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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整流概述

1.1 同步整流的概念
开关电源中，使用MOSFET（也可能是GaN等其他有源器件
的技术叫做同步整流技术。

与同步整流对应，使用二极管作为续流开关的传统应用通常称为异步整流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同步整流概述

等其他有源器件）作为续流开关

使用二极管作为续流开关的传统应用通常称为异步整流。

异步整流Buck转换器vs同
步整流Buck转换器

使用MOSFET Q2替代电感L1
续流回路中的二极管D1

异步整流Boost转换器vs同
步整流Boost转换器

使用MOSFET Q2替代电感L1使用MOSFET Q2替代电感L1
续流回路中的二极管D1

异步整流Buck-Boost转换器vs
同步整流Buck-Boost转换器

使用MOSFET Q2、Q4替代电感
L1续流回路中的二极管D1、D2



反激电源即Buck-Boost电路的变形，只是将单绕组电感替换为多绕组耦
合电感，励磁回路和退磁回路流经不同绕组。

反激电源续流回路在副边，使用MOSFET取代输出二极管即同步整流反激

1.1 同步整流的概念

同步整流概述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只是将单绕组电感替换为多绕组耦

取代输出二极管即同步整流反激。

同步整流概述

异步整流Flyback转换器vs
同步整流Flyback转换器

使用MOSFET Q2替代副边续
流回路中的二极管D1

续流开关位于高边，Q2驱动
供电需要高于Vout

异步整流Flyback转换器vs
同步整流Flyback转换器

使用MOSFET Q2替代副边续
流回路中的二极管D1

续流开关位于低边，Q2驱动
供电简单



1.2 同步整流的优势
同步整流技术的应用使得续流开关上的压降取决于
使用低Rdson的MOSFET可以大幅提升转换效率。

以5V2A为例初步估算同步整流与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的满载效率差异

同步整流概述

设计条件：DCM Flyback，变压器原副边匝比15:1

次级绕组平均电流Ils_avg=2A，计算得到次级电感有效值电流Ils_rms

肖特基损耗：Ploss_D≈VF*Ils_avg=0.3*2=0.6W

同步整流MOSFET损耗：Ploss_Q≈(Ils_rms)
2*Rdson=3.6*3.6*0.010=0.13W

效率提升：Δη≈(Ploss_D-Ploss_Q)/(Po/η)=(0.6-0.13)/(10/0.82)≈3.85%

constant 

frequency DCM flyback calculator.xlsx

附：DCM反激电源计算表格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同步整流技术的应用使得续流开关上的压降取决于MOSFET的Rdson，

为例初步估算同步整流与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的满载效率差异：

同步整流概述

ls_rms≈3.6A

=3.6*3.6*0.010=0.13W

0.13)/(10/0.82)≈3.85%



5V2A肖特基整流vs同步整流 5V4A肖特基整流

最大输出功率：15W

控制IC：INN3265C（PI）

最大输出功率

控制

1.2 同步整流的优势

同步整流概述

Vin：AC115V/60Hz Vin

≈4%

AON6264E:Typical Rdson=10.3mOhm@Vgs=4.5V AON6262E:Typical R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肖特基整流vs同步整流

最大输出功率：25W

控制IC：INN3166（PI）

同步整流概述

Vin：AC115V/60Hz

≈4%

AON6262E:Typical Rdson=6.2mOhm@Vgs=4.5V



1.2 同步整流的优势

同步整流概述

更高的转换效率，满足更高阶能效

更低的热耗，实现无散热器设计

更小的尺寸，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同步整流概述

，更高的功率密度



1.3 同步整流的要求

同步整流两点基本要求：

高效——在续流期间内完全开通，死区尽可能小
可靠——任意条件下不会出现副边电流倒灌以及原副边

同步整流概述

可靠——任意条件下不会出现副边电流倒灌以及原副边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死区尽可能小
任意条件下不会出现副边电流倒灌以及原副边MOSFET共通

同步整流概述

任意条件下不会出现副边电流倒灌以及原副边MOSFET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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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激式电源同步整流控制原理

2.0 同步整流的控制方式

 电压检测控制型：直接检测同步整流MOSFET Vds
MOSFET的的开通和关断

 伏秒平衡控制型：根据伏秒平衡原理计算同步整流

 同步信号控制型：同步整流开通/关断直接来自原边同步信号或原边
开通关断来自副边同步信号

 复合控制型：综合以上任意两种以上控制方式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反激式电源同步整流控制原理

MOSFET Vds电压决定同步整流

根据伏秒平衡原理计算同步整流MOSFET的开通时间

关断直接来自原边同步信号或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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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检测控制型

