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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双固定时间的升降压切换

式电源电路、及其控制电路与方法。该双固定时

间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包含：一降压电路，包

含：一电感，具有第一端与第二端；一降压电路的

第一功率开关，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端耦接，

其另一端与一输入电压耦接；以及一降压电路的

功率元件，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端耦接，其另

一端接地；一升压电路，包含：该电感；一升压电

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二端耦

接，其另一端接地；以及一升压电路的功率元件，

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二端耦接，其另一端与一输

出电压耦接；以及一控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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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固定时间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其特征在于，包含：

一降压电路，包含：

一电感，具有第一端与第二端；

一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端耦接，其另一端与一输入电压

耦接；以及

一降压电路的功率元件，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端耦接，其另一端接地；

一升压电路，包含：

该电感；

一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二端耦接，其另一端接地；以及

一升压电路的功率元件，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二端耦接，其另一端与一输出电压耦接；

以及

一控制电路，根据一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讯号、一参考电压，以及与一第一电感电流

有关的讯号或一第一锯齿波讯号而产生一第一固定时间，且根据该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

讯号、该参考电压，以及与一第二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一第二锯齿波讯号而产生一第二

固定时间，该第一固定时间，控制该降压电路，该第二固定时间，控制该升压电路；其中该第

一固定时间为一固定不导通时间，使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在该固定不导通时间内为

不导通，该第二固定时间为一固定导通时间，使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在该固定导通

时间内为导通；其中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一锯齿波讯号，与该第二电感电流

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二锯齿波讯号之间，相差一位移讯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定时间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其中，该位移讯号大于该第

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的峰对谷值，或大于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峰对谷值，使得该升降压

切换式电源电路仅操作于降压转换模式或升压转换模式，但无升降压转换模式，其中该第

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的峰对谷值是指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的峰值与该第一电感

电流有关的讯号的谷值的差值，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峰对谷值是指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峰

值与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谷值的差值。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固定时间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其中，该控制电路包括：

一误差放大器，将该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讯号与该参考电压相比较，产生一误差放

大讯号；

一第一PWM比较器，将与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一锯齿波讯号，和该误差放

大讯号相比较；

一第二PWM比较器，将与该第二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二锯齿波讯号，和该误差放

大讯号相比较；

一位移讯号产生器，产生该位移讯号，以使得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一锯

齿波讯号，与该第二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二锯齿波讯号之间，相差该位移讯号；

一第一固定时间产生器，其根据该第一PWM比较器的输出，产生该第一固定时间；

一第二固定时间产生器，其根据该第二PWM比较器的输出，产生该第二固定时间；

一第一驱动电路，其根据该第一固定时间产生器的输出，产生一降压开关控制讯号，控

制该降压电路；以及

一第二驱动电路，其根据该第二固定时间产生器的输出，产生一升压开关控制讯号，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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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该升压电路。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固定时间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其中，该降压电路，该升压

电路，该降压开关控制讯号，以及该升压开关控制讯号，为以下组合的其中一种：

(一)

该降压电路的功率元件为一降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

该升压电路的功率元件为一升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

该降压开关控制讯号，用以控制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与该降压电路的第二功率

开关；以及

该升压开关控制讯号，用以控制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与该升压电路的第二功率

开关；

(二)

该降压电路的功率元件为一降压二极管；

该升压电路的功率元件为一升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

该降压开关控制讯号，用以控制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以及

该升压开关控制讯号，用以控制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与该升压电路的第二功率

开关；

(三)

该降压电路的功率元件为一降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

该升压电路的功率元件为一升压二极管；

该降压开关控制讯号，用以控制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与该降压电路的第二功率

开关；以及

该升压开关控制讯号，用以控制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以及

(四)

该降压电路的功率元件为一降压二极管；

该升压电路的功率元件为一升压二极管；

该降压开关控制讯号，用以控制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以及

该升压开关控制讯号，用以控制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固定时间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其中，该控制电路中的该位

移讯号，大于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的峰对谷值，或大于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峰对谷

值，使得

上述(一)具有以下特征：

在降压转换模式时，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不导通该第一固定时间，该降压电路

的第二功率开关在连续导通模式操作时与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反相切换，而在非连

续导通模式操作时，除了在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与该降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皆不

