻起，栅源极间电容开始充电，栅

电压开始上升，栅极电压为 ： 

 

                                              （1）                       

      

 其中：                     ，VGS为PWM栅极驱动器的输出

电压。 

                  栅极驱动内阻。 

   

1.2、MOSFET损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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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VGS电压从0增加到开启阈值电压VTH前，漏极没有电流流

过，时间tTH为  

 

 

 

 

  VGS电压从VTH增加到米勒平台电压VGP的时间t1为  

（3） 

（2） 

1.2、MOSFET损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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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VGS处于米勒平台的时间t2为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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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OSFET损耗分析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定义已知量 

驱动电压  Vcc = 12V 

工作频率  Fsw = 330kHz 

MOSFET开通时的电压  Vds_open = 48V 

MOSFET关断时的电压  Vds_close = 48V 

MOSFET开通时的电流  Ids_open = 17A 

MOSFET关断时的电流  Ids_close = 20A 

MOSFET驱动开通电阻  Ropen = 14.7Ω 

MOSFET驱动关断电阻  Rclose = 4.7Ω 

驱动输出电流的能力  Iic_open = 3A 

驱动吸收电流的能力  Iic_close = 3A 

流过MOS的有效值电流  Ids_rms = 14.3A 

    MOSFET开通损耗发生在t1和t2时间段，关断损耗发生在
t5和t6时间段。以一个具体的实例进行MOSFET损耗分析对比。  
 

    MOSFET损耗分析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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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OSFET损耗分析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TK10A60D 
驱动内阻  RG= 0.54⋅Ω 

MOSFET导通电阻  Ron = 0.033Ω 

MOSFET门极开启电压  Vth = 3V 

MOSFET跨导  gFS = 6S 

MOSFET的输入电容  Ciss = 1220 pF  

MOSFET的输出电容  Coss = 295pF 

MOSET的米勒电容  Crss = 100pF 

2.选择MOSFET，定义MOSFET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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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OSFET损耗分析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MOSFET损耗计算  
3.1计算开通和关断的米勒平台电压 

米勒平台开通稳定电压 

米勒平台关断稳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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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OSFET损耗分析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2、MOSFET损耗分析 
  3.2计算MOSFET管开通到米勒平台的时间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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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2、MOSFET损耗分析 
 

 3.3计算MOSFET米勒平台的驱动电流Ith  

 

 

l 3.4理论输出电流与驱动实际能力对比，此时必须和芯

片的驱动能力比较，取较小的值。   

 

17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2、MOSFET损耗分析 
 

 3.5计算米勒平台维持时间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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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2、MOSFET损耗分析 
 

• 3.6计算开通损耗和关断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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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2、MOSFET损耗分析 
 

3.8计算MOSFET的总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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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计算MOSFET的导通损耗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2、MOSFET损耗分析 
 

开通阶段 数值 单位 关闭阶段 数值 单位 

米勒平台开通电压 5.83 V 米勒平台关断电压 6.33 V 

米勒平台开通电流 0.405 A 米勒平台关断电流 1.209 A 

上升开通时间 7.029 ns 下降关断时间 2.975 ns 

米勒平台维持时间 11.858 ns 米勒平台维持时间 3.97 ns 

开通损耗 2.543 W 关断损耗 1.097 W 

通态损耗 8.773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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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2、MOSFET损耗分析 
 

    开通过程中，Crss和米勒平台时间t2成正比，计算可以得

出米勒平台所占开通损耗很大，因此米勒电容Crss及所对应的

Qgd在MOSFET的开关损耗中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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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2、MOSFET损耗分析 
 

•       通过以上计算可以得到，MOSFET的功耗有很多

参数影响，其开关损耗与多个参数相关，包括驱动电

阻、米勒电容等，导通损耗和内阻直接相关。      

•       随着对于开关电源提高频率，其开关损耗更加

明显。因此针对系统中开关管的损耗，引入ZVS的方

式是必要的手段，现在应用最好的方式是谐振的方式。 

•      针对通态损耗，引入通态电阻更小的功率器件，

降低导通电阻是必然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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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3、总结 
 

    变换器开关管工作在 ZVS 模式的损耗要比工作在
ZCS模式损耗小， 
    变换器工作在 ZCS 区时，开关频率较低，谐振腔阻
抗较小，回路电流比较大，损耗也会增加。 
    所以感性区比容性区更适合作为谐振变换器的工作
区域。  

谐振腔电压电流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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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一、 MOSFET工作特性及损耗分析 

二、 基本串并联谐振电路工作原理 

三、 谐振网络在变换器中的应用分析 

四、 LLC谐振变换的工作特性曲线设计 

五、 GaN器件特性分析及应用 

六、 系统设计中的一些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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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二、 基本串并联谐振电路工作原理 

2.1、谐振电路分类 

2.2、串联谐振 

2.3、并联谐振 

2.4、谐振电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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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2.1、谐振电路分类 

           谐振现象:  含有RLC 的无源单口网络在正弦激励作用

下, 对于某些频率出现输入输出的端口电压、电流同相位。 

谐振分类： 

1、串联谐振 

2、并联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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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2.2、串联谐振 

