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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公开包括一种反馈系统，所述反馈系统可

以控制具有串联连接的多个转换器或调节器的

混合调节器拓扑结构。所述混合调节器可以包括

至少两个调节器：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和切换式

电容器调节器。所述反馈系统的公开实施方案可

以简化用于可以包括多个转换器级的所述混合

调节器的反馈设计。这些公开实施方案可以控制

所述反馈以提高混合调节器的效率。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15页  附图15页

CN 105612470 B

2019.04.30

CN
 1
05
61
24
70
 B



1.一种电压调节器系统，其包括：

混合调节器，其被配置来将输入电压转换为输出电压，其中所述混合调节器包括多个

电压调节器，所述电压调节器至少包括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和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其中

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被配置来以不连续导电模式操作以每个切换期提供第一预定电

荷量，并且其中，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被配置来每个切换期提供第二预定电荷量，并且

所述第一预定电荷量与所述第二预定电荷量相同；以及

第一反馈系统，其被配置来：

将所述输出电压与参考电压进行比较，以确定用于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的第一操

作频率和用于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第二操作频率，在预定时间周期由切换式电感器

调节器在第一操作频率提供的电荷量与在预定时间周期由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在第二操

作频率提供的电荷量平衡，其中，所述第一反馈系统被配置来确定所述第一操作频率与所

述第二操作频率相同；

促使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以所述第一操作频率操作，并且

促使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以所述第二操作频率操作，从而促使所述混合调节器提

供处在所述参考电压的容差范围内的所述输出电压。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压调节器系统，其中所述第一反馈系统被配置来通过向所述

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提供具有所述第一操作频率的第一周期信号来促使所述切换式电感

器调节器以所述第一操作频率操作。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压调节器系统，其中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包括具有多个

调节器单元的多相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并且其中所述第一反馈系统被配置来通过向所述

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提供具有所述第一操作频率的多个周期信号来促使所述切换式电感

器调节器以所述第一操作频率操作，其中所述多个周期信号彼此不同相。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压调节器系统，其中所述第一反馈系统包括反馈控制件，所述

反馈控制件被配置来基于所述参考电压和所述输出电压生成具有所述第二操作频率的第

一周期信号。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压调节器系统，其中所述第一反馈系统包括分频器，所述分频

器被配置来接收由所述反馈控制件生成的所述第一周期信号并生成具有所述第一操作频

率的第二周期信号，并且其中所述第一反馈系统被配置来将所述第一周期信号提供给所述

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并且将所述第二周期信号提供给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压调节器系统，其还包括第二反馈系统，所述第二反馈系统被

配置来确定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寄生电压降与目标电压降之间的差，并且促使所述

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基于所述差调整提供给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电流。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压调节器系统，其中所述第二反馈系统被配置来通过调整所

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的切换期、活动期和工作周期D中的一个或多个来促使所述切换式

电感器调节器调整提供给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所述电流。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压调节器系统，其还包括多个旁路开关，其中所述多个旁路开

关中的一个被配置来耦接所述混合调节器中的第一电压调节器的输入节点和第二电压调

节器的输出节点。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压调节器系统，其还包括控制块，所述控制块被配置来基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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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各项中的一个或多个确定所述多个旁路开关的状态：所述混合调节器的所述输入电压、

所述混合调节器的所述输出电压和所述混合调节器中的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转换

比。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压调节器系统，其中，所述第一预定电荷量和第一操作频率

的乘积与所述第二预定电荷量和第二操作频率的乘积相同。

11.一种电子系统，其包括：

包括功率域的负载芯片，其中所述负载芯片包括输入电压端子和接地端子；以及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压调节器系统，其中所述电压调节器系统被配置来将所述混合

调节器的所述输出电压提供给所述负载芯片的所述输入电压端子。

12.一种基于输入电压提供输出电压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提供被配置来将所述输入电压转换为所述输出电压的混合调节器，其中所述混合调节

器包括多个电压调节器，所述电压调节器至少包括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和切换式电容器调

节器，其中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被配置来以不连续导电模式操作以每个切换期提供第

一预定电荷量，并且其中，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被配置来每个切换期提供第二预定电

荷量，并且其中，所述第一预定电荷量与所述第二预定电荷量相同；

在第一反馈系统处将所述输出电压与参考电压进行比较，以确定用于所述切换式电感

器调节器的第一操作频率和用于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第二操作频率，在预定时间周

期由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在第一操作频率提供的电荷量与在预定时间周期由切换式电容

器调节器在第二操作频率提供的电荷量平衡，其中，所述第一反馈系统被配置来确定所述

第一操作频率与所述第二操作频率相同；

由所述第一反馈系统促使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以所述第一操作频率操作；以及

由所述第一反馈系统促使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以所述第二操作频率操作，从而促

使所述混合调节器提供处在所述参考电压的容差范围内的所述输出电压。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促使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以所述第一操作频

率操作包括向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提供具有所述第一操作频率的第一周期信号。

14.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包括具有多个调节器单

元的多相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并且其中促使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以所述第一操作频

率操作包括向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提供具有所述第一操作频率的多个周期信号，其中

所述多个周期信号彼此不同相。

15.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在所述第一反馈系统中的反馈控制件处，基

于所述参考电压和所述输出电压生成具有所述第二操作频率的第一周期信号。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

在所述第一反馈系统中的分频器处接收由所述反馈控制件生成的所述第一周期信号；

由所述分频器生成具有所述第一操作频率的第二周期信号；以及

将所述第一周期信号提供给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并且将所述第二周期信号提供

给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

17.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还包括：

确定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寄生电压降与目标电压降之间的差；以及

促使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基于所述差调整提供给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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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18.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调整下列各项中的一个或多个来促使所述切

换式电感器调节器调整提供给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所述电流：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

节器的切换期、活动期和工作周期D。

19.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混合调节器包括多个旁路开关，其中所述多个

旁路开关中的一个被配置来耦接所述混合调节器中的所述多个电压调节器中的一个的输

入节点和输出节点。

20.如权利要求19所述的方法，其还基于下列各项中的一个或多个确定所述多个旁路

开关的状态：所述混合调节器的所述输入电压、所述混合调节器的所述输出电压和所述混

合调节器中的所述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转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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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电压调节器中的反馈控制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2013年10月7日提交的标题为“APPARATUS,SYSTEMS,AND  METHODS  FOR 