导通的状况下，该降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与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反相切换；该升

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恒导通，且该升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恒不导通；

在升压转换模式时，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导通该第二固定时间，该升压电路的

第二功率开关在连续导通模式操作时与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反相切换，而在非连续

导通模式操作时，除了在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与该升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皆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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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状况下，该升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与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反相切换；该降压

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恒导通，且该降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恒不导通；

上述(二)具有以下特征：

在降压转换模式时，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不导通该第一固定时间，该升压电路

的第一功率开关恒导通，且该升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恒不导通；

在升压转换模式时，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导通该第二固定时间，该升压电路的

第二功率开关在连续导通模式操作时与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反相切换，该降压电路

的第一功率开关恒导通；

上述(三)具有以下特征：

在降压转换模式时，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不导通该第一固定时间，该降压电路

的第二功率开关在连续导通模式操作时与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反相切换，而在非连

续导通模式操作时，除了在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与该降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皆不

导通的状况下，该降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与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反相切换；该升

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恒导通；

在升压转换模式时，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导通该第二固定时间，该降压电路的

第一功率开关恒导通，且该降压电路的第二功率开关恒不导通；以及

上述(四)具有以下特征：

在降压转换模式时，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不导通该第一固定时间，该升压电路

的第一功率开关恒导通；

在升压转换模式时，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导通该第二固定时间，该降压电路的

第一功率开关恒导通；

其中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的峰对谷值是指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的峰值

与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的谷值的差值，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峰对谷值是指该第一锯

齿波讯号的峰值与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谷值的差值。

6.一种控制电路，用以控制一固定时间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该固定时间的升降

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包含一降压电路与一升压电路，该降压电路包含：一电感，具有第一端与

第二端；一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端耦接，其另一端与一输入电

压耦接；以及一降压电路的功率元件，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端耦接，其另一端接地；该升

压电路包含：该电感；一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二端耦接；以及一

升压电路的功率元件，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二端耦接，其另一端与一输出电压耦接；其特征

在于，该控制电路包含：

一误差放大器，将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讯号与一参考电压相比较，产生一误差放大

讯号；

一第一PWM比较器，将与一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一第一锯齿波讯号，和该误差放

大讯号相比较；

一第二PWM比较器，将与一第二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一第二锯齿波讯号，和该误差放

大讯号相比较；

一位移讯号产生器，使得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一锯齿波讯号，与该第二

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二锯齿波讯号之间，相差该位移讯号产生器所产生的一位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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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一第一固定时间产生器，其根据该第一PWM比较器的输出，产生一第一固定时间；

一第二固定时间产生器，其根据该第二PWM比较器的输出，产生一第二固定时间；

一第一驱动电路，其根据该第一固定时间，产生一降压开关控制讯号，控制该降压电

路；以及

一第二驱动电路，其根据该第二固定时间，产生一升压开关控制讯号，控制该升压电

路；

其中，该第一固定时间为一固定不导通时间，使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在该固定

不导通时间内为不导通，该第二固定时间为一固定导通时间，使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

关在该固定导通时间内为导通。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控制电路，其中，该位移讯号，大于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

的峰对谷值，或大于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峰对谷值，使得该固定时间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

路仅操作于降压转换模式或升压转换模式，但无升降压转换模式，其中该第一电感电流有

关的讯号的峰对谷值是指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的峰值与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

号的谷值的差值，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峰对谷值是指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峰值与该第一锯

齿波讯号的谷值的差值。

8.一种控制固定时间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的方法，该固定时间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

电路包含一降压电路与一升压电路，该降压电路包含：一电感，具有第一端与第二端；一降

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端耦接，其另一端与一输入电压耦接；以及

一降压电路的功率元件，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端耦接，其另一端接地；该升压电路包含：

该电感；一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二端耦接；以及一升压电路的功

率元件，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二端耦接，其另一端与一输出电压耦接；其特征在于，该控制

方法包含：

根据一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讯号、一参考电压，以及与一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

或一第一锯齿波讯号而产生一第一固定时间；

根据该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讯号、该参考电压，以及与一第二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

或一第二锯齿波讯号而产生一第二固定时间；

其中，该第一固定时间，控制该降压电路，该第二固定时间，控制该升压电路；

其中，该第一固定时间为一固定不导通时间，使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在该固定

不导通时间内为不导通，该第二固定时间为一固定导通时间，使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

