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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TLC谐振电路及其应

用的电源变换器，该TLC谐振电路，包括：互感器、

电感、电容；所述互感器包括第一绕组、第二绕

组；所述第一绕组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绕组的第

一端通过中间抽头连接；所述第一绕组、所述第

二绕组同向串联耦合；所述电容的第一端与所述

中间抽头连接；所述电感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二绕

组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一绕组的第一端作为第

一谐振连接点；所述电容的第二端与所述电感的

第二端连接，得到第二谐振连接点，本发明实施

例第一谐振连接点与第二谐振连接点之间的互

感器、电容、电感通过上述连接，形成TLC谐振电

路，生产成本低，应用中能够提高效率、降低EMI

干扰和开关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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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TLC谐振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互感器、电感、电容；

所述互感器包括第一绕组、第二绕组；所述第一绕组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绕组的第一

端通过中间抽头连接；所述第一绕组、所述第二绕组同向串联耦合；

所述电容的第一端与所述中间抽头连接；所述电感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二绕组的第二端

连接；

所述第一绕组的第一端作为第一谐振连接点；所述电容的第二端与所述电感的第二端

连接，得到第二谐振连接点。

2.一种电源变换器，用做升压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低压输入端、第一电容、开关管、

整流二极管、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TLC谐振电路；

所述第一电容的一端与所述低压输入端连接于第一连接点；所述第一电容的另一端接

地；

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谐振连接点与所述第一连接点连接；

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二谐振连接点与所述开关管的漏极连接于第二连接点；

所述开关管的源极接地；所述开关管的栅极连接于PWM发生器；

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阳极与所述第二连接点连接；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阴极为电压输出

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源变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压输出端连接第二电容的一

端；所述第二电容的另一端接地。

4.一种电源变换器，用做降压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

高压输入端、第一电容、开关管、整流二极管、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TLC谐振电路；

所述高压输入端与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一端、所述开关管的漏极连接于第一连接点；

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阴极与所述开关管的源极、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谐振连接点连

接于第二连接点；所述开关管的栅极连接于PWM发生器；

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二谐振连接点为电压输出端；所述电容的第二端与所述电感的

第二端连接，得到第二谐振连接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源变换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开关管为N型场效应管；

所述电压输出端连接第二电容的一端；所述第二电容的另一端接地。

6.一种电源变换器，用做升降压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电压输入端、第一电容、开关

管、整流二极管、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TLC谐振电路；

所述电压输入端与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一端、所述开关管的漏极连接于第一连接点；

所述开关管的源极与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谐振连接点、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阴极连

接于第二连接点；所述开关管的栅极连接于PWM发生器；

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二谐振连接点接地；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二端接地；

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阳极为电压输出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源变换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压输出端并联有第二电容；所述第二电容用于稳压；

所述电压输出端，用于连接负载。

8.一种电源变换器，用做离线式反激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电压输入端、第一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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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管、变压器绕组；整流二极管、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TLC谐振电路；

所述电压输入端与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一端、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谐振连接点连接

于第一连接点；

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二谐振连接点与所述开关管的漏极连接；所述开关管的源极接

地；所述开关管的栅极连接于PWM发生器；

所述变压器绕组利用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绕组、第二绕组作为原边绕组感生电压；

所述变压器绕组的副边绕组第一端连接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阳极，所述变压器绕组的副

边绕组第二端接地；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阴极为电压输出端；所述电容的第二端与所述电感

的第二端连接，得到第二谐振连接点。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源变换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整流二极管为肖特基整流二极管。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电源变换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开关管为N型场效应管；

所述电压输出端连接第二电容的一端；所述第二电容的另一端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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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TLC谐振电路及其应用的电源变换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电力电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TLC谐振电路及其应用的电

源变换器。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包含电容和电感及电阻元件的无源一端口网络，其端口可能呈现容性、感性

及电阻性，当电路端口的电压U和电流I，出现同相位，电路呈电阻性时。称之为谐振现象，这

样的电路，称之为谐振电路。谐振的实质是电容中的电场能与电感中的磁场能相互转换，此

增彼减，完全补偿。电场能和磁场能的总和时刻保持不变，电源不必与电容或电感往返转换

能量，只需供给电路中电阻所消耗的电能。

[0003] 近年来大面积使用的LLC谐振技术，有着效率高、低EMI干扰、低输出噪声和高功率

密度等优点。但因为是半桥/全桥谐振电路，需要两个或者四个开关管组成的桥路。相对于

中小功率来说会显得原理过于复杂、成本高等缺点。

[0004]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谐振电路方案，生产成本低，应用中能够提高效率、降低EMI干