PROVIDING  FEEDBACK  CONTROL  IN  HYBRID  VOLTAGE  REGULATORS,”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号

61/887,581的先优先权日的权益，所述临时申请明确地以引用方式整体并入本文。

[0003] 关于联邦资助研究或开发的声明

[0004] 本发明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授予的基金号1248828和1353640的政府资助下完

成。政府对本发明具有一定的权利。

技术领域

[0005] 本公开涉及混合电压调节器中的反馈控制。

背景技术

[0006] 存在强烈的需求来减少电子系统的尺寸。在空间很珍贵的移动电子装置中尤其期

望尺寸减小，但是在放置在大数据中心中的服务器中也期望尺寸减小，因为在固定不动产

中挤进尽可能多的服务器是重要的。

[0007] 电子系统中的大部件中的一个是电压调节器(也称为功率调节器)。电压调节器可

包括将电压从电压源(例如，电池)递送到输出负载的半导体芯片，诸如DC-DC调节器芯片。

输出负载可包括电子装置中的各种集成芯片(例如，应用处理器，处理器，存储器装置(诸如

动态读访问存储器(DRAM)和NAND快闪存储器)，射频(RF)芯片，WiFi组合芯片和功率放大

器)。遗憾的是，电压调节器可包括许多庞大的电子部件。因为每个集成芯片可需要专用的

电压调节器，期望减小电子系统中的电压调节器的尺寸。

[0008] 电压调节器可包括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使用电感器将电荷

从电源转移到输出负载。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可使用功率开关来连接/断开电感器与多个

电压中的一个，并且提供是多个电压的加权平均的输出电压。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可通过

控制电感器耦接到多个电压中的一个的时间量来调整输出电压。

[0009] 遗憾的是，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常常不适合用于高度集成的电子系统。切换式电

感器调节器的转换效率取决于电感器的质量和尺寸，尤其是在功率转换比高以及在输出负

载消耗的电流量高的情况下。因为电感器可占据大面积并且太庞大不能集成在管芯或封装

上，现存的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常常使用大量的片外电感器部件。这个策略常常需要印刷

电路板上的大面积，这反过来增加了电子装置的尺寸。随着移动片上系统变得更复杂并且

需要越来越多的电压域由电压调节器递送，挑战加剧。

发明内容

[0010] 公开主题的一些实施方案包括电压调节器系统。电压调节器系统包括被配置来将

输入电压转换为输出电压的混合调节器，其中所述混合调节器包括多个电压调节器，所述

电压调节器至少包括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和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并且其中所述切换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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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调节器被配置来以不连续导电模式操作。电压调节器系统还可以包括第一反馈系统，

所述第一反馈系统被配置来将输出电压与参考电压进行比较，以确定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

的第一操作频率和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第二操作频率，促使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以第一

操作频率操作，并且促使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以第二操作频率操作，从而促使混合调节器

提供处在参考电压的容差范围内的输出电压。

[0011]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第一反馈系统可被配置来通过向切换

式电感器调节器提供具有第一操作频率的第一周期信号来促使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以第

一操作频率操作。

[0012]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包括具有多个调

节器单元的多相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并且其中第一反馈系统可以被配置来通过向切换式

电感器调节器提供具有第一操作频率的多个周期信号来促使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以第一

操作频率操作，其中所述多个周期信号彼此不同相。

[0013]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反馈系统包括反馈控制件，所述反馈

控制件可以被配置来基于参考电压和输出电压生成具有第二操作频率的第一周期信号。

[0014]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反馈系统包括分频器，所述分频器可

以被配置来接收由反馈控制件生成的第一周期信号并生成具有第一操作频率的第二周期

信号，并且其中反馈系统可以被配置来将第一周期信号提供给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并且将

第二周期信号提供给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

[0015]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电压调节器系统可以包括第二反馈系

统，所述第二反馈系统可以被配置来确定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寄生电压降与目标电压降

之间的差，并且促使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基于所述差调整提供给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电

流。

[0016]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第二反馈系统可以被配置来通过调整

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的切换期、活动期和工作周期D中的一个或多个来促使切换式电感器

调节器调整提供给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电流。

[0017]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第一操作频率可以是第二操作频率的

分数。

[0018]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电压调节器系统可以包括多个旁路开

关，其中所述旁路开关中的一个可以被配置来耦接混合调节器中的第一电压调节器的输入

节点和第二电压调节器的输出节点。

[0019]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电压调节器系统可以包括控制块，所

述控制块被配置来基于下列各项中的一个或多个确定旁路开关的状态：混合调节器的输入

电压、混合调节器的输出电压和混合调节器中的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转换比。

[0020] 公开主题的一些实施方案包括电子系统。电子系统可以包括：包括功率域的负载

芯片，其中所述功率域包括第一输入电压端子和第一接地端子；和根据本文公开的公开实

施方案中的任一个的电压调节器系统，其中所述电压调节器系统可以被配置来将电压调节

器系统的输出电压提供给负载芯片的第一输入电压端子。

[0021] 公开主题的一些实施方案包括一种基于输入电压提供输出电压的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提供被配置来将输入电压转换为输出电压的混合调节器，其中所述混合调节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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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电压调节器，所述电压调节器至少包括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和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

并且其中所述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可以被配置来以不连续导电模式操作；在第一反馈系统

处将输出电压与参考电压进行比较，以确定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的第一操作频率和切换式

电容器调节器的第二操作频率；由第一反馈系统促使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以第一操作频率

操作，以及由第一反馈系统促使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以第二操作频率操作，从而促使混合

调节器提供可以处在参考电压的容差范围内的输出电压。

[0022]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促使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以第一操作

频率操作包括向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提供具有第一操作频率的第一周期信号。

[0023]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包括具有多个调

节器单元的多相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并且其中促使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以第一操作频率

操作包括向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提供具有第一操作频率的多个周期信号，其中所述多个周

