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直播可以参考《电源设计基础》第 11 章节



主要内容

1. 不同应用/地区的能效基本标准及要求

2. 效率测量

3. 反激变换器损耗构成

4. 准谐振技术的应用

5. 原边调整与副边调节技术，PSR  vs. SSR



1. 效率的重要性

开关电源，特别是小功率开关电源，如LED电源，手持式电子产品充电器，电脑适配器，效率是一个永恒的

话题，虽然说电源设计是一个权衡的结果，但是效率这个指标一直以来是放在首要位置，因为效率和电源损耗

大小有关，回到元件器层面，即和热量有关，并间接决定了整个产品的寿命水平，因此不同的法规、行业组织

都将能效要求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当开关电源技术取代了之前50/60Hz工频变压器和低效率线性稳压器后，

我们可能会认为这已经解决了电源效率问题。毕竟将平均转换效率从50%（线性电源时代）提高到80%以上

（开关电源时代）,这是一项重大突破。但该行业也不会停滞不前，随着全球对电力需求的不断增长，加上对环

境问题的认识日益提高，对更高的电力转换效率，更高的能源利用率的追求越来越受到重视。



1. 效率的重要性



1. 效率的重要性

一个低效率电源中每1W的损耗会造成两倍的成本增加：一方面是电源需要多增加

功率来提供给负载，另一方面损耗功率变成热损耗，冷却成本也要增加。

因此，出于许多原因，在当今大多数电源系统中，高效率设计已经进入了优先级

考虑清单中。过去几年，电源设计的主要目标是小体积，但是市场的竞争很快就让低

成本成为产品的主要目标，同时仍然要保持小体积尺寸。

这些目标实现都需要更高的工作频率，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变压器，电感和

储能电容占用的空间。然而，随着电源效率的优先级上升，会对许多产品的“最佳”设

计解决方案进行重新思考。在选择和使用每个器件时，必须考虑每个器件所造成的损

耗。作为第一步，我们需要知道可能构成损耗的主要部分。



2. 效率的测量评价

仪器是检验的唯一标
准！

待机，效率等等



3. 损耗的构成

电源变换器损耗（与频率的相关性) 电源变换器损耗（与负载的相关性）



参考：Sanjaya的演讲资料

开关管上
的损耗细
节分析



3. 损耗的构成-具体损耗来源

关键的导通损耗
➢ 开关管的导通损耗Rds
➢ 电感/变压器等磁性器件的直流阻抗DCR
➢ 输入和输出电容中的ESR等效串联电阻
➢ 静态电流（有时它在轻载时占主导位置)

关键的开关损耗(与频率有关)
➢ 在开关转换过程中的电压和电流的交越损耗
➢ 开关管的驱动损耗（在轻载时有很大的比例）
➢ 由于趋肤效应，临近效应，磁芯等的交流损耗