扰和开关噪声，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TLC谐振电路及其应用的电源变换器，生产成本低，

应用中能够提高效率、降低EMI干扰和开关噪声。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实施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第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TLC谐振电路，包括：互感器、电感、电容；

[0008] 所述互感器包括第一绕组、第二绕组；所述第一绕组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绕组的

第一端通过中间抽头连接；所述第一绕组、所述第二绕组同向串联耦合；

[0009] 所述电容的第一端与所述中间抽头连接；所述电感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二绕组的第

二端连接；

[0010] 所述第一绕组的第一端作为第一谐振连接点；所述电容的第二端与所述电感的第

二端连接，得到第二谐振连接点。

[0011] 第二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电源变换器，用做升压电路，包括：低压输入端、

第一电容、开关管、整流二极管、如第一方面所述的TLC谐振电路；

[0012] 所述第一电容的一端与所述低压输入端连接于第一连接点；所述第一电容的另一

端接地；

[0013] 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谐振连接点与所述第一连接点连接；

[0014] 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二谐振连接点与所述开关管的漏极连接于第二连接点；

[0015] 所述开关管的源极接地；所述开关管的栅极连接于PWM发生器；

[0016] 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阳极与所述第二连接点连接；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阴极为电压输

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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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优选地，所述电压输出端连接第二电容的一端；所述第二电容的另一端接地。

[0018] 第三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电源变换器，用做降压电路，包括：

[0019] 高压输入端、第一电容、开关管、整流二极管、如第一方面所述的TLC谐振电路；

[0020] 所述高压输入端与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一端、所述开关管的漏极连接于第一连接

点；

[0021] 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阴极与所述开关管的源极、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谐振连接

点连接于第二连接点；所述开关管的栅极连接于PWM发生器；

[0022] 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二谐振连接点为输出电压端。

[0023] 优选地，所述开关管为N型场效应管；

[0024] 所述电压输出端连接第二电容的一端；所述第二电容的另一端接地。

[0025] 第四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电源变换器，用做升降压电路，其特征在于，包

括：电压输入端、第一电容、开关管、整流二极管、如第一方面所述的TLC谐振电路；

[0026] 所述电压输入端与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一端、所述开关管的漏极连接于第一连接

点；

[0027] 所述开关管的源极与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谐振连接点、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阴

极连接于第二连接点；所述开关管的栅极连接于PWM发生器；

[0028] 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二谐振连接点接地；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二端接地；

[0029] 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阳极为电压输出端。

[0030] 优选地，所述电压输出端并联有第二电容；所述第二电容用于稳压；

[0031] 所述电压输出端，用于连接负载。

[0032] 第五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电源变换器，用做离线式反激电路，包括：电压

输入端、第一电容、开关管、变压器绕组；整流二极管、如第一方面所述的TLC谐振电路；

[0033] 所述电压输入端与所述第一电容的第一端、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谐振连接点

连接于第一连接点；

[0034] 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二谐振连接点与所述开关管的漏极连接；所述开关管的源

极接地；所述开关管的栅极连接于PWM发生器；

[0035] 所述变压器绕组利用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绕组、第二绕组感生电压；

[0036] 所述变压器绕组的第一端连接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阳极，所述变压器绕组的第二端

接地；所述整流二极管的阴极为输出电压端。

[0037] 优选地，所述整流二极管为肖特基整流二极管。

[0038] 优选地，所述开关管为N型场效应管；

[0039] 所述电压输出端连接第二电容的一端；所述第二电容的另一端接地。

[004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TLC谐振电路，包括：互感器、电感、电容；所述互感器包括

第一绕组、第二绕组；所述第一绕组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绕组的第一端通过中间抽头连接；

所述第一绕组、所述第二绕组同向串联耦合；所述电容的第一端与所述中间抽头连接；所述

电感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二绕组的第二端连接；所述第一绕组的第一端作为第一谐振连接

点；所述电容的第二端与所述电感的第二端连接，得到第二谐振连接点，本发明实施例第一

谐振连接点与第二谐振连接点之间的互感器、电容、电感通过上述连接，形成TLC谐振电路，

生产成本低，应用中能够提高效率、降低EMI干扰和开关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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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电源变换器应用了上述的TLC谐振电路，也具有上述的有益