期信号彼此不同相。

[0024]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所述方法还包括：在反馈系统中的反

馈控制件处，基于参考电压和输出电压生成具有第二操作频率的第一周期信号。

[0025]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所述方法还包括：在反馈系统中的分

频器处接收由反馈控制件生成的第一周期信号，由所述分频器生成具有第一操作频率的第

二周期信号，以及将第一周期信号提供给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并且将第二周期信号提供给

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

[0026]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所述方法还包括：确定切换式电容器

调节器的寄生电压降与目标电压降之间的差，以及促使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基于所述差调

整提供给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电流。

[0027]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通过调整下列各项中的一个或多个来

促使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调整提供给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电流：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的

切换期、活动期和工作周期D。

[0028]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混合调节器系统包括多个旁路开关，

其中所述旁路开关中的一个可以被配置来耦接混合调节器中的电压调节器中的一个的输

入节点和输出节点。

[0029] 在本文公开的公开实施方案中的任一个中，所述方法还包括：基于下列各项中的

一个或多个确定旁路开关的状态：混合调节器的输入电压、混合调节器的输出电压和混合

调节器中的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转换比。

附图说明

[0030] 参考结合以下附图考虑的公开主题的以下详细描述可更充分地了解公开主题的

各种目的、特征及优点，其中相同参考数字识别相同元件。

[0031] 图1A-1B示出步降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及其操作。

[0032] 图2A-2B示出具有串联连接的多个转换器的混合电压调节器的高级图，所述混合

电压调节器可以是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或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

[0033] 图3A-3B示出包括第一级的步降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和第二级的切换式电感器调

节器的混合电压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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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图4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具有两个转换器级的混合电压调节器的高级图。

[0035] 图5A-5D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和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

电流波形。

[0036] 图6A-6C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多相混合电压调节器系统及其操作，其中所述

混合电压调节器系统包括被配置来控制第一级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和第二级切换式电容

器调节器的第一反馈系统。

[0037] 图7A-7C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多相混合电压调节器系统及其操作，其中所述

混合电压调节器系统包括被配置来提高第二级切换式电容器调节器的效率的第一反馈系

统和第二反馈系统。

[0038] 图8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混合调节器系统，其中旁路开关可接通以绕过某些

转换器级。

[0039] 图9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用于控制旁路开关的查找表。

[0040] 图10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计算装置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在以下描述中，阐述了关于公开主题的设备、系统和方法以及此类设备、系统和方

法可在其中操作的实施方案等的许多具体细节，以便提供对公开主题的彻底理解。然而，本

领域技术人员将了解，公开主题可在没有此类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实践，并且本领域中熟知

的某些特征没被详细描述以便避免公开主题的复杂。另外，将理解，以下提供的实例是示例

性的，并且可设想存在处在公开主题的范围内的其他设备、系统和方法。

[0042] 现代电子系统已被紧密集成为在单个芯片内包括多个处理核和异构部件(例如，

存储控制器、硬件加速器)的片上系统(SoC)。这些SoC常常使用大量的电压域来给异构部件

提供功率。此大量电压域常常由功率管理集成电路(PMIC)提供功率，所述PMIC使用多个片

外电压调节器提供多个电压。遗憾的是，PMIC常常使用消耗大量体积的庞大、离散的电感器

和电容器，这在具有受限可用空间的便携式电子装置中是至关重要的。

[0043] 鉴于现有的PMIC的缺点，在构建使用小离散部件的电压调节器或甚至集成单个管

芯中的部件的集成电压调节器(IVR)方面存在浓厚的兴趣。此类电压调节器中的一个包括

切换式调节器。

[0044] 一个类别的切换调节器包括切换式电感器(SI)调节器，诸如由Le等人在2014年4

月11日提交的标题为“APPARATUS,SYSTEMS,AND  METHODS  FOR  PROVIDING  A  HYBRID  POWER 

REGULATOR,”的美国发明申请专利号14/250,970中公开的降压调节器、升压调节器、飞行降

压调节器或翻转飞行降压调节器，所述专利以引用方式整体并入本文。图1A-1B示出步降切

换式电感器(SI)调节器及其操作。SI调节器可将高电压转换为低电压。如图1A中示出的，SI

调节器100可包括电感器108和两个开关114、116。SI调节器100可通过一组功率开关114、

116将电感器108的第一端子连接到(1)第一电压源VIN  104和(2)第二电压源118中的一个。

在一些情况下，第二电压源118可包括但不限于接地电压源。可使用外部输入来接通和断开

功率开关114、116。在一些情况下，可控制功率开关114、116使得不同时接通两个开关。功率

开关114、116可包括晶体管。晶体管可包括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例

如，开关114可包括P沟道MOSFET晶体管；开关116可包括N沟道MOSFET晶体管。

说　明　书 4/15 页

8

CN 105612470 B

8



[0045] 图1B示出图1A中的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的信号图。在功率开关114、116接通和断

开一段时间T时，电感器VX  102的输入在时间段T内可在0与VIN之间摆动。电感器108和电容

器120操作为随时间推移平均VX  102的低通滤波器，从而在调节器输出VOUT  110处产生具有

小电压波动的信号。输出电压VOUT  110可取决于电感器108耦接到第一电压源VIN  104的时间

量以及电感器108耦接到第二电压源118的时间量。例如，SI调节器100可将VOUT  510的电平

调整为VIND+(0V)(1-D)，其中D(0与1之间的数字)是VX耦接到VIN的时间的分数。D还指工作周

期。消耗电流106的输出负载可以是任何类型的电子装置，包括处理器、存储器(DRAM、NAND

闪存)、RF芯片、WiFi组合芯片和功率放大器中的一个或多个。

[0046] SI调节器100的功率效率可被计算为：

[0047]