一、谐振条件与谐振频率： 

谐振条件： 

谐振频率： 

谐振产生方法： 

  1）信号源给定，改变电路参数； 

  2）电路给定，改变信号源频率。 
28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2.2、串联谐振 

谐振参数： 

1、谐振阻抗：谐振时电路的输入阻抗Z0 

      串联谐振电路：  

3、品质因数： 

2、特征阻抗：谐振时的感抗或容抗。 

        串联谐振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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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2.2、串联谐振 

    串联谐振特性 

1） 阻抗最小（谐振阻抗）： 

2)                   （电路呈阻性） 

3)   

4)  电流达到最大值： 

   

5)  L、C端出现过电压: 

        

6)  相量图 （输出电流与电压同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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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2.2、串联谐振 

阻抗是电阻与电抗在向量上的和，对
于一个交流电路来说，阻抗随着电源
频率变化而变化。 
则电路的转移电压比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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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2.2、串联谐振 

    对于不同的Q值，可以画出幅频特性曲线，如图所
示，该曲线横坐标是叫工作频率与谐振频率的比值（相
对频率），纵坐标是转移电压比，该曲线为通用谐振曲
线。 

频率变化 
负载变化 
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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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2.3、并联谐振 

    并联谐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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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总结： 

1、通过谐振电路特性，可以获得电压电流的相位差； 

2、串联谐振能够通过改变频率，实现电压转移； 

3、并联谐振能够通过改变频率，实现电流转移； 

4、在电压转移特性曲线和电流转移特性曲线中获得感性区，

容性区。 

 

2.4、谐振电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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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一、 MOSFET工作特性及损耗分析 

二、 基本串并联谐振电路工作原理 

三、 谐振网络在变换器中的应用分析 

四、 LLC谐振变换的工作特性曲线设计 

五、 GaN器件特性分析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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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三、 谐振网络在变换器中的应用分析 

 3.1谐振变换器结构分析 

 3.2谐振变换器等效变换 

 3.3串联谐振电路SRC 

 3.4串并联谐振电路SPRC 

 3.5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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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1谐振变换器结构分析 

•     软开关的实现方式很多，但是总的来说都需要在电

路中添加电感和电容或者利用电路的寄生电感和电容，

使开关元件中的电流与电压不同步，产生相移。 

•     谐振电路由于其本身的电路特性，非常容易实现谐

振槽电压和电流的不同步，从而让开关元件工作在软开

关模式下，所以其受到了广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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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1谐振变换器结构分析 

谐振变换器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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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1谐振变换器结构分析 

• 在做分析之前,假设: 

• (1)、所有开关管、二极管、电感、电容及变压器均为理想

元件； 

• (2)、输出滤波电容 Co 取值足够大，输出电压可近似认为

是一恒定直流电压； 

• (3)、忽略开关频率谐波，电路中各电量值只考虑基波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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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uA与uA1的关系 uAB与uAB1的关系 

3.1谐振变换器结构分析 
1、方波发生器等效分析方法 

变换器分析 
1、供电方式 
2、控制信号 
3、联系和区别 
 半桥方波发生器 全桥方波发生器 

接谐振电路 

接谐振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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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1谐振变换器结构分析 

• 2、整流电路： 

•     谐振变换器的变压器是双向磁化的，在正负半周均向

次级传递能量，次级整流电路在正负半周也都需要有回路

续流。因此常见的应用于谐振变换器的整流电路有全波整

流、全桥整流、倍流整流等。为了负载的等效变换，先分

析整流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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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1谐振变换器结构分析 

  全波整流电路  

   全波整流电路由次级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T、两只整流

二极管 VD1和 VD2以及滤波电容CO等组成，其结构如图 所示

。整流电路在工作时保证交流电的正半周和负半周分别向负

载提供同一方向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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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1谐振变换器结构分析 

     全波整流电路输出电压UO与变压器原边电压幅值 UP之

间的关系为：  

 

 

 其中 D 为开关信号占空比。输出整流后的电压纹波频率

等于2 倍开关频率，两只输出整流二极管电压应力均为 

2UP/n。因此全波整流电路一般适用于输出电压不太高的

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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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1谐振变换器结构分析 

全桥整流电路 

    全桥整流电路采用一个次级绕组来实现正负半周整流，

变压器次级接四只相同整流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

通特性，保证正负半周均有同一方向电流流过负载。由于

多出的两只整流二极管使得全桥整流电路在输出大电流时

损耗会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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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1谐振变换器结构分析 

     全桥整流电路输出电压表达式与全波整流电路一样

，输出整流后的电压和电流的纹波频率等于 2 倍的开关

频率。整流二极管的电压应力为 UP/n，是全波整流电路

的一半。因此，全桥整流电路多用于输出高电压小电流

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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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1谐振变换器结构分析 
倍流整流电路  

    倍流整流电路如图所示，相当于两个 BUCK 电路并联。

采用倍流整流方式时，变压器也仅需要一个次级绕组，结构

相对简单，兼有全波整流与全桥整流的优点。倍流整流电路

输出电压UO 与变压器原边幅值 UP之间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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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1谐振变换器结构分析 

三种整流电路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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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1谐振变换器结构分析 

• 整流电路总结: 

• 1、结构特点 

• 2、变压器特点 

• 3、输出电压 

• 4、电感电流纹波频率 

• 5、工作特点与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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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2谐振变换器等效变换 
 •   1、谐振网络  