开关损耗的关键部分以及对应的改善方法

1. 开关管关断过程中电流和电压的交叠时间，这即

是我们通常说的交越损耗，这是开关管的动态形

为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一般是通过零电流/电

压开关来实际电流或电压为零时进行切换，这样

即使存在交越区间的话，也不会有损耗产生。



开关损耗的关键部分以及对应的改善方法

MOSFET等的驱动损耗，同样，MOSFET的门极驱动电荷𝑄𝑔也可以通

过MOSFET的工艺来优化选择，Coolmos的一个最大优点即是实现了

𝑅𝑑𝑠(𝑂𝑁)×𝑄𝑔 品质因数(FOM)的最优化。对于MOSFET 有一个普适的

性能测量评价手段，即品质因数(FOM)，品质因数可以用导通电阻

（𝑅𝑑𝑠(𝑂𝑁)）和栅极电荷(𝑄𝑔)的乘积来表示，即FOM = 𝑅𝑑𝑠(𝑂𝑁)×𝑄𝑔。

RDS(ON)直接关系到导通损耗，Qg直接关系到开关损耗。因此，

FOM 值越低，器件性能就越好，但是FOM 本身不能让电源设计者选

出理想器件，但却概括了器件技术和可能实现的性能。要进行可靠的

主观分析，则必须修改每个 FOM，以便包含 MOSFET 应用方面的信

息，所以对于特定的应用场合时才能真正对不同的器件进行比较。

不同厂家MOSFET技术下在同一封装
下的门极电荷比较（资料来源网络）



开关损耗的关键部分以及对应的改善方法

磁芯损耗，导线交流趋肤效应，

临近效应，涡流损耗等，这是

一个系统工程了，涉及到磁性

材料的具体选型，绕组设计技

巧等等，如选择低磁损的磁性

元件就可以大为减少高频磁损。



2. 损耗的构成-具体损耗来源

当电流流过携带一定电阻的导电路径时，会产生损耗。该电

流可以是直流电（DC）也可以是交流电（AC），而在某些器件

中，例如磁性器件，交流和直流电流都必须单独考虑。如果电阻

是线性的，如PCB线路，铜线，磁性绕组以及功率MOSFET的漏

极-源极电阻，则损耗为：P=I2*R

其中电流可以是稳态DC直流电，有时占空比也是一个因素

（与开关周期有关的直流量），或AC电流的RMS值。

开关电源中的一些常见波形电流的RMS值，
可以通过峰值电流，AC交流峰峰值，占空比来
计算得到



2. 损耗的构成-具体损耗来源

在电阻为非线性的情况下，如二极管，线性稳压器以及控制

电路，其功率损耗为：

P=I*V

其中V是由流过的电流I引起的元件两端的电压降。如果电流

或电压不连续，那么占空比也必须考虑进去。



2. 损耗的构成-具体损耗来源



实例分析 – 开关电源中的磁损分析
电感/变压
器的损耗

铜损

直流铜损

趋肤效应

临近效应

磁损

涡流损耗

磁滞损耗



实例分析 – 输入输出电容损耗 –电容ESR

ESR = 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等效串联电阻

一般电容的典型ESR：
与温度/频率相关

电容的简
单模型



实例分析 – 输入输出电容损耗 - 电容模型

一般电
容电气
模型(考
虑寄生
参数）

全模型下
的纹流电
流/电压

移除寄生
电感后的
纹波电流

/电压

移除寄生电
感和寄生电
阻后的纹波
电流/电压



温升，体积，电流大小，寸土寸金，PCB走线的损耗也不能忽略！

一定温升下的铜
箔面积

一定温升下的走
线宽度

走线阻抗

PCB走线损耗

记注：铜的电阻
率具有正温度系

数！

实例分析 – PCB走/引线损耗



实例分析 – MOSFET导通损耗

MOSFET导通损耗
• MOSFET需要基于峰值电流和
电压水平进行选择

• 导通损耗计算如图所示（简
化计算）

• Rdson的选择范围很广（取决
于成本，封装，厂家等）



实例分析 – MOSFET开关损耗/交越损耗

导通阶段 关断阶段

MOSFET开关损耗
• 在导通和关断时，Id和Vds不是为
零，从而产生损耗

• 在开关转换过程产生的损耗占总
的损耗很大的一部

• 开关损耗在高频应用时占主导
• MOSFET规格书只提供了有限的
信息进行损耗预估

开关转换时间



实例分析 – MOSFET驱动损耗

MOSFET驱动损耗
• MOSFET需要一定的功率进行
驱动，所以在开通过程中会
有损耗

• Qg(vgs)可以从MOSFET规格
书中的门极电荷曲线上

• 同样在高频时，驱动损耗也
会占很大的比例

寄生电容



实例分析 – 同步整流/续流二极管损耗

如果Vo=3.3V,用二极管整流的话，
Vf=0.6V, 这会损失掉15%的效率！--- 所
以同步整流是必须的！

• MOSFET需要一定的功率进行驱动，所