[0048] 其中PL指示递送到输出负载106的功率，并且PO指示SI调节器100的输出功率。PL可

被计算为如下：PL＝PO-PLOSS，其中PLOSS包括电压调节期间功率损失的量。

[0049] 与PLOSSSI调节器100相关联的主要功率损失中的一个包括由电感器108的寄生电

阻招致的电阻式功率损失。当SI调节器100通过提供电流112来将功率递送到输出负载106

时，理想的是，SI调节器100将其全部输出负载提供给输出负载106。在这个理想配置中，电

感器108具有零电阻，并因此，通过电感器108的电流不会耗散任何功率。然而，在实际情境

中，SI调节器100在电感器108内部耗散其输出功率中的一些，主要是由于形成电感器108的

材料的电阻。电感器108的所述不受欢迎的有限电阻被称为电感器108的寄生电阻。因为寄

生电阻可促使通过电感器108的电流耗散能量，寄生电阻可招致电阻式功率损失。因此，电

阻式功率损失可降低SI调节器100的功率转换效率。

[0050] 当电流在预定时间段T内交替时，那么电阻式功率损失可被计算为PR＝IL,RMS2RL，其

中RL是电阻器108的寄生电阻的值，并且IL ,RMS是通过电阻器108的电流的均方根。可通过减

小电感器电流(IL,PP  120)的峰峰值波动来减小IL,RMS。因此，SI调节器100可通过减小电感器

电流IL,PP  120的峰峰值波动来减小电阻损失PR。

[0051] 存在两种减小电感器电流IL,PP  120的峰峰值波动的方式。首先，SI调节器100可以

以高频率操作并减小SI调节器100的时间段T。然而，这个解决方案可增加开关114、116之间

的接合点122处的寄生电容充电和放电所消耗的功率。因为开关114、116的尺寸可以是大的

(这增加了寄生电容)，并且因为VX  102上的电压摆幅是大的(例如，0V～VIN)，所述电容式功

率损失可以是显著的。所述电容式功率损失可被计算为如下：PC＝fCV2其中C是接合点122处

的寄生电容的量，f是SI调节器100切换的频率，并且V是接合点122处的电压摆幅。

[0052] 其次，SI调节器100可使用具有高电感值的电感器108。然而，这个方法使电感器

108占据大体积，这在包括便携式电子装置的许多电子装置中可以是有问题的。

[0053] 另一类别的切换式调节器包括切换式电容器(SC)调节器。SC调节器可使用一个或

多个电容器，而不是电感器，以便将电荷从电源VIN转移到输出负载VOUT。SC调节器可使用功

率开关来在一段时间内耦接或解耦一个或多个电容器与多个电压中的一个，从而提供是多

个电压的加权平均的输出电压。SC调节器可通过改变电容器耦接到彼此的配置和序列来控

制输出电压。经常地，与SI调节器相比更容易实施具有小形状因数的SC调节器，因为与电感

器相比电容器通常具有更高的频率(例如，更低的串联电阻)，尤其是在集成实施方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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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遗憾的是，SC调节器的效率可在不是输出电压的预定分数的输出电压处降低。例

如，SC调节器可在输入电压的1/2、1/3、2/3、2/5、3/5实现高效率。然而，同一SC调节器可能

在输出电压偏离那些值时不能提供高效率。这对于在连续的电压范围或5-10mV梯度的电压

范围内操作的许多SoC来说是一个问题。

[0055] 可使用混合调节器解决与SI调节器和SC调节器相关联的一些挑战。混合调节器可

包括串联的SC调节器和SI调节器。混合调节器拓扑结构可在宽的输出和输入电压范围内维

持高效率，即使在小的电感器和电容器的情况下亦是如此。混合调节器拓扑结构可包括两

种类型的调节器：将输入电压分为或提升到输入电压的M/N分数的SI调节器和SC调节器，其

中M和N可以是大于零的任何数。这个方法可降低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的电阻损失，即使在

具有低电感的小电感器的情况下亦是如此。此外，混合调节器拓扑结构可通过限制开关上

的电压摆幅来降低切换式电感器调节器的电容损失(CV2f损失)。

[0056] 图2A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混合调节器拓扑结构。图2A包括混合调节器200，所

述混合调节器200包括串联连接的两个或更多个电压转换器级206、208、210(在本公开中，

术语电压转换器级与电压调节器、调节器、电压转换器和转换器互换使用)，其中每个电压

转换器级可包括电压调节器(也称为电压转换器)。电压调节器可包括SI调节器或SC调节

器，所述SI调节器或SC调节器分别包括连接/断开一个或多个电感器或一个或多个电容器

的一个或多个开关。SI调节器中的电感器的典型的电感的范围可以是100微亨到5微亨，并

且SI调节器中的功率开关可通常具有1000到100,000的宽度/(最小长度)值。例如，在90nm

处理技术中，功率开关宽度的范围通常是从100um到10mm。切换频率通常的范围通常是从

1MHz到500MHz。

[005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SC调节器可包括N:M步降电压调节器216，如图2B中示出的。N:

M调节器216被配置来将接收的电压VIN_SC  212降低到(M/N)VIN_SC以便生成输出VOUT_SC  214。

N:M的一些实例包括：1:1，2:1，3:1，3:2，4:1，4:3，5:1，5:2，5:3，5:4，6:5，7:1，7:2，7:3，7:

4，7:5，7:6或任何其他合适分数。可基于电压调节过程期间电容器和开关的配置确定分数

N:M。可在电压调节过程期间重新配置电容器和开关的配置以便将分数N:M动态改变到不同

的值(例如，(N-1):M(N-2):M，N:(M-1)，N:(M-2)，(N-1):(M-1)等)。

[0058] 图3A-3B示出包括串联连接的SC调节器和SI调节器的混合调节器。图3A包括SC调

节器322和SI调节器100。SC调节器322可将输入电压从VIN  104转换为VTMP  324。随后SI调节

器100可接收VTMP  324，并且使用多个功率开关114、116和一个或多个电感器108来在精细步

骤中调节它以提供VOUT  310。图3B示出调节器中的信号的时序图。

[0059] 所述混合调节器取决于以下事实：SC调节器善于在预定分数值内划分电压，并且

SI调节器善于在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的转换比的宽范围内调节，这两个均在精细步骤中进