2.1.1 基本结构
检测同步整流MOSFET Vds上电压或采样电阻电压决定同步整流
的开通和关断。

采样V 电压 采样电阻电压 采样采样Vds电压 采样电阻电压 采样

利用MOSFET Rdson，无
需额外采样电阻

控制IC需承受较高耐压
（与MOSFET相同耐压）

控制IC无需承受高耐压

需增加额外采样电阻，
不利于效率优化

高边应用更利于变压器
EMI

控制
杂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电压检测控制型

上电压或采样电阻电压决定同步整流MOSFET

采样V 电压高边应用采样Vds电压高边应用

高边应用更利于变压器
EMI优化

控制IC供电处理较为复
杂



2.1.2 控制原理——开通过程

驱动开通过程

 t0时刻，原边MOSFET

加上

原边反射电压，t0

电压检测控制型

原边反射电压，t0

 t1时刻，原边绕组电流达到最大值

电感

（变压器）通过副边绕组流经同步整流

续流，

此时副边Vds压降等于同步整流

 t1时刻控制IC检测到

过延

迟时间t2-t1，控制迟时间t2-t1，控制

降变为

-IDS_SR*Rdson

 t2时刻开始到t3这段时间内

不再根

据副边Vds电压的情况关断驱动

IC的最

小开通时间ton_min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MOSFET开通，副边Vds电压等于输出电压

0—t1时段内，原边绕组电流持续增大

电压检测控制型

0—t1时段内，原边绕组电流持续增大

原边绕组电流达到最大值，原边MOSFET关断，

通过副边绕组流经同步整流MOSFET体二极管

压降等于同步整流MOSFET体二极管压降-VF

检测到Vds电压-VF低于开通阈值VTH_ON，经

控制IC开启驱动，在t2时刻，副边Vds压控制IC开启驱动，在t2时刻，副边Vds压

这段时间内，驱动将保持开通，控制IC

电压的情况关断驱动，t3-t2这段时间即控制

on_min



2.1.2 控制原理——关断过程

驱动关断过程

 t3时刻开始
Vds电压，Vds

电压检测控制型

Vds电压，Vds

-IDS_SR
电压持续增大

 t4时刻
值VTH_OFF时，

 t4—t5时段内
整流MOSFET体二极管续流

Vds电压低于Vds电压低于

 t4时刻开始到
将保持关断

据副边
t6-t4这段时间即控制

小关断时间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驱动关断过程

时刻开始，控制IC持续检测副边

ds电压保持为

电压检测控制型

ds电压保持为

DS_SR*Rdson随着IDS_SR持续减小，Vds
持续增大

时刻，副边Vds电压增大到关断阈
，控制IC关断驱动

时段内， IDS_SR继续通过同步
体二极管续流，

电压低于-IDS_SR*Rdson电压低于-IDS_SR*Rdson

时刻开始到t6这段时间内，驱动
将保持关断，控制IC不再根

据副边Vds电压的情况开通驱动，
这段时间即控制IC的最

小关断时间toff_min



2.1.2 控制原理——ton_min

不设定ton_min或ton_min太短可能引起同步整流驱动反复开关

电压检测控制型

副边续流开始时

漏感和寄生电容的影响

组电流存在振荡

续流电流流过同步整流

导致副边

反复触发到控制

和关断阈值

动反复开通和关断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太短可能引起同步整流驱动反复开关。

电压检测控制型

副边续流开始时，由于副边

漏感和寄生电容的影响，绕

组电流存在振荡

续流电流流过同步整流MOSFET，

导致副边Vds电压跟随电流振荡，

反复触发到控制IC开通阈值VTH_ON
和关断阈值VTH_OFF，最终导致驱

动反复开通和关断



时长适当的ton_min可以有效避开电流振荡导致的反复开关问题

2.1.2 控制原理——ton_min

电压检测控制型

ton_min
长，

反复开关问题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可以有效避开电流振荡导致的反复开关问题。

电压检测控制型

on_min大于电流振荡时

，规避同步整流驱动

反复开关问题，



ton_min过长则有可能造成轻载下输出电容电压对副边绕组反灌

3. SR开通时间达到

2.1.2 控制原理——ton_min

电压检测控制型

3. SR开通时间达到

断，一方面

组，导致原边

边MOSFET体二极管钳位

副边负电流关断导致副边

1. 负载变轻

变小

2. SR ton_min
时SR 

仍然开通，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过长则有可能造成轻载下输出电容电压对副边绕组反灌。

开通时间达到ton_min时SR驱动关

电压检测控制型

开通时间达到ton_min时SR驱动关

一方面，反向电流转移到原边绕

导致原边Vds谐振到负电压（被原

体二极管钳位）；另一方面

副边负电流关断导致副边Vds出现尖峰

负载变轻，原边tON变短，副边电流

on_min过长，副边绕组电流过零

，导致电流反向



2.1.2 控制原理——toff_min

不设定toff_min或toff_min过短可能造成驱动关断后重新开启造成电流倒灌
或者原副边直通。

电压检测控制型

2. SR驱动重新打开后

时间ton_min
现反向。如果

通，则会造成原副边共通

1. SR关断后

在MOSFET体二极管上产生的压降达到

VTH_ON，触发控制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过短可能造成驱动关断后重新开启造成电流倒灌