•     谐振网络由电感、电容的串、并联构成，按照谐振元件的多少可

分为： 

•     二元件谐振,常见的二元件谐振变换器分为串联谐振变换器（SRC，

Series Resonant Converter）和并联谐振变换器(PRC，Parallel 

Resonant Converter)， 

•     三元件谐振，三元件谐振变换器又称为串并联谐振变换器（SPRC，

Series Parallel Resonant Converter），其中包括LLC 谐振变换器

以及 LCC 谐振变换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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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2谐振变换器等效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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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2谐振变换器等效变换 
 

•     阻抗折算 

•     谐振网络的滤波功能可以用经典的基波近似原理获得谐

振器的电压增益，假定只有输入到谐振网络的方波电压的基

波有助于功率传递到输出。可以得到傅里叶变换和基波为： 

51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2谐振变换器等效变换 
 

 

• 同理可以得到副边的输入电压基波分量有效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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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2谐振变换器等效变换 
 副边整流二极管流过准正弦电流，设    为电流

有效值，电流分量表示为 
 
 

 
其中   为电压电流夹角。 
 
 

  则平均值可以得到： 
 
 

副边等效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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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2谐振变换器等效变换 
 

考虑到副边原边阻抗折算系数可以得到 

考虑到变压器匝数比n=NP/NS,变压器初级的等效负载阻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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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2谐振变换器等效变换 
 即原边等效电阻，同时可以获得AC等效电路。 

阻抗变换 

增益特性 

调节方法 

半桥谐振变换器原理图 

串联谐振变换器等效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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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3串联谐振电路SRC 
 

    将谐振网络输出电压基本分量UP1和输入电压基本

分量UA1之比定义为电压增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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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输出
电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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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增益的模为： 

品质因数 

归一化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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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的直流特性曲线 
     根据电路的直流特性可知： 

① fs>fr时,开关管 Q-->ZVS； 
② 轻载时，fs要变化很大才能保证
输出电压不变; 
③ Vin增大时,fs增大，使输出电压
保持不变。 

    此时谐振腔的阻抗也增大，
则谐振腔内有很高的能量在循环，
而并没有把这些能量供给负载，并
且使半导体器件的应力增大。 
 

缺点：轻载调整率高、高的谐振能量、高输入电压时较
大的关断电流。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4串并联谐振电路S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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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元谐振变换器是在串联谐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结

合了串联和并联两者的优点，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谐振拓扑。 

 

• 三元器件串并联系统包括： 

• LLC 

• L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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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LC电路拓朴原理 
     

对于LLC电路，存在两个谐振频率： 

LLC谐振变换器等效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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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电压增益的定义可以得到： 

电压增益的模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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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C变换器的模态分析     根据LLC谐振变换器的电压

增益特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工作

区域。 

    通常将LLC谐振变换器设计

工作在区域1和2，工作区域3 是

ZCS工作区。对于MOSFET而言，

ZVS模式效率更高。 

    轻载特性。 

    对于谐振电路而言，要使其呈现感性状态，必须使外加激励的频率

高于谐振频率。因此对于LLC，其最小开关频率不能低于 fr2. 从开关频

率与谐振频率的关系来看，LLC的工作状态分为：  

        fs=fr1,    fs>fr1,    fr2<fs<fr1三种工作状态。 

LLC谐振变换器电压增益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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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工作区的特点 

     当输出电流不大，输出电压较高时，变换器通常选择

工作在小于谐振频率fr1的感性区，原因是输出电压高，对

次级整流二极管耐压要求高，而且这时整流二极管工作在 

ZCS 开关状态，对整流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要求低，可使

用反向恢复时间较长的快恢复或超快恢复二极管作为次级

整流二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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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输出电压较低时，变换器通常选择工作在大于谐振

频率fr1的区域。优点是开关频率fSW高，励磁电流ILM小，对

功率MOS管的导通内阻Ron要求低，开关管导通损耗下降； 

     缺点是次级整流二极管不能工作在 ZCS状态，其反向

恢复损耗有所增加，需使用反向恢复时间短的肖特基或超

快恢复二极管作为整流二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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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工作模态分析 

(fr2<fs<fr1) （fs>fr1） （fs=f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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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当谐振电流达到变压器磁

化电流时，才能在送电操作后进行

续流操作，只有当fs<fr1，变压器

二次侧电流达到零，二次侧整流器

断开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

励磁电感将与谐振电感和电容进入

谐振，fr2小于fr1，特别是在m的

高值，即Lm>>Lr，因此，在续流转

换操作期间的一次电流只会略有变

化，并且可以近似为不变。 

(fr2<fs<f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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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域1——总结 

      总之，当f>fr1时，依然有ZVS开通的特点，但是整个

工作过程中，激磁电感Lm没有参与过谐振，都是Lr与Cr的串

联谐振，所以认为这种工作模式与串联谐振类似，具备了串

联谐振的优缺点。 

      MOSFET关断电流为Ir的电流较大，这样开关损耗也大；

并且，副边整流二极管没有ZCS关断，存在反向恢复问题，

同时存在损耗。比工作区域2的效率要低。 

      区域3是MOSFET的ZCS工作区，因为在fs<fr2时，谐振

腔阻抗呈容性，电压滞后于电流。在谐振变换器中，一般不

设计在这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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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LCC形式--串并联谐振电路的第二种形式。 
 