行。例如，在12V至1V的步降调节器中，SC调节器322可在VIN  104接收12V并提供1/6的步降，

从而在VTMP  324提供2V。随后，SI调节器100可提供随后的调节以将2V调节到1V。因为所述调

节将VX  302处的电压摆幅降低到VTMP  324(其可随后基本上小于VIN  104)，所述调节可降低

由于接合点122处的寄生电容的电容式功率损失。

[0060] 混合调节器，像任何其他电压调节器一样，耦接到控制混合调节器的输出电压的

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可包括反馈系统，所述反馈系统控制混合调节器使得输出电压处在目

标输出电压的可容忍的误差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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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即使与传统调节器相比，设计混合调节器的反馈系统可以是挑战性的，因为混合

调节器中可存在大量的调节器。控制混合调节器独有的一个挑战是控制系统必须平衡在混

合调节器的每个级处递送的电流。图4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两级混合调节器。如果通过

转换器1  408递送的电流I1  412比通过转换器2  410递送的电流I2  414小，那么转换器1  408

的输出电压VTMP  406可保持下降，并且导致转换器1  408上的大电压(即，VIN-VTMP)和转换器2 

410上的小电压(即，VTMP-VOUT)。取决于两个转换器级408、410的预期操作电压范围，如果VTMP 

406偏离其预期值太多，则两个转换器均可出故障。另一方面，如果I1  412比I2  414大，那么

VTMP  406可保持增长并且可使连个转换器级408、410出故障。因此，控制系统必须控制转换

器1和转换器2  408以便平衡电流I1  412和I2  414。控制系统可针对每个转换器级使用单独

的反馈系统来平衡多个转换器级上的电流。然而，随着混合调节器中的转换器的数量增加，

控制系统可快速地变得非常复杂。

[0062] 本公开引入用于提供具有简单反馈系统的混合调节器的设备、系统和方法，所述

反馈系统能够平衡混合调节器中的多个转换器级上的电流。公开反馈系统可在不具有专用

于混合调节器中的每个转换器级的单独反馈系统的情况下平衡在多个转换器级上递送的

电流。为此，混合调节器中的每个转换器级可被配置来以一种模式操作，其中公开反馈系统

可控制转换器级的操作频率以便控制由转换器级提供的电流的量。

[006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混合调节器可包括多个转换器级，所述多个转换器级可包括

一个或多个SC转换器。在一些情况下，SC转换器的输出电流(例如，每单位时间递送到输出

节点的电荷量)可取决于其操作频率。例如，如相对于图5A示出的，SC转换器被配置来在切

换期内向输出节点提供固定量的电荷(也称为电荷包或包)。因此，SC转换器的输出电流可

在高操作频率(例如，短的切换期)下增加；SC转换器的输出电流可在低操作频率(例如，长

的切换期)下减少。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由SC转换器提供给输出的电荷量可取决于(1)电荷

包中的电荷量，和(2)转换器的操作频率(即，电荷包被提供给输出的频率)。在一些实施方

案中，由SC转换器提供给输出的电荷量是(1)电荷包中的电荷量和(2)转换器的操作频率

(即，电荷包被提供给输出的频率)相乘的结果。

[0064]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SI转换器也可配置成使得其输出电流取决于其操作频率。例

如，SI转换器可被配置来以不连续导电模式(DCM)操作。DCM指SI转换器的一种操作模式，其

中电流以不连续模式递送到输出。在DCM中，SI转换器可在切换期内向输出节点提供固定量

的电荷(也称为电荷包或包)。例如，SI转换器可在切换期的第一部分内递送非零量的电荷，

并且在切换期的第二部分内递送零量的电荷，直到下一周期为止。因此，SI转换器可提高操

作频率(例如，减少切换期)以便向输出节点递送更多的电荷(例如，更多的电流)，或者降低

操作频率以便向输出节点递送更少的电荷(例如，更少的电流)。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由SI转

换器以DCM提供给输出的电荷量可取决于(1)电荷包中的电荷量，和(2)转换器的操作频率

(即，电荷包被提供给输出的频率)。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由SI转换器以DCM提供给输出的电

荷量是(1)电荷包中的电荷量和(2)转换器的操作频率(即，电荷包被提供给输出的频率)相

乘的结果。

[0065] 当混合调节器中的所有SI转换器以DCM操作时，混合调节器的反馈系统可控制混

合调节器中的转换器级的操作频率以便平衡由每个转换器级提供的电流的量。如上文论述

的，由SI转换器以DCM或SC转换器提供给输出的电荷量可取决于(1)电荷包中的电荷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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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换器的操作频率(即，电荷包被提供给输出的频率)。因此，如果提前知道每个转换器

级的电荷包中的电荷量，那么反馈系统可控制转换器的操作频率以便平衡由每个转换器级

提供的电流的量。

[0066] 例如，如果电荷包中的电荷量在转换器级上是相同的，那么反馈系统可向所有的

转换器级提供相同的操作频率以便平衡转换器级上的电流。作为另一实例，考虑具有四个

调节器的混合调节器，并且每个调节器中的每电荷包的电荷量分别是1、2、3和4。为了平衡

四个转换器级上的电荷，反馈系统可确定四个转换器级的操作频率，使得操作频率和每包

的电荷相乘的结果在四个转换器级上是相同的。因此，反馈系统可确定四个转化器级中的

操作频率应该是12f、6f、4f和3f，其中f是比例因数。

[006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反馈系统可改变转换器级的操作频率，以便改变由混合调节

器提供给输出负载的电流的量。如果输出负载需要比当前提供的电流量更多的电流，那么

反馈系统可简单地提高转换器的操作频率；如果输出负载需要比当前提供的电流量更少的

电流，那么反馈系统可降低转换器的操作频率。回去参考上文的实例，反馈系统可通过控制

单个比例因数f的值来控制四个转换器级的操作频率。例如，反馈系统可在输出负载需要更

多的电流时增大“f”；反馈系统可在输出负载需要更少的电流时减小“f”。因为反馈系统可

通过改变仅单个比例因数f来控制输出电流的量，反馈系统可以是非常简单的。

[0068] 图5A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SC调节器的电荷转移操作。在一些实施方案中，SC