电压检测控制型

驱动重新打开后，维持最小开通

on_min，在ton_min内IDS_SR过零并出

如果ton_min期间内原边驱动开

则会造成原副边共通

关断后，toff_min时长过短，IDS_SR
体二极管上产生的压降达到

触发控制IC驱动重新打开



同步整流控制方式

toff_min过长可能导致驱动开通延迟，导致效率变低

2.1.2 控制原理——toff_min

toff_min时间过长

压达到VTH_ON时控制

启，一段时间内启，一段时间内

流，效率变差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同步整流控制方式

导致效率变低。

时间过长，下一周期副边Vds电

时控制IC驱动不能正常开

一段时间内I 通过体二极管续一段时间内IDS_SR通过体二极管续

效率变差。



2.1.3 典型问题1——Vds振铃导致的误开问题

 电感电流过零后，
Q1节点寄生电容（包括变压器寄生电容

电压检测控制型

收回路寄生电容，副边反射过来的电容

 正常状态下，振荡是阻尼的
反射电压nVo，副边振荡幅值为输出电压
值逐步衰减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振铃导致的误开问题

，等效到原边看，原边励磁电感与
包括变压器寄生电容，Q1结电容，吸

电压检测控制型

副边反射过来的电容）发生自由振荡

振荡是阻尼的，即原边振荡幅值小于
副边振荡幅值为输出电压Vo，且振荡幅



SR驱动关断过晚导致副边电流轻微倒

灌，变压器（耦合电感

能量

2.1.3 典型问题1——Vds振铃导致的误开问题

电压检测控制型

额外注入的能量导致原边

过反射电压nVo，

过输出电压V ，导致同步整流

能量

额外的能量也可能来自于

流二极管或同步整流

反向恢复电流

过输出电压Vo，导致同步整流

二极管续流导通

控制IC驱动开通

驱动开通后将维持一个最小开通时间

ton_min，驱动开启期间

导致电流再次倒灌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驱动关断过晚导致副边电流轻微倒

耦合电感）被注入额外的

振铃导致的误开问题

电压检测控制型

额外注入的能量导致原边Vds的振幅超

，或者副边Vds的振幅超

导致同步整流MOSFET体

额外的能量也可能来自于VCC绕组整

流二极管或同步整流MOSFET体二极管的

导致同步整流MOSFET体

二极管续流导通，导通压降低于VTH_ON，

驱动开通

驱动开通后将维持一个最小开通时间

驱动开启期间，IDS_SR继续变负，

导致电流再次倒灌



增加SR MOSFET Vds电压dv/dt检测作为SR开通必要条件。

 原边关断导致副边Vds电压的下降斜率通常显著大于DCM振铃状态下副边
下降斜率

2.1.3 典型问题1——Vds振铃导致的误开问题解决方案

电压检测控制型

 dv/dt检测电路检测副边Vds电压从某一阈值Vth_high下降到另一阈值

 振铃下降时长tring显著小于正常Vds下降时长tfall，据此可以抑制振铃导致的误
开问题

增加Vds dv/dt检测电路抑制振铃误开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振铃状态下副边Vds电压

振铃导致的误开问题解决方案

电压检测控制型

下降到另一阈值Vth_low的时长

据此可以抑制振铃导致的误



增加Vds平台电压消隐时间作为SR开通必要条件。

 原边开通状态下副边Vds的伏秒面积A1通常显著大于DCM振铃

 控制IC检测到Vds电压上升到某一阈值VTH_count后开始计时

2.1.3 典型问题1——Vds振铃导致的误开问题解决方案

电压检测控制型

TH_count

后重新检测Vds电压

 若Vds电压仍大于VTH_count则满足开通条件，否则不满足开通条件

增加Vds平台电压消隐时间抑制振铃误开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振铃的伏秒面积A2

后开始计时，经过消隐时间tblk

振铃导致的误开问题解决方案

电压检测控制型

blk

否则不满足开通条件



2.1.3 典型问题2——寄生电感导致的提前关断问题

电压检测控制型

考虑寄生电感的MOSFET

Llead为MOSFET封装及引线电感

Lline1，Lline2为MOSFET焊接点到

关断简易等效电路
Ls为引线电感和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寄生电感导致的提前关断问题