LCC谐振变换器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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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可知，LCC图中A 点电压的基波分量uA1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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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初级侧的交流等效阻抗分析方法与前面的方法相同在； 

系统中存在两个谐振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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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LCC等效电路及电压增益的定义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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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归一化频率X=1时，即fS=fr时，电压增益为1 
，与负载轻重(Q 值大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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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桥 LCC 谐振变换器工作区域选择 

• 状态和电压电流特性。 

•   1、开关频率 

2、开关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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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和电压电流特性。 

3、开关频率 

（LCC容性） （LCC阻性） （LCC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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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归一化频率X=1时，即fS=fr时，电压增益为1，与负载轻重
(Q 值大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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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C 谐振变换器在恒压输出模式中，输出电压UO不变

，负载的变化将引起输出电流IO变化。负载越重，那么品

质因数也就越大。 

 

 

      

     在负载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工作点在保持电压增益不

变的水平线上移动，要稳定输出电压，需要大范围调整开

关频率，因此LCC 谐振变换器很少用在负载变化较大的恒

压输出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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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C的等效电路图及电流增益可以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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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增益MI的模值： 

    在恒流状态下，输出电流Io保持不变，负载的变化将
引起输出电压UO 变化。由 Q 值表达式可知：负载越重，品
质因数Q 越大。LCC 谐振变换器处于恒流输出模式时(UIN 、
IO 保持不变)，在负载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工作点在保持
电流增益不变的水平线上移动，其工作频率fSW 变化范围小，
因此LCC 谐振变换器适合用在恒流输出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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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C电流增益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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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从谐振电路的主要结构出发，主要介绍了基于半桥方

波发生器电路和全波整流电路，采用方波的基波分量分析

方法简化系统电路； 

    重点介绍了串联谐振、并联谐振以及串并联谐振变换

器的工作模式，得出谐振电路的电压和电流增益曲线，并

分析了各曲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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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MOSFET工作特性及损耗分析 

二、 基本串并联谐振电路工作原理 

三、 谐振网络在变换器中的应用分析 

四、 LLC谐振变换的工作特性曲线设计 

五、 GaN器件特性分析及应用 

六、 系统设计中的一些常见问题 

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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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LLC谐振变换的工作特性曲线设计 

 4.1 LLC工作曲线设计流程 

 4.2 LLC工作参数设计方法分析 

 4.3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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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曲线对电压调节和工作性能具有参考价值，对参

数设计和选择具有一定意义。 

•     最终设计目标是达到额定负载条件下的增益要求，同

时达到最佳性能。 

•     为了安全操作，必须确定控制器应工作最小开关频率，

并使变换器工作在感性区。 

4.1 LLC工作曲线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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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LLC工作曲线设计流程 
 

LLC工作曲线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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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选择Qmax值 

     品质因数取决于负载状态。重负载条件在高Q值下运行，

而轻负载的Q值较低。对于与最大负载点相关的Qmax设置一个

值是很重要的。 

 

分别分析曲线的增益、频率、损耗 

4.2 LLC工作参数设计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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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谐振腔增益需要在0.8到1.2之间，可以看到低Q值

曲线（Q=0.3）可以达到更高的增益， 

•     但在“高于谐振fs>fr”区域对频率调制不太敏感，因

此，为了达到最小的电压增益（k＝0.8），开关频率必须

增加很多，导致额外的开关损耗，而较高的Q值曲线（Q＝1）

可以达到最小增益（k＝0.8），开关频率增加较少，但不

能达到最大增益（k＝1.2）。因此，在这种特定情况下，

大约0.5的中等Q值似乎满足电压增益要求。 

 

4.2 LLC工作参数设计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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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1，调整Q值可以帮助实现最大增益，但增加了频

率调制范围，因此，不应该依赖于Qmax值作为设计迭代，

以达到所需的最大电压增益，但相反，我们应该依赖于m

值。 

     虽然没有一个直接的方法来选择最佳Q值，我们应该

适度地选择Qmax。 

4.2 LLC工作参数设计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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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选择m值 
•     m是一个静态参数，可以优化设计，因此了解m对
变换器运行的影响很重要。 
 
 
 
 

•         
 
 

•     很明显，m较低的值可以实现更高的升压增益，
除了较窄的频率范围之外，这意味着更灵活的控制和
调节。具有宽输入电压范围的应用。 

•         

4.2 LLC工作参数设计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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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m值： 

具有更高的升压增益； 

更窄的频率调节范围； 

控制更加灵活 

较大的m值： 

具有更大的励磁电感； 

更低的励磁电流 

更高的效率 

4.2 LLC工作参数设计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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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对于相同品质因数Q和谐振频率fr，m值较

低意味着励磁电感Lm较小，因此，励磁电流峰值较高，

电流波动大，导致循环能量和工作损耗增加。 

•     一般从m（6-10）中选择一个合理的初始值，然后

对其进行优化，以获得最大m值，该最大m值仍然可以

满足所有负载条件的最大增益要求。 

 

4.2 LLC工作参数设计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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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LLC工作参数设计方法分析 
 