调节器的操作模拟DCM。例如，当切换频率与SC调节器的时间常量相比足够低时，由SC调节

器提供的输出电流可在切换周期的结束(例如，下个切换周期的开始)时非常接近零。如图

5A中示出的，SC调节器可在切换期T切换512的第一部分期间递送非零量的电荷502，并且在切

换期T切换512的第二部分期间递送接近零量的电荷。这个电荷转移操作可在每个切换期T切换

512内重复，如由另一个电荷包504示出的。因此，可通过控制切换期(即，操作频率)来控制

由SC调节器提供的电荷量。

[0069] 图5B-5C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SI调节器的电荷转移操作。SI调节器可以以两

种模式中的一种操作：DCM和连续导电模式(CCM)。图5B示出SI调节器以DCM的电荷转移操

作；图5C示出SI调节器以CCM的电荷转移操作。以DCM(图5B)，SI调节器可在预定期T切换512的

第一部分期间通过电感器递送非零量的电荷510，并且在预定期T切换512的第二部分期间递

送零量的电荷。这个电荷转移操作可在每个预定期T切换512内重复，如由另一个电荷包508示

出的。另一方面，以CCM(图5C)，SI调节器可在整个预定期T切换512通过电感器递送非零量的

电荷，并且通过电感器的电流不停留在0A。

[0070]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SI调节器可以以DCM模式操作，以便允许反馈系统简单地通过

控制SI调节器的操作频率来控制SI调节器的输出电荷的量。图5B-5C中递送的电荷的量可

被计算为：Q＝∫Idt，其中I指由调节器提供的输出电流的量。对于以DCM操作的SI调节器，电

荷在离散包508、510中递送，并且每切换期T切换512递送预定数量的包(例如，一个包)。因此，

反馈系统可通过改变SI调节器的切换期T切换512来控制递送到SI调节器的输出的电荷量。

[0071] 相反，对于以CCM操作的SI调节器，电荷连续地递送。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切换期

T切换512不会改变递送到输出的电荷量。例如，如图5D中示出的，即使在以CCM操作的SI调节

器的操作频率加倍时，由SI调节器递送到输出的电荷的量保持不变。因此，对于以CCM操作

的SI调节器，反馈控制件不能改变切换频率以控制递送到输出的电荷的量。因此，在一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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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中，SI调节器可以以DCM操作，以便允许反馈系统简单地通过控制SI调节器的操作频

率来控制输出电流。

[0072] 当SI调节器以DCM操作时，其可通过调整输出电流的上升和下降时间来控制电荷

包510的形状。这些时间由 确定，其中L是电感器的电感值，IL是电感器电流，并

且VL是施加在电感器上的电压。当有恒定的正电压施加在电感器上(例如，在降压转换器

中，耦接到开关的电感器节点的电压比耦接到输出的电感器节点的电压高)时，电感器电流

线性增加，这变为三角形电荷包510的上升斜率。当有恒定的负电压施加在电感器上(例如，

在降压转换器中，耦接到开关的电感器节点的电压比耦接到输出的电感器节点的电压低)

时，电感器电流线性减少，这变为三角形电荷包510的下降斜率。可通过调整施加在电感器

上的电压和在电感器上施加正电压和负电压的时间段来确定电荷包510的形状和电荷包的

量。

[0073] 图6A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混合调节器系统。混合调节器系统包括：具有第一

级SI调节器408和第二级SC调节器410的混合调节器400，和反馈系统637。在一些实施方案

中，SI调节器408和SC调节器410的一个或多个可以是单相调节器。在其他实施方案中，SI调

节器408和SC调节器410的一个或多个可以是具有多个调节器单元的多相调节器，其中每个

调节器单元包括可独立地将输入电压转换为输出电压的电流元件。多相调节器中的调节器

单元的数量可以与由多相调节器提供的相的数量相等。NPH_SI和NPH_SC分别指示SI调节器和

SC调节器的相的数量，其中NPH_SI和NPH_SC可以是具有范围为从1到100的典型值的从大于或

等于1的任何数。调节器单元可由彼此不同相的时钟信号独立操作。例如，多相调节器单元

的第一调节器可接收第一时钟信号并且多相调节器的第二调节器单元可接收第二时钟信

号，其中所述第一时钟信号和第二时钟信号具有相同的频率，并且是不同相的(例如，差180

度)。

[0074] 反馈系统637可包括以下中的一个或多个：反馈控制件620，频率修改器639，以及

在混合调节器中的调节器是多相的情况下，多相信号发生器632、634。频率修改器639可包

括接收具有第一频率的第一周期信号并生成具有第二频率的第二周期信号的分频器。分频

器可包括：再生分频器、注射封锁分频器、数字分频器或∑-Δ分数-N型合成器。频率修改器

639可被配置来接收输入周期信号并提供输出周期信号。输出周期信号的频率可以是输入

周期信号的频率的分数倍数。例如，输出周期信号的频率可以是输入周期信号的频率的1/

2；输出周期信号的频率可以是输入周期信号的频率的3/5；输出周期信号的频率可以是输

入周期信号的频率的7/5；输出周期信号的频率可以等于输入周期信号的频率；或者输出周

期信号的频率可以是输入周期信号的频率的两倍。

[0075] 图6B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流程图，所述流程图示出图6A的混合调节器系统的

操作。在步骤640中，比较器636可确定VOUT  604是大于还是小于VREF  618，所述VREF  618是混

合调节器的目标输出电压V目标。在步骤642/644中，基于步骤640中比较的结果，反馈控制块

620可调整VCTRL  628的频率，其中VCTRL  628是确定SI调节器408和SC调节器410的操作频率的

时钟信号。如果VOUT  604大于VREF  618，那么反馈控制块620减小VCTRL  628的频率。如果VOUT 

604小于VREF  618，那么反馈控制块620增大VCTRL  628的频率。反馈控制块620可实施线性控

制方案、非线性控制方案、下界控制方案、比例积分微分(PID)控制方案或任何其他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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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案以便控制混合调节器。反馈控制块620可包括振荡器，诸如电压控制的振荡器，所

述振荡器被配置来基于VOUT  604与VREF  618之间的差生成周期信号。

[0076] 在步骤652中，分频器639可接收VCTRL  628并生成VCTRL_DIV  622，所述VCTRL_DIV622是具

有与VCTRL  628相比不同频率的VCTRL  628的分频版本。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SC调节器410和