ISD_SR

电压检测控制型

MOSFET通态等效模型，

封装及引线电感，

焊接点到IC检测端PCB走线电感

为引线电感和PCB走线电感之和



2.1.3 典型问题2——寄生电感导致的提前关断问题

电压检测控制型

IDS_SR为负斜率， 为正，Vsense
提前到达VTH_OFF

D、S封装及引线总电感D、S封装及引线总电感

约15nH，假设IDS_SR斜率

为2A/us，相当于实际的

关断阈值电压比IC阈值

电压低3mV。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寄生电感导致的提前关断问题

电压检测控制型



调制驱动电压优化提前关断问题。

驱动关断过程

2.1.3 典型问题2——寄生电感导致的提前关断问题解决方案

电压检测控制型

 t1时刻过后

电压，Vds电压保持为

-IDS_SR*Rdson
Vds电压持续增大

 t2时刻，副边

VTH_reg时，控制

驱动电压，

 t2—t3时段内

随驱动电压降低持续增大

Vds电压 -

 t3时刻 Vds
时，控制IC关断驱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驱动关断过程

寄生电感导致的提前关断问题解决方案

电压检测控制型

时刻过后，控制IC持续检测副边Vds
电压保持为

dson，随着IDS_SR持续减小，

持续增大

副边Vds电压增大到调整阈值

控制IC开始降低

，SR MOSFET Rdson随之增大

时段内， IDS_SR持续降低，Rdson
驱动电压降低持续增大，

-IDS_SR*Rdson缓慢增大

ds电压增大到关断阈值VTH_OFF
关断驱动



动态追踪法优化提前关断问题。

 追踪关断点VF：

驱动关断后，控制IC继续检测Vds电压，此时IDS_SR流过
寄生电感造成提前关断，则流过体二极管电流较大，V

2.1.3 典型问题2——寄生电感导致的提前关断问题解决方案

电压检测控制型

寄生电感造成提前关断，则流过体二极管电流较大，Vds

电压VF小于设定阈值VTH_set，下一周期驱动关断阈值自动追加
断后检测到的Vds电压接近VTH_set

 追踪死区时间：

控制IC逐周期检测驱动关断瞬间到Vds上升到某一固定阈值
区时间tdead，当tdead大于设定时间tset时，下一周期驱动

关断阈值自动追加，直至tdead接近tset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流过MOSFET体二极管，若

寄生电感导致的提前关断问题解决方案

电压检测控制型

下一周期驱动关断阈值自动追加，直至驱动关

上升到某一固定阈值（振铃正值）的死



反方向动态追踪可以规避SR关断过晚导致的电流倒灌问题

 追踪关断点VF：

驱动关断后，控制IC继续检测Vds电压，关断过晚，则流过
负值，V 电压V 大于设定阈值V 下一周期驱动

2.1.3 典型问题2——寄生电感导致的提前关断问题解决方案

电压检测控制型

负值，Vds电压VF大于设定阈值VTH_set，下一周期驱动

关断阈值自动递减，直至驱动关断后检测到的Vds电压接近

 追踪死区时间：

控制IC逐周期检测驱动关断瞬间到Vds上升到某一固定阈值
区时间tdead，当tdead小于设定时间tset时，下一周期驱动

关断阈值自动递减，直至tdead接近tset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关断过晚导致的电流倒灌问题。

则流过SR MOSFET的电流为

寄生电感导致的提前关断问题解决方案

电压检测控制型

电压接近VTH_set

上升到某一固定阈值（振铃正值）的死



2.1.4 典型型号及关键特性

IC厂商 器件型号 关键特性

TI UCC24612 支持1M工作频率，预调制驱动电压

电压检测控制型

TI UCC24612 支持1M工作频率，预调制驱动电压

ON/Fairchild
NCP4306，
FAN6240

最小-1mV关断电压与可设定的ton_min
支持200V检测电压（NCP4306）

NXP TEA1993 预调制驱动电压，集成漏极高压供电

MPS MP6908
预调制驱动电压，集成漏极高压供电
值，支持180V检测电压

Infineon/IR IR1167 可设定ton_min，支持200V检测电压

预调制驱动电压，可设定伏秒判断阈值
Diodes/BCD APR345

预调制驱动电压，可设定伏秒判断阈值
压

Dialog/iWatt iW676
自助追踪关断阈值，集成漏极高压供电
压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预调制驱动电压，支持230V检测电压

电压检测控制型

预调制驱动电压，支持230V检测电压

on_min及toff_min（NCP4306），

集成漏极高压供电，支持120V检测电压

集成漏极高压供电，可设定斜率检测阈

可设定伏秒判断阈值，支持120V检测电可设定伏秒判断阈值，支持120V检测电

集成漏极高压供电，支持100V检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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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秒平衡控制型

2.2.1 伏秒平衡原理概述

稳态工作下任意拓扑的开关电源，一个周期内电感电流变化量为零

DCM下电感伏秒平衡示意图 CCM下电感伏秒平衡示意图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伏秒平衡控制型