 第三步：求最小归一化开关频率 

     在选择Qmax值和m的初始值后，需要找到保证Qmax条件下

操作的最小归一化开关频率，该最小频率也将保证所有其他

负载的操作。 

     最小归一化开关频率出现在Qmax曲线的峰值增益处，因

此可以通过求解增益曲线（以假定Qmax=0.4和m=6为例）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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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LLC工作参数设计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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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LLC工作参数设计方法分析 
 

• 步骤4：电压增益验证 

•     验证最大负载下的Mmax，在选定的m值期间达到最大负

载是足够的。这可以通过求解增益方程来实现，也可以在

增益图中直观地看到。 

•     如果Mmax还不够，那么我们必须降低m值并重复步骤，

以获得更高的提升增益。另一方面，如果Mmax高于所需值；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增加m值，以获得更好的效率。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94 

4.2 LLC工作参数设计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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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LLC工作参数设计方法分析 
 

 步骤5：计算谐振参数 

     通过对设计流程进行迭代，达到最佳m值后，即可进

行谐振槽中元件值的计算，求出Lr，Cr，Lm。 

     在设计步骤谐振频率fr的选择，因为它对谐振转换器

的最大增益和操作区域没有影响，通过考虑到转换器功率

密度和功率损耗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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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LLC工作参数设计方法分析 
 

    从LLC电路增益曲线可知 

    所有的Q值曲线在谐振频率处的增益为 1。即在

fs=fr1这一点，LLC变化器的工作状态与负载无关。通常

情况下将这一点选定为额定输入电压时的工作点。由此

可知，我们所希望的f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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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总结 

     当负载加重时，LLC 的开关频率是减小的；当负载减

轻的时候，LLC的开关频率是增大的。 

     从物理意义上来讲，当负载阻抗 Rac减小的时候，Lr

与Cr构成的串联谐振回路上的阻抗也要减小，以维持Rac上

得到的分压不变，就要降低频率。    

     当输入电压降低时，开关频率也是降低的。Q值在选取

时，要考虑到电源在最低输入电压下始终都不能进入曲线

的左侧区域（Z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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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MOSFET工作特性及损耗分析 

二、 基本串并联谐振电路工作原理 

三、 谐振网络在变换器中的应用分析 

四、 LLC谐振变换的工作特性曲线设计 

五、 GaN器件特性分析及应用 

 

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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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GaN器件特性分析及应用 

5.1、GaN的材料特性简介 

5.2、GaN晶体管基本结构 

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5.4、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5.5、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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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GaN的材料特性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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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GaN的材料特性简介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GaN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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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GaN的材料特性简介 

 1. 照明领域-光电子器件 

 2. 激光设备-射频及激光 

 3. 电力电子-功率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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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GaN的材料特性简介 

• GaN电力电子器件 

• 击穿电压高，热导率高、饱和载流子迁移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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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GaN的材料特性简介 

     GaN宽禁带半导体，综合性能优异，应用领域广泛，      

GaN第三代半导体功率型器件的发展，是未来电力电子功

率器件的发展方向，对于推动我国产业发展和智能制造国

家战略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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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GaN晶体管基本结构 

高电压 
大载流 
快导通 
小驱动功率 
稳定关闭 

         进入电气时代百年以来，电力设计工程师们就一直

在寻找理想的开关，希望它能够快速有效地将原电能转换成

可控的、有用的电子流。 

                 

2.1 GaN晶体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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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GaN晶体管基本结构 

2.1 GaN晶体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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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GaN晶体管基本结构 

2.2 GaN晶体管的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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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GaN晶体管基本结构 

常开设备，当相对于电源施加负的栅极电压时，2DEG在栅极电极下移除。 

常闭设备，栅极上为零伏时，2DEG栅极电极下耗尽，并通过栅极上相
对于源的正电压恢复。 

耗尽型 

增强型 

2.2 GaN晶体管的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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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GaN晶体管基本结构 

GaN Systems 氮化镓器件 

EPC氮化镓 平面网格阵列封装 

GaN Systems 
Efficient Power Conversion Corporation（EPC） 
Transform 
    

2.2 GaN晶体管的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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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GaN晶体管基本结构 

2.2 GaN晶体管的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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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GaN晶体管基本结构 

2.2 GaN晶体管的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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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GaN晶体管基本结构 

栅极电荷与栅极电压的关系 

    电流对时间的积分结果
等于电荷，可以用于计算
GaN中各电极端上的电压变
化所需的时间。 
    图中显示了栅极电荷QG, 
QG能将栅源电压增加到所需
的电压。QG是CISS在栅极电压
变化范围的积分值，若在栅
极上实现5V的电压，确保器
件完全导通大约需要5nC的
电荷，如果栅极提供1A的电
流，大约需要5ns需要实现
该电压。 

2.2 GaN晶体管的结构特点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13 

5.2、GaN晶体管基本结构 

    增强型氮化镓晶体管具有类似与硅功率MOSFET的特

性，但是相比较于硅功率MOSFET开关速度快，导通电阻

低，而且比硅功率MOSFET尺寸小。 

    结合芯片尺寸和高密度封装的优势，GaN晶体管的优

良特性使得功率变换能够降低功率损耗，减少系统尺寸，

提高效率，并最终降低系统成本。 

2.3 GaN晶体管的结构特点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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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增强型氮化镓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e-hemt）： 
•Algan和GaN层之间形成的横向2DEG （二维电子气）通道; 
•正向栅极偏压打开2DEG通道, 器件导通; 
•0V或负栅电压关闭2DEG通道，器件截至; 
•电压驱动方式：栅极驱动器充电/放电（CGD+CGS）; 
•无需直流栅极驱动电流：仅栅极泄漏电流（IGSS）; 