关在该固定导通时间内为导通；其中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一锯齿波讯号，与

该第二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二锯齿波讯号之间，相差一位移讯号。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控制固定时间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的方法，其中，该产生第一

固定时间与第二固定时间的步骤包含：

将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讯号与该参考电压相比较，产生一误差放大讯号；

将与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一锯齿波讯号，和该误差放大讯号相比较而产

生第一比较结果；

将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一锯齿波讯号加上该位移讯号，产生该第二电感

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二锯齿波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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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与该第二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二锯齿波讯号，和该误差放大讯号相比较而产

生第二比较结果；

根据该第一比较结果，产生该第一固定时间；以及

根据该第二比较结果，产生该第二固定时间。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控制固定时间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的方法，其中，该位移讯

号，大于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的峰对谷值，或大于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峰对谷值，使

得该固定时间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仅操作于降压转换模式或升压转换模式，但无升降压

转换模式，其中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的峰对谷值是指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的

峰值与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的谷值的差值，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峰对谷值是指该第

一锯齿波讯号的峰值与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谷值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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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固定时间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及其控制电路与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双固定时间(dual  constant  time)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特

别是指一种需要产生两组固定时间的电流控制式(current  mode)或电压控制式(voltage 

mode)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本发明也涉及控制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的控制电路与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请参阅图1A，美国专利US  6166527中揭露一种控制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的方

法。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包含电感L、四个功率开关A,B,C,D，以及控制电路20。控制电路

20控制四个功率开关A,B,C,D的切换，以将输入电压Vin转换为输出电压Vout，其中输入电

压Vin可能高于或低于输出电压Vout，因此电源电路可能需要进行降压或升压转换。控制电

路20中，误差放大器22将反馈讯号FB(表示输出电压Vout的信息)与参考电压Vref比较，产

生误差放大讯号Vea。PWM(脉宽调变)比较器24,25分别将该误差放大讯号Vea与电压波形VX

和VY比较，而逻辑电路29根据PWM比较器24,25的比较结果，产生开关控制讯号VA,VB,VC ,

VD，分别控制功率开关A,B,C,D。

[0003] 误差放大讯号Vea、电压波形VX和VY、开关控制讯号VA,VB,VC,VD的关系如图1B所

示，当误差放大讯号Vea落在电压V1与V2之间时，电源电路进行纯降压转换，当误差放大讯

号Vea落在电压V2与V3之间时，电源电路进行升降压转换，当误差放大讯号Vea落在电压V3

与V4之间时，电源电路进行纯升压转换。在纯降压转换模式时功率开关C保持断路而功率开

关D保持导通，在纯升压转换模式时功率开关A保持导通而功率开关B保持断路。在升降压转

换模式时，如图所示，根据误差放大讯号Vea与电压波形VX的相对关系而产生开关控制讯号

VA,VB，并根据误差放大讯号Vea与电压波形VY的相对关系而产生开关控制讯号VC,VD，换言

之电源电路进行升压(开关C,D动作)与降压(开关A,B动作)的混合操作。

[0004] 上述现有技术的特征为，含有纯升压转换模式、纯降压转换模式，以及升降压转换

模式，并且必须含有升降压转换区段，即V2必须小于V3，否则会造成系统不稳定。而在升降

压转换模式时，任一周期内四个开关都会切换，而造成切换损失(switching  loss)，使得能

量耗损增加。这两个特征的冲突为此现有技术的主要缺点。

[0005] 图2A显示另一现有技术美国专利US  7176667的架构，该发明申请中利用误差放大

器22产生两组误差放大讯号Vea1与Vea2，择一输入PWM比较器24与电压波形OSC比较。此外，

电路中另设置一个固定脉宽产生电路26，逻辑电路29根据PWM比较器24的输出与固定脉宽

产生电路26的输出，产生开关控制讯号VA,VB,VC,VD，分别控制功率开关A,B,C,D。

[0006] 请参阅图2B，美国专利US  7176667中分为四个转换模式，除了纯降压转换模式M1

和纯升压转换模式M4外，在两者之间另设有中介降压转换模式M2和中介升压转换模式M3，

在中介降压转换模式M2中开关控制讯号VA,VB跟随PWM比较器24的输出而开关控制讯号VC,

VD为固定脉宽，在中介降压转换模式M3中开关控制讯号VC,VD跟随PWM比较器24的输出而开

关控制讯号VA,VB为固定脉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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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是，四个转换模式的控制机制较为复杂，需要另设置固定脉