一个周期内电感电流变化量为零。

下电感伏秒平衡示意图



反激式电源变压器实际为耦合电感，将电压等效到初级电感或次级电感
均符合伏秒平衡原理。

2.2.1 伏秒平衡原理概述——反激式电源

伏秒平衡控制型

等效到初级电感

等效到次级电感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将电压等效到初级电感或次级电感

反激式电源

伏秒平衡控制型

等效到初级电感：

等效到次级电感：



DCM下的伏秒平衡

2.2.1 伏秒平衡原理概述——反激式电源

伏秒平衡控制型

等效到次级电感：A1=A2

理想情况下，SR开通时间等于退磁时间：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反激式电源

伏秒平衡控制型

A1

A2



CCM下的伏秒平衡

2.2.1 伏秒平衡原理概述——反激式电源

伏秒平衡控制型

等效到次级电感：A1=A2

理想情况下，SR开通时间等于退磁时间：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反激式电源

伏秒平衡控制型

A1

A2



2.2.2 控制原理——理论推导

控制IC将电感电压的伏秒平衡转换成电容电流的安秒平衡计算

伏秒平衡控制型

控制IC得到Vmag、Vdmg和tmag，即可计算得到tdis，tdis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将电感电压的伏秒平衡转换成电容电流的安秒平衡计算SR开通时间。

伏秒平衡控制型

tdis即SR开通时间



控制IC采样同步整流MOSFET Vds电压和输出电压，依据伏秒平衡原理计算
得到同步整流开通时间。

2.2.2 控制原理——理论推导

伏秒平衡控制型

A B

A点：采样SR Vds电压，仅在电感励磁期间对电容充电

B点：采样输出Vo电压，在电感励磁及退磁期间均对电容充电

A B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依据伏秒平衡原理计算

电容安秒平衡

伏秒平衡控制型

电容安秒平衡



2.2.2 控制原理——理论推导

伏秒平衡控制型

取合适的分压比及跨导比，使得

即可得到：

根据电容安秒平衡计算得到的电感退磁时间遵循反激电源变压器伏秒平衡原理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伏秒平衡控制型

根据电容安秒平衡计算得到的电感退磁时间遵循反激电源变压器伏秒平衡原理。



2.2.2 控制原理——图示解析

伏秒平衡控制型

A点得到A1区域和

B点得到A2区域和A B B点得到A2区域和

安秒平衡：

伏秒平衡：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伏秒平衡控制型

区域和A2区域面积之和A1+A2

区域和A3区域面积之和A2+A3区域和A3区域面积之和A2+A3

：A1+A2=A2+A3

：A1=A3



无法准确采样MOSFET Rdson压降，只能利用关断状态及关断到开通瞬态

电压信息作为开通判定条件。

2.2.2 控制原理——开通条件

伏秒平衡控制型

 R1/R2分压比较大，控制IC

无法准确检测到二极管导

通状态下Vds电压（二极管

压降），伏秒平衡控制型

通常不能与电压检测型控

制IC采用同样的开通和关

断判定条件

 通常根据SR关断状态到开

通状态Vds电压幅值、斜率

作为开通开通判定条件

A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只能利用关断状态及关断到开通瞬态Vds

伏秒平衡控制型

B



2.2.3 典型问题1
—暂态下伏秒不平衡（频率固定占空比缓变

CCM动态负载及开机等暂态下系统不满足伏秒平衡条件

间过长导致原副边共通。

伏秒平衡控制型

间过长导致原副边共通。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频率固定占空比缓变）导致原副边共通

动态负载及开机等暂态下系统不满足伏秒平衡条件，造成SR开通时

伏秒平衡控制型



2.2.3 典型问题1
—暂态下伏秒不平衡（频率固定占空比缓变

边共通问题解决方案

检测到相邻周期VDS_SR平台时间变化超过设定值，缩减该周期

伏秒平衡控制型

检测到相邻周期VDS_SR平台时间变化超过设定值，缩减该周期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频率固定占空比缓变）导致原副