3.1  GaN晶体管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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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和硅MOSFET相比： 

•栅极电荷更小-驱动损耗更低，上升和下降时间更快; 

•5至6.5V门驱动，最大额定值为+7V和+10V瞬态; 

•0V关闭，典型的Vgth=1.5V; 

•可选负电压提高了栅极驱动的稳定性; 

 

3.1  GaN晶体管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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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无寄生体二极管：零QRR损耗; 
•GaN E-Hemt自然能够反向导通，无需外部二极管; 
•反向电流通过与正向电流相同的2DEG通道; 
•反向行为取决于VGS。 

漏源极正向偏置 
当VGS≤0V：无电流 

漏源极反向偏置，VGS=0V 
考虑接入D/S反向偏压模式 
•当VSD = VGS’ (VGD) > VGTH = ~1.5V时 

2DEG通道开始运行 
2DEG反向电流。 

当VSD = VGTH + VGS_OFF 

2DEG 开始导通 
-VGS增加反向电压降VSD 

3.1  GaN晶体管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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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根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正常工作时，电压关系: 

反向导通条件： 

当   VGS=0 时,其开始导通条件为: 

其反向导通，反向压降等于阀值电压与沟
道压降之和: 

正向导通条件： 

（2.1） 

（2.2） 

（2.3） 

（2.4） 

（2.5） 

3.1  GaN晶体管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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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反向导通 

    GaN HEMT 具有对称传导特性,当增强型的GaN HEMT 漏源电压VDS
小于零的情况下,增强强型处于反向导通状态. 

    例如：增强型的GaN HEMT EPC2010,其阀值电压VTH=1.4V，若

VGS=0V,则有VDS≤-1.4V，此时开关管反向导通。 

    当增强型的GaN HEMT 承受反向压降，漏源电压VDS<0时，若VGD<VTH  
则增强型的GaN HEMT 处于反向关断状态。 

反向关断 

3.1  GaN晶体管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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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VGS=6V（开通状态）： 

2象限双向电流动可以在2DEG通道中流动； 

反向Rds(on) 与正向导通一致； 

Ploss_rev= ISD
2x RDS(ON), Tj 

VGS ≤ 0V （关闭状态）： 

虚拟“二极管”电压VF+通道电阻Rrev_on 电压，
比正向导通电阻Rds(on) 还要高。  
施加绝对值更大的负栅极电压， 

Ploss_rev= ISD
2X RREV(ON)+ ISD x (VGTH+ VGS_OFF) 

它如何影响设计： 

•无需外部反并联二极管； 

•无QRR损耗（只有QOSS损耗），适合需要硬开关换相

的半桥工作，可以获得更高效率，没有体二极管，

器件可靠性更高。 

更高的反向导通损耗，要进行优化以获得最佳效率。 

3.1  GaN晶体管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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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3.1  GaN晶体管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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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运用最小死区时间同步驱动，可以达到最佳效率 
•死区时间可通过考虑最坏情况下的门驱动器传播延迟偏差+关闭延迟时间
+下降时间； 
•对于650V GS66508T/P：典型50-100ns 
 

对于 GS66508T (RG=10Ω, TJ=125°C)全部的开关时间是26ns  

Si8261隔离门驱动器的25ns延迟差 

3.1  GaN晶体管工作原理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22 

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选择合适的栅极电阻： 
•E-HEMT开关速度可由栅极电阻控制； 
•RG对于优化开关性能和稳定驱动栅极至关重要；
•建议使用独立的开关电阻RG。 
 
栅极开通电阻RGON： 
•控制开启转换速率dv/dt； 
•对于GS66508X：RGON =10-20Ω； 
• RGON太小：高dv/dt；漏电流和VGS会有振铃； 
•栅极振铃导致更高的开关损耗，米勒开启。 
 
栅极关断电阻RGOFF： 
•使用的RGOFF 要小于RGON； 

•为稳定的栅极驱动提供强大的下拉； 
•典型值RGOFF =1-3Ω。 

带有单输出的驱动模式 

带有独立的上拉与下拉的驱动模式 

3.2   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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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由 VGS.引起的VSD变化  
 

VGS 

VDS 

VDS 

VSD=3.4V@20A  

0
V 

VGS下冲对死区时间损耗的影响： 

•示例48-12V同步降压ISW=20A（GS61008P）； 

•LS VGS关闭下冲会在停滞时间增加VSD下降量→死区损耗更大； 

•优化RGOFF以平衡EOFF和死区损耗。 

3.2、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   

mailto:VSD=3.4V@20A
mailto:VSD=3.4V@20A
mailto:VSD=3.4V@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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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如何防止米勒开通方法： 
1）栅极下拉阻抗设计 
•选择具有下拉电阻ROL的驱动器； 
•优化半桥中的RGON； 
•使用小的关断电阻RGOFF； 