宽产生电路26和其他电路元件，且两个中介转换模式(M2和M3)表示电路操作在此区间的机

会增加，而中介转换模式中四个功率开关都动作，增加切换损失与能量耗损。

[0008] 此外，现有技术美国专利US  6166527以及US  7176667皆为定频技术，受限于固定

切换频率与带宽的关系，该类技术的负载变化反应都会比较慢；再者，上述的现有技术在脉

冲频率调制(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PFM)的实现上需要较复杂的电路辅助，例如负

载电流极小时，或是无法达成PFM，例如输入电压Vin与输出电压Vout相近时；而如图3所示

的现有技术TPS63020控制器，同样是定频技术并含有升降压转换模式，而其所采用的平均

电流模式控制(average  current  mode)，又更进一步需要增加斜率补偿电路(slope 

compensation)，以抑制次谐波震荡(sub-harmonic  oscillation)的倾向。

[0009] 图4A显示另一现有技术美国专利US  2011/0156685A1的架构，该升降压切换式电

源电路包含电感L、四个功率开关A,B,C,D，以及控制电路30。控制电路30控制四个功率开关

A,B,C,D的切换，以将输入电压Vin转换为输出电压Vout。控制电路30中，误差放大器32将反

馈讯号FB(表示输出电压Vout的信息)与参考电压Vref比较，产生误差放大讯号，输入PWM比

较器34。此外，电路取得与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输入PWM比较器34中，与误差放大讯号比

较。PWM比较器34的输出传送给导通时间产生电路37，以产生开关的导通时间。驱动电路39

根据所产生的导通时间，产生开关驱动讯号VA,VB,VC,VD，控制各功率开关A,B,C,D。此现有

技术的特征在于，电路中仅需要一个PWM比较器34，因为仅需要产生一组导通时间。虽然此

现有技术可以用非常简单的电路实现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但其缺点是，无论输入电源

大于、小于，或接近输出电压时，该电路皆操作于升降压转换模式下，其每个操作周期皆须

切换A,B,C,D四个开关，如图4B,4C所示，由开关A,C导通(电流方向如实线)，紧接着开关B,D

导通，如此周而复始，因而切换损失也会较大。

[0010] 有鉴于以上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其具有快

速的负载变化反应；其无需斜率补偿；其可同时应用在PFM操作上而无需复杂电路控制；更

进一步，其能达成具有纯降压转换模式与纯升压转换模式，并较佳地无需升降压转换模式

或中介模式。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与缺陷，提出一种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

路，其具有快速的负载变化反应；其无需斜率补偿；其可同时应用在PFM操作上而无需复杂

电路控制；更进一步，其能达成具有纯降压转换模式与纯升压转换模式，并较佳地无需升降

压转换模式或中介模式。

[0012] 为达上述目的，就其中一个观点言，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固定时间的升降压切换式

电源电路，包含：一降压电路，包含:一电感，具有第一端与第二端；一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

开关，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端耦接，其另一端与一输入电压耦接；以及一降压电路的功率

元件，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端耦接，其另一端接地；一升压电路，包含:该电感；一升压电

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二端耦接，其另一端接地；以及一升压电路的功率

元件，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二端耦接，其另一端与一输出电压耦接；以及一控制电路，其产

生一第一固定时间(constant  time)与一第二固定时间，该第一固定时间，控制该降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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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该第二固定时间，控制该升压电路；其中该第一固定时间为一固定不导通时间

(constant-off  time)，使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在该固定不导通时间内为不导通，该

第二固定时间为一固定导通时间(constant-on  time)，使该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在该

固定导通时间内为导通。

[0013] 上述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中，降压电路的功率元件或升压电路的功率元件可为

开关或二极管。

[0014] 为达上述目的，就另一个观点言，本发明也提供了一种控制电路，用以控制一固定

时间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该固定时间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包含：一降压电路，