缩减该周期SR驱动时长。

伏秒平衡控制型

缩减该周期SR驱动时长。



2.2.3 典型问题2
—次谐波振荡（频率固定占空比突变

系统发生次谐波振荡时不满足伏秒平衡条件，SR开通时间过长导致原副边共通

伏秒平衡控制型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频率固定占空比突变）导致原副边共通

开通时间过长导致原副边共通。

伏秒平衡控制型



2.2.3 典型问题2
—次谐波振荡（频率固定占空比突变

检测到相邻周期VDS_SR平台时间变化超过设定值，缩减该周期

伏秒平衡控制型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频率固定占空比突变）导致原副边共通

缩减该周期SR驱动时长。

伏秒平衡控制型



2.2.3 典型问题3
—暂态下伏秒不平衡（频率突变）

CCM动态负载及开机等暂态下工作频率突变，系统不满足伏秒平衡条件

造成SR开通时间过长导致原副边共通。

伏秒平衡控制型

造成SR开通时间过长导致原副边共通。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导致原副边共通

系统不满足伏秒平衡条件，

伏秒平衡控制型



2.2.3 典型问题3
—暂态下伏秒不平衡（频率突变）导致原副边共通问题解决方案

通过限制原边开通到SR关断的绝对时间解决频率突变导致的原副边共通问题

伏秒平衡控制型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导致原副边共通问题解决方案

关断的绝对时间解决频率突变导致的原副边共通问题。

伏秒平衡控制型



2.2.3 伏秒平衡控制型—典型型号及关键特性

伏秒平衡控制型

IC厂商 器件型号 关键特性

ON/Fairchild FAN6230
集成电压基准及运放
Charge Pump倍压供电

Richtek RT7207,RT7205
集成Charge Pump
成快充协议的完整副边解决方案

TI
UCC24630，
UCC24636

/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典型型号及关键特性

伏秒平衡控制型

集成电压基准及运放，集成
倍压供电

Charge Pump倍压供电，集
成快充协议的完整副边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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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信号控制型

2.3.1 控制类型

原边控制型：

 PWM控制器位于原边侧，传统控制类型

 隔离器需实现双向通信，驱动信号从

副边控制型

 PWM控制器位于副边侧
完成启动后副边接手控制 隔离器需实现双向通信，驱动信号从

原边到副边传递，

环路反馈信号从副边到原边传递

完成启动后副边接手控制

 隔离器仅需单向通信
信号从副边传递到原边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同步信号控制型

副边控制型：

控制器位于副边侧，原边
完成启动后副边接手控制完成启动后副边接手控制

隔离器仅需单向通信，驱动
信号从副边传递到原边



2.3.2 控制逻辑

 CCM下，原边驱动

确保CCM下原副边驱动有死区时间且死区时间尽可能短

同步信号控制型

 CCM下，原边驱动

驱动PWM_S

方波信号

 SR_RST信号为同步整流驱动复位信

号，用于关断同步整流

下原副边驱动不出现交叠

到尽可能小的死区时间

 DCM下，副边仍需通过电压检测或 DCM下，副边仍需通过电压检测或

伏秒平衡控制实现

 SR开通信号可以通过原边关断下降

沿经过死区时间后产生

过检测方式产生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原边驱动PWM_P与同步整流

下原副边驱动有死区时间且死区时间尽可能短。

同步信号控制型

原边驱动PWM_P与同步整流

PWM_S为留有死区时间的互补

信号为同步整流驱动复位信

用于关断同步整流，确保CCM

下原副边驱动不出现交叠，同时做

到尽可能小的死区时间

副边仍需通过电压检测或副边仍需通过电压检测或

伏秒平衡控制实现SR关断

开通信号可以通过原边关断下降

沿经过死区时间后产生，也可以通

过检测方式产生



2.3.3 隔离方式

隔离变压器

 高速，

 尺寸大

同步信号控制型

 尺寸大

高速光耦

 较高速

 尺寸大

电感式数字隔离

 高速，

小尺寸，

电容式数字隔离

 高速，

寸，低功耗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隔离变压器：

，强抗干扰能力，低功耗

尺寸大

同步信号控制型

尺寸大

高速光耦：

较高速，强抗干扰能力

尺寸大，功耗大

电感式数字隔离：

，较强抗干扰能力，

，低功耗

电容式数字隔离：

，较强抗干扰能力，小尺

低功耗



2.3.4 典型型号及关键特性

IC厂商 器件型号 关键特性

同步信号控制型

IC厂商 器件型号 关键特性

PI InnoSwitch系列
副边控制型，集成原边功率管及副边驱动
集成电感式隔离器

MPS MPX2001
副边控制型，集成原副边驱动
式隔离器

AOS
AOZ7635QI-
03+AOZ7648QI-06

副边控制型，集成原边
隔离变压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同步信号控制型

集成原边功率管及副边驱动，

集成原副边驱动，集成电容

集成原边/副边功率管，外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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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功能简介

3.1 低电压输出下的供电处理

为获得较低的RDS(on)，提升转换效率，MOSFET需要达到一定的驱动电压

非逻辑电平
MOSFET，驱
动电压达到
7V左右时可
获得较低
RDS(on)

BSC070N10NS5

VGS(th):3V typ

BSC070N10LS5

VGS(th):1.7V typ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特殊功能简介

需要达到一定的驱动电压。

逻辑电平
MOSFET，驱
动电压达到
4.5V左右时
可获得较低
RDS(on)