•降低栅极回路电感LG； 

 

2）添加外部CG 
•提供额外的米勒电流分流路径； 
•向栅极添加CGS： 
  降低开关速度；增加栅极驱动损耗； 
  可能会引起与寄生电感相关的门极震荡→额外的；
CGS为高频的门电流振铃提供了低阻抗回路。 
 
3）负栅极电压 
•提高米勒开通时的噪声抗扰度； 
•推荐典型-2至-3V； 
•减少关断损耗，但是具有更高的反向导通损耗->
设计权衡。 

米勒电流路径 

3.2、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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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对于单输出的栅极驱动器，可以使用钳位二极管 

•漏极处的高dv/dt诱发Miller电流（源到栅）； 

•RG_OFF对高dv/dt没有帮助（串联二极管阻塞）； 

•随着RG_ON的增加，负电压尖峰增大； 

•在G和S之间使用稳压二极管。 

钳位二极管的作用 

3.2、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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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Ron=20Ω，不带有
钳位二极管 

Ron=20Ω，带有钳位
二极管 

钳位二极管作用 

-13V 
-2V 

3.2、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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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3.2、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门极驱动 

•最小化耦合电容CIO; 

  •ICM电流通过CIO限制CMTI（共模

瞬变抗扰度） 

•全隔离门驱动： 

  •隔离电源–提供绕组间最小化

耦合电容CIO 

•自举电路： 

  •自举后要进行电压调节或电压

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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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3.2、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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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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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门极驱动稳定性管理---寄生振荡 

•共源电感LCS反馈路径（di/dt）； 

•通过Miller电容CGD（dv/dt）进行电容耦合。 

 

 

如何防止寄生振荡？ 

•减少LCS、LG和最小化外部CGD； 

•降低开启速度，减少dv/dt和门极振铃效应； 

•减少额外的CGS，控制栅极电流振铃的高频路径； 

•添加小铁氧体磁珠，阻尼高频电流振铃。 

3.2、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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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半桥寄生振荡，以双脉冲测试为例：包含 Q1，Q2。 

•存在寄生电感的情况下，Q2栅极会影响Q1栅极的稳定性。 

•Q2开关噪声通过寄生电感Ls1 (L*di/dt),与Q1栅极环路耦合；Q2开通时Q1栅极关闭：

如果Q1的栅极高频电流振铃没有被阻尼（在关断电路中的Z太低），那么在半桥中

可能产生潜在的不可控震荡现象。 

•增加驱动下拉阻抗ZGATE（增加RGOFF和/或插入一个小铁氧体磁珠）抑制栅极电流振

铃，提高半桥开关稳定性（如以上右图所示）。 

3.2   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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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半桥中的寄生振荡 
GS66504B 400V/10A 门极关闭振荡 
Q1: RGOFF=3.3Ω; Q2: RG=15Ω /3.3Ω  

  
Q1 RGOFF=3.3Ω + Ferrite bead;  
Q2: RG=15Ω /3.3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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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650V半桥门驱动器设计（SI8271GB为带隔离DC/DC） 

3.3、驱动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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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GaN晶体管驱动设计 

FB1: 15ohm@100MHz  
D1: PMEG2010 
D2: 6.8V 200mW 稳压二极管 SOD323 (MMSZ5235BS-7-F) 

基于SI8261BAC（GS66508T评估板）650V半桥电源设计 

3.3、驱动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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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4.1 级联型与单体增强型氮化镓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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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耗尽型GaN器件（D-MODE-GaN）的生产过程比增强型GaN器件

（E-MODE-GaN）简单，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常开的耗尽型GaN器件

通常不是首选。 

    因为由于采用了负电压截止，常开器件的驱动器设计更为复

杂；其次，在启动和其他异常情况下，可能存在贯穿风险。 

    使用耗尽型GaN器件同时解决常开的问题，共源共栅结构是一

种很好的解决方法，它在大多数耗尽型GaN器件中得到了广泛使用。 

         

  4.1 级联型与单体增强型氮化镓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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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在共源共栅结构中，耗尽型GaN与Si-MOSFET串联。在这个结构中，

GaN的栅源电压等于Si的源漏电压。所以Si-MOSFET用于控制GaN-HEMT

的开关状态。 

    除了驱动GaN外，Si-MOSFET还提供了防止GaN栅极击穿的保护。例

如，对于600V耗尽型GaN，阈值电压为-22V，栅极击穿电压为-35V，然

后在共栅结构中使用30V硅MOSFET。 

         

  4.1 级联型与单体增强型氮化镓对比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38 

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一方面，30V的MOSFET可以保证有效地关断GaN-HEMT，同时在

阈值电压和完全关断电压之间留有一定的裕度，使GaN-HEMT不易

误开，并且有足够的电压差来快速关断GaN-HEMT。 

    另一方面，30V击穿电压提供了一定的裕度，在极端情况下，

Si-MOSFET的Vds会迅速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雪崩击穿机制在30V

下被钳制。在稳定状态下，GaN-HEMT的Vgs不会出现低于-35V的电

压负冲。 

  4.1 级联型与单体增强型氮化镓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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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共源共栅结构的一个副作用是SI-MOSFET给共源共栅器件增加了额

外的通态电阻。 

 

 

 

 

 

 

 