包含:一电感，具有第一端与第二端；一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

端耦接，其另一端与一输入电压耦接；以及一降压电路的功率元件，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

端耦接，其另一端接地；一升压电路，包含：该电感；一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其一端与

该电感的第二端耦接，其另一端接地，一升压电路的功率元件，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二端耦

接，其另一端与一输出电压耦接；该控制电路包含:一误差放大器，将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

馈讯号与一参考电压相比较，产生一误差放大讯号；一第一PWM比较器，将与一第一电感电

流有关的讯号或一第一锯齿波讯号，和该误差放大讯号相比较；一第二PWM比较器，将与一

第二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一第二锯齿波讯号，和该误差放大讯号相比较；一位移讯号产

生器，使得该第一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一锯齿波讯号，与该第二电感电流有关的讯

号或该第二锯齿波讯号之间，相差位移讯号产生器产生的该位移讯号；一第一固定时间产

生器，其根据该第一PWM比较器的输出，产生该第一固定时间；一第二固定时间产生器，其根

据该第二PWM比较器的输出，产生该第二固定时间；一第一驱动电路，其根据该第一固定时

间产生器的输出，产生降压开关控制讯号，控制该降压电路；以及一第二驱动电路，其根据

该第二固定时间产生器的输出，产生升压开关控制讯号，控制该升压电路。其中该第一固定

时间为一固定不导通时间(constant-off  time)，使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在该固定

不导通时间内为不导通，该第二固定时间为一固定导通时间(constant-on  time)，使该升

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在该固定导通时间内为导通。

[0015] 上述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中，其中该控制电路中的该位移讯号，宜大于该第一

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或该第一锯齿波讯号的峰-谷值，使得该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仅操

作于降压转换模式或升压转换模式，但无升降压转换模式。

[0016] 为达上述目的，就另一个观点言，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控制固定时间升降压切换式

电源电路的方法，该固定时间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包含：一降压电路，包含:一电感，

具有第一端与第二端；一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端耦接，其另一

端与一输入电压耦接；以及一降压电路的功率元件，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一端耦接，其另一

端接地；一升压电路，包含:该电感；一升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二端

耦接，其另一端接地；一升压电路的功率元件，其一端与该电感的第二端耦接，其另一端与

一输出电压耦接；该控制方法包含：产生一第一固定时间(constant  time)与一第二固定时

间，该第一固定时间，控制该降压电路，该第二固定时间，控制该升压电路；其中该第一固定

时间为一固定不导通时间(constant-off  time)，使该降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在该固定

不导通时间内为不导通，该第二固定时间为一固定导通时间(constant-on  time)，使该升

压电路的第一功率开关在该固定导通时间内为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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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详加说明，当更容易了解本发明的目的、技术内容、特点及其

所达成的功效。

附图说明

[0018] 图1A显示一种现有技术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及其相关电路的示意图；

[0019] 图1B为对应于图1A电路的讯号波形示意图；

[0020] 图2A显示一种现有技术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及其相关电路的示意图；

[0021] 图2B为对应于图2A电路的状态转换表(state  machine)；

[0022] 图3显示一种现有技术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及其相关电路的示意图；

[0023] 图4A显示一种现有技术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及其相关电路的示意图；

[0024] 图4B为对应于图4A电路的讯号波形示意图；

[0025] 图4C为对应于图4A电路的电流方向示意图；

[0026] 图5显示本发明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的第一实施例；

[0027] 图6A,6B为对应于图5电路的讯号波形示意图；

[0028] 图7A显示一种升降压电路及其相关电路的示意图；

[0029] 图7B显示本发明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实施例的较佳电流方向示意图；

[0030] 图8显示本发明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的第二实施例；

[0031] 图9A,9B为对应于图8电路的讯号波形示意图；

[0032] 图10,11显示本发明的电压控制式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的两个实施例；

[0033] 图12-14显示本发明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以二极管做为功率元件的另外几

个实施例。

[0034] 图中符号说明

[0035] 20                     控制电路

[0036] 22                     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

[0037] 24,25,34               PWM比较器

[0038] 32                     误差放大器

[0039] 39                     驱动电路

[0040] 30                     控制电路

[0041] 40,45                  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

[0042] 50,55,60,65,70,75,80    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