BSC070N10LS5

:1.7V typ



3.1 低电压输出下的供电处理

低输出电压下，采用升压方式实现驱动供电。

特殊功能简介

集成Charge Pump电路实现驱动供电升压

VDRV≈2VDD-2VF

集成Boost

VDRV可调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特殊功能简介

Boost电路实现驱动供电升压

可调



3.1 低电压输出下的供电处理

低输出电压下，采用SR MOSFET漏极取电方式实现驱动供电

 高电压输出下

特殊功能简介

 低电压输出带载状态下

MOSFET

持VDRV在较稳定水平

 低电压输出轻载

仍从输出电压取电

压对效率影响小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漏极取电方式实现驱动供电。

高电压输出下，VDRV从输出电压取电

特殊功能简介

低电压输出带载状态下，VDRV从

MOSFET漏极脉冲取电，通过电容维

在较稳定水平

低电压输出轻载/空载状态下，VDRV
仍从输出电压取电，此时低驱动电

压对效率影响小



3.2 高边应用下供电的处理

采用漏极取电方法解决高边应用下供电问题。 采用辅助绕组解决高边应用下供电问题

特殊功能简介

 以MOSFET源极作为参考点，MOSFET漏极即输出电容正端电压波形与

低边应用相同

 VDRV从MOSFET漏极脉冲取电，通过电容维持VDRV在较稳定水平

 控制器无法直接从输出电容取电，轻载/空载状态，驱动不能正常供电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采用辅助绕组解决高边应用下供电问题。

特殊功能简介

漏极即输出电容正端电压波形与

驱动不能正常供电



3.3 轻载模式的处理

通过计数固定时间内SR MOSFET VDS电压脉冲个数判断轻载模式

特殊功能简介

Normal Mode

大于设定值

Burst Mode

内脉冲个数大于设定值

正常发波正常发波

Burst Mode

脉冲个数小于设定值

入空载模式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压脉冲个数判断轻载模式。

特殊功能简介

Normal Mode，tcount内脉冲个数

大于设定值，SR驱动正常发波

Burst Mode深度较浅时，tcount
内脉冲个数大于设定值，SR驱动

正常发波正常发波

Burst Mode深度较深时，tcount内

脉冲个数小于设定值，控制器进

入空载模式，SR驱动停止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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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分析

4.1 寄生电感导致的提前关断

问题描述：某12V3A适配器，SR电流在2.1A时发生提前关断
接近1.8us

样机工况：

PWM控制器类别PWM控制器类别

SR控制器类别

SR关断阈值电压

SR MOSFET导通电阻

SR MOSFET封装

理想典型关断电流
2.12A

SR检测部分遵循开尔文连接方式
Layout寄生电感影响
寄生电感造成的提前关断

SR MOSFET DS电流 原边MOSFET DS电压 SR MOSFET GS电压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典型案例分析

时发生提前关断，SR死区时间

控制器类别：QR模式反激控制器类别：QR模式反激

控制器类别：电压检测型

关断阈值电压：VTH_OFF(TYP)=-4mV

导通电阻: Rdson（TYP）=6.8mΩ

封装：TO-252

理想典型关断电流0.59A，实际关断电流

检测部分遵循开尔文连接方式，排除
寄生电感影响，确定为MOSFET封装

寄生电感造成的提前关断



改进措施：TO-252封装MOSFET改为相近Rdson DFN5*6封装

4.1 寄生电感导致的提前关断

典型案例分析

理想典型关断电流
实际关断电流降低至

SR MOSFET DS电流 原边MOSFET DS电压 SR MOSFET GS电压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典型案例分析

AON6226

理想典型关断电流0.625A，
实际关断电流降低至1.4A



4.2 副边驱动耦合电压导致原副边驱动交叠

问题描述：某12V2A QC快充适配器，输入264V短路输出时原副边驱动出现交叠

典型案例分析

SR驱动电压达到
超过SR MOSFET V

原边MOSFETGS电压 SR MOSFET DS电压 SR MOSFET GS电压

短路状态下，

SR控制器不工作

态，SR MOSFET DS

寄生电容耦合到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副边驱动耦合电压导致原副边驱动交叠

短路输出时原副边驱动出现交叠。

典型案例分析

驱动电压达到1.8V，
SR MOSFET VGS_TH最低值

，输出电压跌落至3V以下，

控制器不工作，驱动处于弱下拉状

SR MOSFET DS电压通过MOSFET GD

寄生电容耦合到G极产生较高的GS电压。



4.2 副边驱动耦合电压导致原副边驱动交叠

改进措施1：SR MOSFET GS并联电容，降低耦合电压

典型案例分析

MOSFET GS并联
2.2nF电容C1

耦合电压降低至

1.2V以下，低于

VGS_TH最低值

i1

原边MOSFETGS电压 SR MOSFET DS

其他影响：

驱动损耗增加

PDRV=C1*(UGS)
2*f/2

11mW@f=100KHz,UGS=10V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副边驱动耦合电压导致原副边驱动交叠