    显然，共源共栅结构不适合于低压器件，如在40V共源共栅器件中，

Si-MOSFET的导通电阻占总导通电阻的40%以上，而在100V器件中这一

比例降低到30%左右，在200V器件中降低到15%以下，在600V器件中甚

至降低到5%以下。 

      

  4.1 级联型与单体增强型氮化镓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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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硅的导通电阻只会在有限的范围内降低，因为硅技术已经成

熟，而GaN的导通电阻可能会大幅降低，因为GaN技术还有很大的

改进空间。然后这个图中的曲线甚至会移到右上角，这意味着

MOSFET占导通电阻的比例更大。 

    考虑到这一原因，共源共栅结构在低压器件中并不实用。到

目前为止，共源共栅结构仅在600V级GaN-HEMT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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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4.1 单体增强型与级联型氮化镓器件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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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增强型GaN器件具有很多优势、但增强型GaN器件的栅极驱动设计

是非常关键的。器件栅极驱动电压非常接近栅极的击穿电压。安全裕

度非常小，电压尖峰或寄生振铃都可能导致设备故障。 

    共源共栅GaN器件的栅极驱动设计相对简单。由于驱动电压直接

施加在低压Si-MOSFET上，许多用于Si-MOSFET的商用栅极驱动器与共

源共栅GaN器件兼容。 

    这是现阶段共源共栅GaN结构在600V级功率GaN器件中流行的主要

原因。 

 4.1 级联型与单体增强型氮化镓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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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4.2 级联型氮化镓器件工作特性分析 

级联型GaN器件I-V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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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Vgs=10V Vgs=0V 

级联型GaN器件导通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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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当施加10V栅极驱动电压时，Si-MOSFET得到了充分导通。由

于30V硅MOSFET的导通电阻很小（10mOhm级），因此施加在耗尽模

式GaN-HEMT上的栅极驱动电压接近于零，GaN-HEMT完全导通。 

    电流可以双向流动，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对称（如图中的

蓝色曲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30V硅MOSFET的导通电阻比600V 

GaN-HEMT的导通电阻小得多，总压降主要由GaN-HEMT决定。 

  4.2 级联型氮化镓器件工作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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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当通过施加0V驱动电压关闭Si-MOSFET时，共源共栅GaN-HEMT在

第一象限阻塞，而在第三象限仍导通。电流首先通过硅MOSFET的体二

极管。 

    然后GaN-HEMT的栅源电压等于使其处于导通状态的体二极管的正

向电压。电流通过如图所示的GaN HEMT的通道。在反向传导模式下，

电压降等于方程式，对应于图中的黑色曲线。 

 4.2 级联型氮化镓器件工作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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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比较第三象限中的两个反向传导模式，第二象限中的电流通过体二

极管的电压降非常高，传导损耗也很高。 

     如图中标记的红点和蓝点所示，给定相同的4A电流，红点的电压降

大约是蓝点的电压降的两倍，这意味着传导损耗几乎增加了一倍。 

     

4.2 级联型氮化镓器件工作特性分析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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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将600V GaN HEMT与最新的Si MOSFET进行比较时，显示其性能大

大提高。显示了几个关键参数比较。两个器件具有相似的工作电压和

导通电阻。 

 

 

 

 

 

 

   

  4.2 级联型氮化镓器件工作特性分析 

级联型GaN与Si器件比较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49 

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比较动态参数和反向操作参数。总栅极电荷Qg，GaN小于Si的十分之

一，这可以转化为明显更小的驱动损耗。 

    GaN的米勒电荷Qgd，小于Si的十分之一，因此，可以预测出较小的

电压和电流开关损耗。 

    输出电荷Qoss越小，谐振时间越短，谐振转换器中的占空比损耗较

小，并且均方根电流（RMS）较小，因此在功率器件和其他无源元件上的

传导损耗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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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因为耗尽型GaN HEMT本身没有体二极管，只有低压SiMOSFET

具有较小的反向恢复电荷，相关的反向恢复损耗中，共源共栅

GaN HEMT应该比Si MOSFET小得多。共源共栅GaN HEMT在高频功

率转换方面表现优异。 

  4.2 级联型氮化镓器件工作特性分析 

级联型GaN与Si器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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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4.2 级联型氮化镓器件工作特性分析 

寄生参数C-V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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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级联型GaN器件特性 

 

    比较GaN HEMT和Si MOSFET非线性C-V特性，表明三个寄

生电容（输入GaN HEMT的电容Ciss，输出电容Coss和米勒电

容Crss）比Si MOSFET小。 

    特别是Si-MOSFET的非线性更强，开关延迟时间和电压/

电流上升/下降过渡时间更长。因此，Si-MOSFET在MHz高频

下的应用更加困难。 

    GaN的寄生电容非线性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使得开关转

换可以比Si-MOSFET快得多。 

 

 

  4.2 级联型氮化镓器件工作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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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总结 

   GaN器件（增强型和级联型）与Si器件相比，性能全

面提升。  

      

   增强型GaN与级联型GaN比较， 

1、功率密度大； 

2、暂态损耗小； 

3、工作模态更容易分析； 

4、对高频承载能力强； 

5、散热能力好，增强型GaN采用孤岛技术能方便散热； 

6、开通，关断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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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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