效果，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附图说明

[004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方

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

仅是示例性的，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引申获得其它的实施附图。

[0043] 本说明书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所揭示的内容，以供

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限定条件，故不具技术上的

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影响本发明所能产生的功

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发明所揭示的技术内容得能涵盖的范围内。

[004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TLC谐振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电源变换器的电路原理图；

[004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电源变换器的电路原理图；

[0047]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电源变换器的电路原理图；

[0048]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电源变换器的电路原理图；

[0049]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TLC谐振电路应用于电源变换器的电路仿真图；

[0050] 图7为图6的仿真结果波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

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52] 下列实施例中，实施例1中提供的TLC谐振电路应用到不同的例子中，作为电力电

子开关电源的一部分，具体地应用的实施例2、实施例3、实施例4、实施例5中。实施例2、实施

例3、实施例4、实施例5中除了用到相同的TLC谐振电路，其他电气元件、部件，虽然名字可能

相同，但是标号不同，也不是相交叉的实施例，不会产生概念的混淆。

[0053] 实施例1

[0054] 请参考图1，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TLC谐振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5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TLC谐振电路，包括：互感器110、电感120、电容130；所述互

感器110包括第一绕组111、第二绕组112；所述第一绕组111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绕组112的

第一端通过中间抽头113连接；所述第一绕组111、所述第二绕组112同向串联耦合；所述电

容130的第一端与所述中间抽头连接；所述电感120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二绕组112的第二端

连接；所述第一绕组111的第一端作为第一谐振连接点101；所述电容130的第二端与所述电

感120的第二端连接，得到第二谐振连接点102。

[005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TLC谐振电路本发明实施例第一谐振连接点101与第二谐

振连接点102之间的互感器110、电容130、电感120通过连接，形成TLC谐振电路，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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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应用中能够提高效率、降低EMI干扰和开关噪声，具体地，将互感器、电感、电容进行拓扑

连接，创造了一个整体呈感性的TLC谐振电路，为BOOST、BUCK、BUCK-BOOST、FLYBACK等电源

变换拓扑创造ZCS零电流软开关条件。当将第一谐振连接点、第二谐振连接点连接到电路中

时，能够大幅提高电源变换器的效率，有效降低EMI干扰和开关噪声。

[0057] 实施例2

[0058] 请参考图2，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电源变换器的电路原理图。

[005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电源变换器，用做升压电路，包括：低压输入端201、第一电

容202、开关管203、整流二极管204、如第一方面所述的TLC谐振电路100；所述第一电容202

的一端与所述低压输入端201连接于第一连接点205；所述第一电容202的另一端接地；所述

TLC谐振电路的第一谐振连接点与所述第一连接点205连接；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二谐振

连接点与所述开关管203的漏极连接于第二连接点206；所述开关管203的源极接地；所述开

关管203的栅极连接于PWM发生器；所述整流二极管204的阳极与所述第二连接点206连接；

所述整流二极管204的阴极为电压输出端207。

[0060] 进一步地，为了稳定电压输出端207的输出电压，可以在电压输出端207连接第二

电容208的一端；所述第二电容的另一端接地。当然，也可以在电压输出端207连接其他的稳

压装置。其中，负载电阻RL  209连接于电压输出端207，作为功率消耗装置，避免电源变换器

空耗。

[0061] 实施例3

[0062] 请参考图3，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电源变换器的电路原理图。

[0063] 第三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电源变换器，用做降压电路，包括：高压输入端

301、第一电容302、开关管303、整流二极管304、如第一方面所述的TLC谐振电路100；所述高

压输入端301与所述第一电容302的第一端、所述开关管303的漏极连接于第一连接点306；

所述整流二极管304的阴极与所述开关管303的源极、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谐振连接点

连接于第二连接点307；所述开关管303的栅极连接于PWM发生器；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二

谐振连接点为输出电压端305。

[0064] 进一步地，可以将开关管303设置为N型场效应管。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 

Transistor缩写(FET))简称场效应管。主要有两种类型(junction  FET-JFET)和金属-氧化

物半导体场效应管(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FET，简称MOS-FET)。由多数载流子参与

导电，也称为单极型晶体管。它属于电压控制型半导体器件。

[0065] 当然，也可以在输出电压端305连接用于稳定输出电压的第二电容308，便于在连

接负载309时，能够输出稳定的电压。

[0066] 实施例4

[0067] 请参考图4，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电源变换器的电路原理图。

[006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电源变换器，用做升降压电路，包括：电压输入端401、第一