[0043] 100                    降压电路

[0044] 200                    升压电路

[0045] 300                    控制电路

[0046] 301                    次控制级电路

[0047] 302                    误差放大器

[0048] 303                    位移讯号

[0049] 304,306                PWM比较器

[0050] 310,314                驱动电路

[0051] 316                    零电流侦测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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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A,B,C,D        功率开关

[0053] CSBCK,CSBST   与电感电流相关的讯号

[0054] EAO           误差放大讯号

[0055] FB            反馈讯号

[0056] L             电感

[0057] OSC            震荡波形

[0058] VA,VB,VC,VD   开关驱动讯号

[0059] Vea,Vea1,Vea2 误差放大讯号

[0060] Vin            输入电压

[0061] Vout           输出电压

[0062] Vref          参考电压

[0063] VX,VY          锯齿波形

具体实施方式

[0064] 请参考图5，以电流控制式、双固定时间的架构为例，说明本发明的第一个实施例。

本实施例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50包含降压电路100，升压电路200，以及控制电路300。

其中降压电路100包含电感L、两个功率开关A,B；其中升压电路200包含电感L、两个功率开

关C,D。控制电路300控制四个功率开关A,B,C,D的切换，以将输入电压Vin转换为输出电压

Vout。控制电路300中，误差放大器302将反馈讯号FB(表示输出电压Vout的信息)与参考电

压Vref比较，产生误差放大讯号EAO，输入PWM比较器304与PWM比较器306。此外，电路取得与

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CSBCK，输入PWM比较器304中，与误差放大讯号EAO比较。再者，电路产

生一位移讯号303，迭加于该电感电流有关的讯号CSBCK后，成为另一该电感电流有关的讯

号CSBST，输入PWM比较器306中。PWM比较器304的输出传送给固定不导通时间产生电路308，

以产生开关的不导通时间。驱动电路310根据所产生的不导通时间，产生开关驱动讯号VA,

VB，控制功率开关A,B。PWM比较器306的输出传送给固定导通时间产生电路312，以产生开关

的导通时间。驱动电路314根据所产生的导通时间，产生开关驱动讯号VC,VD，控制功率开关

C,D。

[0065] 请参阅图6A，此时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50操作于纯降压转换模式，EAO不会和与

电感电流相关的讯号CSBST相交，故VC恒为低，开关C恒不导通，VD恒为高，开关D恒导通；开

关A于t0时起导通，此时与电感电流相关的讯号CSBCK开始上升，直到EAO与电感电流相关的

讯号CSBCK相交，此时为t1，开关A于t1起不导通，并持续不导通一段固定不导通时间TOFF，

接着于t2时又重新导通，如此反复；上述的操作控制使得本纯降压转换模式为峰值电流模

式(Peak  Current  Mode)。再请参阅图6B，此时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50操作于纯升压转换

模式，EAO不会和与电感电流相关的讯号CSBCK相交，故VB恒为低，开关B不导通，VA恒为高，

开关A恒导通；开关C于T0时不导通，此时电感电流开始下降，直到EAO与电感电流相关的讯

号CSBST相交，开关C于t1时导通，并持续导通一段固定导通时间TON，接着于t2时又重新不

导通，如此反复；上述的操作控制使得本纯升压转换模式为谷值电流模式(Valley  Current 

Mode)。

[0066] 本发明的特点在于，根据PWM比较器308与PWM比较器312的输出结果，产生两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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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间，一为固定导通时间，一为固定不导通时间，用以控制升压电路200与降压电路100，

使得在纯升压转换模式与纯降压转换模式操作时，皆为固定时间操作，在此二操作模式下，

皆具有快速负载反应，且无需斜率补偿的优点。

[0067] 请参阅图7A，升降压电路40含有降压电路100与升压电路200，升降压电路40在输

入电压Vin大于输出电压Vout时为纯降压转换模式，在输入电压Vin小于输出电压Vout时为

纯升压转换模式，而在输入电压Vin与输出电压Vout相近时，较佳地期望升降压电路40不操

作在如图4C或图1B所示的升降压转换模式，以达到降低切换损失的效果；较佳的操作为如

图7B箭头实线所示，升降压电路45的开关A,D，导通时间尽可能地延长，而不进入中介模式

或升降压转换模式。

[0068] 请参阅图5，本发明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根据固定不导通时间产生器308产生的固