降低耦合电压。

典型案例分析

SR MOSFET DS电压 SR MOSFET GS电压



4.2 副边驱动耦合电压导致原副边驱动交叠
改进措施2：SR MOSFET GS增加PNP三极管钳位电路

典型案例分析

原边MOSFETGS电压
增加三极管主动钳位，驱动浮空

D1：1N4148

Q2：MMBT3906

R2：1K

原边MOSFETGS电压
时UGS=UEB+IEB*R2，实测耦合电压

降低至1.1V，低于 VGS_TH最低值

D1：钳位Q2  BE结反偏电压（D1如果为电阻，则驱

动开通瞬间，Q2 BE结承受反偏电压等于驱动电压）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副边驱动耦合电压导致原副边驱动交叠
三极管钳位电路。

典型案例分析

SR MOSFET DS电压 SR MOSFET GS电压SR MOSFET DS电压 SR MOSFET GS电压



4.3 DCM下振铃电压导致驱动误开
问题描述：某15V3A适配器，空载输出下，驱动异常

SR控制器类别

SR开通阈值电压

典型案例分析

SR开通阈值电压
0.3V

驱动正常关断后

长，第一个周期振铃谷底触发到

VTH_ON导致

控制IC不具备
功能，且
只能通过调整外围设计避免振铃触只能通过调整外围设计避免振铃触
发到VTH_O

SR MOSFET DS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驱动异常。

控制器类别：电压检测型

开通阈值电压：VTH_ON(TYP)=-

典型案例分析

开通阈值电压：VTH_ON(TYP)=-

驱动正常关断后，由于toff_min不够

第一个周期振铃谷底触发到

导致SR驱动异常开通

不具备Vds dv/dt及伏秒检测
且VTH_ON、toff_min均不可调整，

只能通过调整外围设计避免振铃触只能通过调整外围设计避免振铃触

TH_ON

SR MOSFET DS电流



4.3 DCM下振铃电压导致驱动误开

解决措施1：减小RCD吸收电阻阻值，增加振荡阻尼，

典型案例分析

振铃幅度衰减速度加快

周期振铃谷底未触发到周期振铃谷底未触发到

SR MOSFET DS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避免振铃谷底触发VTH_ON

典型案例分析

振铃幅度衰减速度加快，第一个

周期振铃谷底未触发到V周期振铃谷底未触发到VTH_ON

SR MOSFET DS电流



4.3 DCM下振铃电压导致驱动误开

解决措施2：RCD吸收二极管由快管改为慢管，增加振荡阻尼
谷底触发VTH_ON

典型案例分析

US1M：t

振铃幅度衰减速度加快

周期振铃谷底未触发到

SR MOSFET DS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增加振荡阻尼，避免振铃

典型案例分析

trr<75ns M7：trr>1μs

振铃幅度衰减速度加快，第一个

周期振铃谷底未触发到VTH_ON

SR MOSFET DS电流



4.4 CCM下体二极管反向恢复造成尖峰电压

问题描述：某20V2.25A适配器，输出短路时SR MOSFET

样机工况

PWM

典型案例分析

SR控制器类别

SR MOSFET

发生短路后

SR MOSFET GS电压 SR MOSFET DS电流

SR MOSFET DS电压 输出电压

发生短路后

大，

深度加深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下体二极管反向恢复造成尖峰电压

SR MOSFET应力超过额定电压。

样机工况：

PWM控制器类别：定频CCM控制

典型案例分析

控制器类别：伏秒平衡控制型

SR MOSFET耐压 BVDSS：120V

发生短路后，输出电流达到最发生短路后，输出电流达到最

，输出电压下降，系统CCM

深度加深，SR关断电流增大



4.4 CCM下体二极管反向恢复造成尖峰电压

深度

典型案例分析

深度

流大

大

的反向恢复电流

较高的

SR MOSFET GS电压 SR MOSFET DS电流

SR MOSFET DS电压 输出电压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下体二极管反向恢复造成尖峰电压

深度CCM下，由于SR关断电

典型案例分析

深度CCM下，由于SR关断电

流大，加上SR MOSFET Qrr较

大，导致体二极管产生较大

的反向恢复电流，进而产生

较高的VDS电压尖峰



4.4 CCM下体二极管反向恢复造成尖峰电压

并联肖特基二极管后

解决措施：SR MOSFET并联肖特基二极管，减小反向恢复电流

典型案例分析

恢复电流从

较高的

降低至

SR MOSFET GS电压 SR MOSFET DS电流

SR MOSFET DS电压 输出电压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下体二极管反向恢复造成尖峰电压

并联肖特基二极管后，反向

减小反向恢复电流，降低VDS电压尖峰。

典型案例分析

恢复电流从7.8A降低到5.8A，

较高的VDS电压尖峰由142V

降低至116V



谢 谢！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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