电容402、开关管403、整流二极管404、如第一方面所述的TLC谐振电路405；所述电压输入端

401与所述第一电容402的第一端、所述开关管403的漏极连接于第一连接点406；所述开关

管403的源极与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谐振连接点、所述整流二极管404的阴极连接于第

二连接点407；所述开关管403的栅极连接于PWM发生器；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二谐振连接

点接地；所述第一电容402的第二端接地；所述整流二极管404的阳极为电压输出端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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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进一步地，可以在电压输出端408并联有第二电容409；所述第二电容用于稳压；所

述电压输出端，用于连接负载410，从而增加整个电压变换器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0070] 实施例5

[0071] 请参考图5，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又一种电源变换器的电路原理图。

[007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电源变换器，用做离线式反激电路，包括：电压输入端501、

第一电容502、开关管503、变压器绕组504；整流二极管505、如第一方面所述的TLC谐振电路

100；所述电压输入端501与所述第一电容502的第一端、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谐振连接

点连接于第一连接点506；所述TLC谐振电路100的第二谐振连接点与所述开关管503的漏极

连接；所述开关管503的源极接地；所述开关管503的栅极连接于PWM发生器；所述变压器绕

组504利用所述TLC谐振电路的第一绕组、第二绕组感生电压；所述变压器绕组的第一端连

接所述整流二极管505的阳极，所述变压器绕组的第二端接地；所述整流二极管505的阴极

为输出电压端507。

[0073] 进一步地，可以将整流二极管505设置为肖特基整流二极管。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具

有开关频率高和正向压降低等优点，但其反向击穿电压比较低，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的整

流二极管，例如可以使用快恢复二极管。

[0074] 更进一步地，可以将开关管503设置为功率开关管。具体地，可以为N型场效应管；

所述电压输出端507连接第二电容508的一端；所述第二电容508的另一端接地。功率开关管

是指能承受较大电流，漏电流较小，在一定条件下有较好饱和导通及截止特性的三极管，可

不太考虑其放大性能，其控制与基极电流大小或方向有关电流经集电极和发射极，方向具

体要看是NPN还是PNP管。场效应管一般做电子开关用，控制与极性有关。当然，还可以在输

出电压端507设置用于稳压的第二电容508，以便于连接负载509时，能够输出稳定的直流电

压。

[0075] 请参考图6，图7，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TLC谐振电路应用于电源变换器的电

路仿真图；图7为图6的仿真结果波形图。

[007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应用于单管(功率开关管)电源变换器BOOST中的互感

器、电感、电容(TLC)谐振电路。具体地，该电源变换器包括：由T1、C2、L1组成的互感器、电

感、电容(TLC)谐振电路部分(代替传统BOOST电路中的储能电感)，及由V1、C4、S1、D2、V2、

D3、C1、R2、R1、C3组成的BOOST主体电路。本实施例中(如图6)V1为6.4V理想直流源，C4为电

解电容470uF，V2为100kHZ、占空比42％的时钟信号源，S1为内阻4毫欧的理想开关，D2为模

拟S1当中的寄生二极管。T1为匝比10：10感量为5.6uH的互感器，L1为5.3uH的谐振电感，C2

为560nF的谐振电容。D3为10A、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C3为470pF吸收电容、R1为10欧吸收电

阻，C1为470uF输出滤波电容，R2为12欧的负载电阻。

[0077] 图7为本实施例仿真结果，3通道为S1驱动波形(V2时钟信号输出)，2通道为S1的开

关波形，4通道为T1的充放电电流波形。由图7仿真波形可见：开关管S1在电流为零的时候进

行开关，实现了ZCS开关，减少了开关损耗。整流二极管D3同样在电流为零时进行开通和关

断工作，变换器仿真的转换效率高达95.8％。开关回路和输出回路电流都呈正弦规律变化，

根据EMI产生原理可知，大幅降低了EMI和开关噪声水平。

[0078] 上述所有实施例中的开关管，为功率开关管，具体包括：开关三极管、场效应管(有

N管和P管之分)、IGBT、氮化镓场效应管等各种开关器件，本文中以N型场效应管为主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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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他的功率开关管也在本发明实施例的保护范围之内。

[0079]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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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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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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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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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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