SI调节器408可以以相同频率操作(即，SI调节器的电荷包中的电荷量与SC调节器的电荷包

中的电荷量相同)的情况下，分频器639可从反馈系统637移除，在这种情况下，VCTRL_DIV  622

等于VCTRL  628。

[0077] 在步骤646中，基于时钟信号VCTRL  628和VCTRL_DIV  622，多相发生器632、634可生成

分别驱动SI调节器408和SC调节器410的多个相的交错信号CLKSI[NPH_SI-1:0]626和CLKSC

[NPH_SC-1:0]624。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在SC调节器410和SI调节器408是单相调节器的情况

下，可移除多相发生器块632  634，并且可跳过方法步骤646和648。

[0078] 在步骤648中，基于CLKSI[NPH_SI-1:0]626，SI调节器408可通过节点VIN_N:M  602将电

荷包递送到第二级SC调节器，所述电荷包是第二级SC调节器410的输入。在步骤650中，第二

级SC调节器410可从SI调节器408接收电荷，并且基于CLKSC[NPH_SC-1:0]624切换SC调节器

410中的电容器以将电流递送给输出VOUT  604，所述电流被发送给比较器636以回到第一个

步骤640。如果SI调节器408和SC调节器410的每包电荷和切换频率是相同的，那么由两个调

节器410、408递送的电荷可平衡并且VIN_N:M  602可停留在预定值。

[0079] 按照这些步骤，反馈可调节输出电压VOUT  604以便处在参考电压VREF  618的容差范

围内。可预先确定混合调节器的容差范围。混合调节器的容差范围可以是±稳定中的目标

电压的0.1-5％，和±在负载电流波动时负载瞬时事件期间的5-20％。如果输出电压VOUT 

604由于负载电流616的激增降到参考电压VREF  618以下，那么反馈系统增加SI调节器408和

SC调节器410的操作频率以增加提供给输出VOUT  604的电流的量以便增加VOUT  604。如上文

论述的，转换器级的操作频率的增加使递送的电流增加，因为具有固定量的电荷的电荷包

被更频繁地递送到输出。另一方面，如果输出电压VOUT  604由于负载电流616的下降超过参

考电压VREF  618，那么反馈系统减小SI调节器408和SC调节器410的操作频率以减小提供给

输出VOUT  604的电流的量。

[0080] 图6C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信号图，所述信号图示出反馈系统如何调节输出电

压。对于这个特定示例，SI调节器408中的相的数量(NPH_SI)是2；SC调节器410中的相的数量

(NPH_SC)是4；并且SI调节器408和SC调节器410的操作频率的比(NFREQ:MFREQ)是1:1。因为NFREQ:

MFREQ是1:1，图6C示出反馈系统不包括分频器块639的情境。

[0081] 如前述段落提供的，VCTRL  628是具有由反馈控制块620设置的频率的时钟信号。多

相发生器块632、634生成时钟信号CLKSI[NPH_SI-1:0]626和CLKSC[NPH_SC-1:0]624，所述时钟信

号基于VCTRL  628分别交错180度和90度。

[0082] 时间t1  630，VCTRL  628具有第一上升沿，所述上升沿触发CLKSI[0]626和CLKSC[0]

624。这些是分别控制SI调节器408和SC调节器410的相的信号。当CLKSI[0]62被触发时，SI调

节器408的第一相切换来递送电荷包，在IL[0]610上创建三角形波形。

[0083] 时间t2  632，VCTRL  628具有第二上升沿，所述第二上升沿触发分别控制SI调节器

408和SC调节器410的第二相的信号CLKSI[1]626和CLKSC[1]624。CLKSI[1]626与CLKSI[0]626

的相差180度，并且CLKSC[1]624与CLKSC[0]624的相差90度。由CLKSI[1]626控制，SI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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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的第二相切换来递送电荷包，在IL[1]610上创建三角形波形。

[0084] 在时间t3  634，VCTRL  628具有第三上升沿，所述第三上升沿触发分别控制SI调节器

408的第一相和SC调节器410的第三相的信号CLKSI[0]626和CLKSC[2]624。注意，SI调节器

408仅具有2个相，其现在已回到第一相并通过IL[0]610递送电荷包。

[0085] 时间t4  636，VCTRL  628具有第四上升沿，所述第四上升沿触发分别控制SI调节器

408的第二相和SC调节器410的第四相的信号CLKSI[1]626和CLKSC[3]624。从时间t5  638，反

馈系统重复时刻t1-t4的过程。

[008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混合调节器的第一转换器级可包括SI调节器，并且混合调节

器的第二转换器级可包括SC调节器。在其他实施方案中，混合调节器的第一转换器级可包

括SC调节器，并且混合调节器的第二转换器级可包括SI调节器。

[008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除了平衡递送到所有转换器级上的电荷以调节输出电压的反