以在开通过程中会有损耗，这是新引入
的损耗

• Rdson可以选择更为低的器件
• 同时增加主控芯片的难度
• Vgs可以稍微选择低点，以减少损耗



实例分析 –同步整流体二极管损耗
自身寄生的体二极
管损失效率1-2个点

额外增加一个外
置肖特基二极管

体二极管损耗
• 体二极管在死区时间内导通流过
电流

• 体二极管同样有损耗，且减慢了
开通和关断速度

• 需要并联一个外置肖特基管以减
少此损耗

• 高频下的非交叠损耗更为明显
• 器件的水平发展，低压MOSFET
的体二极管已得到优化



实例分析 – 频率选择（多方平衡）

高功率密度/小体积
高频设计

高效率设计
低频可以降低开关损耗



4. 反激电路损耗点
这种基本的拓扑通常采用三个绕组的变压器，并以固定工作

频率（定频）运行，该变压器具有安全隔离，同时将整流后的

高压AC进行降压，一个低压辅助绕组用来给控制电路供电。通

过光电耦合器提供隔离的反馈控制，输出电压的精度还是相当

不错的。该电路可以在额定负载下轻松满足效率要求。然而，

内部损耗仍然相对固定，虽然在满载时可忽略不计，在较轻的

负载下仍要维持该效率将变得十分困难。在上面的示意图中，

至少有三个区域（已经编号为1/2/3），我们可以优化改进以减

少损耗，将在下面分别讨论。



在CCM模式下，能量传递是由开关管导通时间来控制，而

DCM则是由关断时间控制，而TM模式下，谷底开关可以通过

开关频率和/或开关电流的幅值来进行调制



我们的目标是提高轻载效率，这是应用中最大的挑战。下一步是确定上述哪种开关模式最适合实现。 DCM或TM反激式转

换器通过从输入源获取能量，在开关导通期间将其临时存储在变压器中，然后在下一个开关周期开始之前将其传输至负载。

导通时间结束时存储的能量为：

WST = 1/2×LP×IPRI（峰值）
2

其中LP是变压器的原边绕组电感，IPRI（峰值）是开关导通结束时该绕组中的电流。将这个能量乘以开关频率可以得到总的功

率（这里忽略输入整流桥，漏电感和导通损耗等一些小的损耗）：

功率= WST×fSW。

这表明输出功率可以通过控制开关频率或电流幅值或同时控制来实现，再另加上电压反馈环一起来构成整个调节过程。这

可以在CCM和DCM模式中使用，同时保持固定的频率，频率一定时会带来一些好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固定频率工作会

导致恒定的开关损耗，这会影响轻载时的效率。

如果整个负载范围内的效率一定优化的话，一种更好的办法是：在大功率范围内采用TM模式（谷底开关），这样减少开

关损耗，同时重点关注RMS电流，并随着电源负载减少改变控制策略，具体如下所述：



a）在接近满载时调制峰值电流，但保持TM工作模式（谷底开关）。自然地，

负载减少，开关频率增加。

b）在相对大负载场合，开关频率被钳位，然后采用DCM电流模式控制来调

节输出电压。

c）随着负载继续减小，会进入频率返折工作模式，此时峰值电流大小被固定

为常数，频率减小，并和输出功率成正比。

d）在中等负载场合，开关频率再次被保持恒定，同时控制电流脉冲的幅值。

e）在轻载时，采用小的电流脉冲幅值，开关频率可以进一步降低，这时通过

延长关断时间来实现输出电压调节。小的电流脉冲幅值可以允许变压器工作于音

频区间而不会产生可闻噪声。

f）最后，在极轻载或是空载时，电流脉冲只会在需要时才会传递，这样用来

维持一个最小输出电压。



5. 低功耗控制器的选择



如图所示，时间常数由CSS和PWM控制器的充电电流决定，软启动时间决定启动电容值Csu的大小。此电容最开始是通

过母线电压给RSU充电达到ON/OFF比较器的开启门槛电压。存储在Csu中的能量然后用来提供电流，Icontrol，用来给功率

单元的控制供电。为了不让在软启动时间内tss的电压跌到比较器的关断门槛值，Csu的值必须为：

𝐶𝑆𝑈 >
𝐼𝐶𝑂𝑁𝑇𝑅𝑂𝐿 × 𝑡𝑆𝑆
𝑉𝑂𝑁 − 𝑉𝑂𝐹𝐹

有了Csu的值，RSU的最大值就可以根据线电压的上电时间和启动之间的最大延迟时间tDL来确定。

𝑅𝑆𝑈 <
(𝑉𝐵𝐿𝐾 − 𝑉𝑂𝐹𝐹) × 𝑡𝐷𝐿

𝐼𝐶𝑂𝑁𝑇𝑅𝑂𝐿 + (𝑉𝑂𝑁 − 𝑉𝑂𝐹𝐹)𝐶𝑆𝑈/𝑡𝐷𝐿

这个电路的问题在于，其最大值由VBULK在120 V（峰值为85 Vrms）时的最低值确定，如果当VBULK增加至375 V时，通过
该值的电流将增加近三倍，仅此电阻的功率损耗按一定比例增加，就可能超过100 mW的极限。





1)消除了启动电阻的需求 2)减少了偏置电容容量 3)

消除了反馈线路，但是需要权衡 4)大的输出电容 5)