定不导通时间TOFF，控制降压电路100，根据固定导通时间产生器312产生的固定导通时间

TON，控制降压电路200，如此的组合允许开关A,D无限制地延长。更进一步，在较佳地选择该

控制电路300中的位移讯号303，使CSBST的谷值大于CSBCK的峰值(相当于使位移讯号303大

于CSBCK的峰-谷值)，使得本发明的控制电路300可使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50，在输入电

压大于输出电压时为降压转换模式，输入电压小于输出电压时为升压转换模式，而在输入

电压Vin与输出电压Vout相近时，因为电感电流的斜率极为平缓，并且由于上述的导通/不

导通时间的组合及位移讯号的较佳选择，使开关A,D得以无限制地延长，此时升降压切换式

电源电路50操作在脉冲频率调制模式(PFM)之下。许多此类含有四功率元件的升降压切换

式电源电路的现有技术中，在输入电压Vin大于输出电压Vout时为降压转换模式，输入电压

Vin小于输出电压Vout时为升压转换模式，而在输入电压Vin与输出电压Vout相近时，都会

进入升降压转换模式，或是中介模式，但是本发明可较佳的设定为无需升降压转换模式或

是中介模式，如此可避免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进入升降压模式，或是中介模式，进而达到

降低切换损失的效果。

[0069] 本发明的另一特点在于，所述的用于控制此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的控制电路，

除了可在连续导通模式(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CCM)下操作之外，亦可轻易应用于

非连续导通模式(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DCM)以及脉冲频率调制(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PFM)模式下。请参阅图8，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55中，例如但不限

于在驱动电路310,314加入，例如但不限于一零电流侦测电路316所产生的零电流讯号，使

得电感电流由正电流下降通过零电流时，控制开关B或D为不导通，使电感电流不为负值，此

时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55操作在非连续导通模式下。如图9A,9B所示，为升降压切换式电

源电路55操作在非连续导通模式下，功率开关A,B,C,D的控制讯号，以及电感电流的波形。

此外，在负载电流极小的情形之下，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55将会进入脉冲频率调制PFM模

式，频率会自动降频，无需复杂的额外控制电路。

[0070] 图5与图8所显示为电流控制式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架构，但本发明也同样可

应用于电压控制式(voltage  mode)的切换式电源电路架构。图10与图11分别显示CCM与DCM

的电压控制式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60,65，其中PWM比较器304的输入端之一接收误差放

大讯号EAO，另一端接收电路内部所产生的锯齿波讯号；PWM比较器306的输入端之一接收误

差放大讯号EAO，另一端接收电路内部所产生的锯齿波讯号迭加上一位移讯号303。锯齿波

讯号的产生方式与波形有各种作法，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因非本发明申请重点，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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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赘述。

[0071] 本发明不限于应用在具有四个功率开关的同步(synchronous)升降压切换式电源

电路中。图12-14为图5,8,10,11中升压电路200、降压电路100与驱动电路310,314不同组合

的实施例，其中次控制级电路301为例如但不限于图5,8,10,11中的次控制级电路301：图12

所示实施例，其中开关B由二极管取代。图13所示实施例其中开关D由二极管取代。图14所示

实施例，其中开关B,D皆由二极管取代。而以上的实施例均可应用在上述的电流式，电压式，

DCM,CCM模式下的升降压切换式电源电路，使用两个PWM比较器，产生如前述的两组固定导

通/不导通时间而加以控制。

[0072] 以上已针对较佳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以上所述，仅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易于了

解本发明的内容，并非用来限定本发明的权利范围。在本发明的相同精神下，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思及各种等效变化。例如，各功率开关A,B,C,D可为PMOS或NMOS，而PWM比较器304,

306的正负输入端可作相应的变换；而CSBCK，CSBST与位移讯号303的正负亦可做相应的变

换。因此，本发明的范围应涵盖上述及其他所有等效变化。

说　明　书 7/7 页

13

CN 106992679 B

13



图1A

说　明　书　附　图 1/18 页

14

CN 106992679 B

14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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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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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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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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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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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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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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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B

图7A

说　明　书　附　图 10/18 页

23

CN 106992679 B

23



图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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