一定的假负载

受控制器影响的关键器件和子电路有：1)启动电
阻，2)偏置供电电容 3)光电耦合器和误差放大器
电路 4)输出电容 5)门极驱动电路

SSR PSR



QR控制的总体要求：实现整个负载范围内的效率优化，在大功率范围内采用TM模式（谷底开关），这样减

少开关损耗，同时重点关注RMS电流，并随着电源负载减少改变控制策略，

a）在接近满载时调制峰值电流，但保持TM工作模式（谷底开关）。自然地，负载减少，开关频率增加。

b）在相对大负载场合，开关频率被钳位，然后采用DCM电流模式控制来调节输出电压。

c）随着负载继续减小，会进入频率返折工作模式，此时峰值电流大小被固定为常数，频率减小，并和输出功率

成正比。

d）在中等负载场合，开关频率再次被保持恒定，同时控制电流脉冲的幅值。

e）在轻载时，采用小的电流脉冲幅值，开关频率可以进一步降低，这时通过延长关断时间来实现输出电压调节。

小的电流脉冲幅值可以允许变压器工作于音频区间而不会产生可闻噪声。

f）最后，在极轻载或是空载时，电流脉冲只会在需要时才会传递，这样用来维持一个最小输出电压。



6. 设计技巧 –小结

⚫ 合理的架构选择;

⚫ 平衡频率与所设计对象的实际应用情况，单纯的频率过高过低都不

完美，一定范围内（较窄范围内）的频率变化能够有效降低不同负

载下的开关损耗;

⚫ 器件的选择（磁+半导体+无源器件），但一般伴随着成本的压力;



TI 同样提供丰富的EMI相关设计知识

扫码查看详情

扫码查看详情
扫码查看详情



TI 同样对各种电源设计，免费提供了丰富的线上/线下培训

TI 培训电源管理方案



年度大戏: 

TI’s Power Supply Design Seminar (PSDS) 2020

自1977年推出以来，电源设计研讨会系列提供了丰富的技术和实践介绍，融合了全新

的高级电源概念、基本设计原理和“现实世界”应用示例。内容广泛且紧跟时代需求，

有传统的小功率AC-DC电源设计技术，也有最新的电动汽车电源相关主题等。

全球网络在线直播，国内直播时间表：

扫码预约直播并观看
即有机会获得《 PSDS 原装讲义》

日期 时间段 Topic

10月16日 上午10:00 - 11:30 符合汽车EMI标准的功率变换技术

10月23日 上午10:00 - 11:30 功率因数校正（PFC）电路基础

10月30日 上午10:00 - 11:30 大电流，快速动态负载响应电源设计和优化

11月6日 上午10:00 - 11:30 反激式电源中的常见错误及其解决方法

11月13日 上午10:00 - 11:30 基于碳化硅器件的大功率双向 AD/DC 电源的设计

11月20日 上午10:00 - 11:30 小功率 AC / DC 电源 EMI 应用注意事项

本次系列直播共计六场，
观看场次越多，获得
《PSDS 原装讲义》的

概率越高哦！



以电源为核心，在这里，你可以找到

✓ 技术文章——功率密度基础技术简介

✓ 白皮书——通过提高功率密度的利弊权衡及所需技术

✓ 资料手册——推动电源管理变革的5大趋势

✓ 视频——系列培训视频

扫码查看更多内容

https://e2echina.ti.com/blogs_/b/power_house/archive/2020/08/11/53225
https://www.ti.com/cn/lit/wp/zhcy127/zhcy127.pdf?ts=1598245754338&ref_url=https%253A%252F%252Fwww.ti.com.cn%252Fzh-cn%252Fpower-management%252Foverview.html
https://www.ti.com/cn/lit/ml/zhcb066/zhcb066.pdf?ts=1598245887593&ref_url=https%253A%252F%252Fwww.ti.com.cn%252Fzh-cn%252Fpower-management%252Foverview.html
https://training.ti.com/understanding-fundamental-technologies-power-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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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周期每个阶段的电力资源

• SPICE模型库
• 功率级设计人员™软件

工具
• 处理器和FPGA的电源
• PCB热计算器
• 参考设计库

• ti.com/power-
management/support-
training 

• 电源拓扑资源
• 产品基础技术资源
• 电源技术文章
• 《电源设计基础》

• 电源设计研讨会
(PSDS)

• 电池管理深度探
索

• 高压互动

• 电源工程师培训
授证计划

• e2e.ti.com

• 供专家解答技术

问题的电源管理论坛

• ti.com/power

电力基础知识 在线支持培训网站 设计与开发

http://www.ti.com/power-management/support-training.html
www.ti.com/psds
https://training.ti.com/battery-management-deep-dive-technical-training
https://training.ti.com/high-voltage-training
https://e2e.ti.com/
https://www.ti.com/power-management/overview.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