馈系统之外，混合调节器系统可包括被配置来操作处于SC调节器410可实现高效率的配置

的SC调节器410的另一反馈系统。

[0088] 在理想情况下，SC调节器410能够将输入电压VIN_N:M  602步降到输出电压VOUT  604，

其中输出电压VO U T  604的值是 然而，实际上，输出电压VO U T  6 0 4可被限制为

(即，SC调节器410的最大输出电压被限制为 )，其中

VSC_DROP是由诸如开关的寄生电阻的各种非理想效应导致的寄生电压降。经常，与输出电压

VOUT  604相比，VSC_DROP可以是基本上小的(例如，90nm过程中的0–200mV)。

[0089] SC调节器410的控制系统可预计SC调节器410的输出电压不能精确地是

因此，相反，SC调节器410的控制系统可将SC调节器的目标输出电压604设置为

其中VT_DROP是目标电压降。

[0090] 因为VT_DROP被设置为接近0V的值，对于SC调节器来说变得越来越难地匹配目标输

出电压V目标，因为实际电压降VSC_DROP不能大于目标电压降VT_DROP，在这种情况下，SC调节器的

最大输出电压(即， 可小于目标输出电压

[0091] 例如，考虑一种情况，其中SC调节器是2:1调节器，并且输入电压 是2V。理想

的是，输出电压VOUT可以是1V，并且寄生电压降VSC_DROP可以是0V。然而，如果开关的寄生电阻

是0.1Ω，并且负载电流是1A，那么来自寄生电阻的寄生电压降是0.1V。因此，SC调节器的最

大输出电压是0.9V。在这种情况下，除非目标电压降VT_DROP等于或高于0.1V，否则SC调节器

不能匹配目标电压V目标。这个问题随着寄生电阻增加或者负载电流增加变得更加明显。因

此，当目标电压VT_DROP降被设置为大值时，保证对宽范围的寄生值和负载电流上的输出电压

的适当调节变得更容易。另一方面，SC调节器的效率在目标电压降VT_DROP随输出VOUT604偏离

而增加时降低。因此，存在便于调节与转换效率之间的折衷。因此，期望设置目标电

压降VT_DROP，使得其足够大以适当调节输出而同时足够小以减少效率降低。混合调节器的第

二反馈系统可被配置来设置目标电压降VT_DROP，使得其足够大以适当调节输出而同时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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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以减少效率降低。

[0092] 图7A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具有第二反馈系统的混合调节器系统。与图6A相

比，除了混合调节器400和第一反馈系统637之外，混合调节器系统包括调整SI调节器408的

参数以提高调节器效率768的第二反馈系统768。

[0093] 第二反馈系统768的目标是将寄生电压降VSC_DROP  746保持在目标电压降VT_DROP744

的容差范围(其通常是0V至0.2V)内以便提高SC调节器效率。因为SC调节器的转换比(即，N

和M)是已知的，并且VOUT  604由第一反馈系统调节，第二反馈系统768可通过调整VIN_N:M  602

来控制SC调节器410的VSC_DROP  746。

[0094] 为了调整VIN_N:M  602，第二反馈系统768可控制提供给SC调节器410的输入的电流

的量。第二反馈系统768可通过调整SI调节器408的参数来控制提供给SC调节器410的输入

的电流的量。

[0095] 图7B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由第二反馈系统768调整的SI调节器408的参数。SI

调节器408的调整过的参数可包括：切换期TSI  752(或者频率SI  756，其等于 )，其控制SI

调节器408的操作频率；活动期T活动748，其指示TSI  752的在其期间SI调节器向SC调节器提供

电流的一部分；以及工作周期D  754，其限定活动期T活动748的在其期间SI调节器增加提供给

SC调节器的电流的一部分。为了增加VIN_N:M  602，第二反馈系统768可促使SI调节器408通过

增加T活动748、工作周期D  754和/或频率SI  756来向VIN_N:M  602递送更多的电荷。为了减少

VIN_N:M  602，第二反馈系统768可促使SI调节器408通过减少T活动748、工作周期D  754和/或频

率SI  756来向VIN_N:M  602递送更少的电荷。

[009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第二反馈系统768可使用零电流感测块772控制工作周期D 

754。零电流感测块772可被配置来感测SI调节器的电感电流IL  710达到0A的时刻，并且在

那个时刻，零电流感测块772可被进一步配置来通过使电感器与向电感器提供电流的一个

或多个结点断开来阻止电感器电流流动通过电感器。在一些实施方案中，零电流感测块772

可包括：(1)与电感器串联的电阻器，和(2)检测电阻器上的由电感电流感应的电压的电压

比较器。在此类实施方案中，电阻器可以是电感器的固有电阻部件(例如，等效串联电阻

(ESR))。在其他实施方案中，电阻器可具有低电阻以便减少电阻器上的功率耗散。也设想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容易获得的其他类型的零电流感测块772。

[0097] 图7C示出混合调节器和第二反馈系统的流程图。流程图描述第二反馈控制系统

768如何控制VSC_DROP  746以提高混合调节器的效率。

[0098] 在步骤772中，第二反馈控制系统768中的比较器764确定VSC_DROP  746是大于还是

小于VT_DROP  744，所述VT_DROP  744是VSC_DROP  746的由混合调节器预先确定的目标值。随后，基

于比较的结果，SC下降控制块742调整T活动748、工作周期D754和/或频率SI  756。例如，如果

VSC_DROP  746大于VT_DROP  744，那么，在步骤774中，SC下降控制块742增加三个参数T活动748、工

作周期D  754和/或频率SI  756中的一个或多个。另一方面，如果VSC_DROP  746小于VT_DROP  744，

那么，在步骤776中，SC下降控制块742减小三个参数T活动748、工作周期D  754和/或频率SI 

756中的一个或多个。SC下降控制块742可被实施为有限状态机(FSM)。

[0099] 在步骤778中，基于时钟信号VCTRL  628和VCTRL_DIV  622，多相发生器632可生成驱动

SI调节器408的多个相的交错信号CLKSI[NPH_SI-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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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随后，在步骤648中，如以上论述的，SI调节器408基于CLKSI[NPH_SI-1:0]626向

VIN_N:M  602递送电荷包。在步骤650中，如以上论述的，SC调节器410从SI调节器408接收电荷

包，并且基于CLKSC[NPH_SC-1:0]624切换以便将电荷递送到输出VOUT  604。

[0101] 在步骤780中，基于VOUT  604、VIN_N:M  602和方程式 SC

下降测量块770计算VSC_DROP  746并将其提供给比较器764，使得比较器可从步骤772再次迭

代所述过程。

[0102] 尽管图4-7示出两级混合调节器的反馈系统，但公开反馈系统可应用到如图2中大

体上示出的任何类型的混合调节器。

[010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混合调节器可包括耦接到一个或多个转换器级的旁路开关，

使得可动态地绕过某些转换器以便提高混合调节器的效率。图8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

具有旁路开关的混合调节器。图8示出多个转换器级806、808、...、810和旁路开关812、

814、...、816。

[0104] 假设VIN  802是12V，转换器1  806是6:1  SC调节器并且目标输出VOUT  804是1.9V。记

得 其中VIN_N:M是SC调节器的输入并且VOUT是输出。转换器1  818的输

出可以是非常接近12V除以6(是2V)的值。假设VSC_DROP是0.1V，其对于维持SC调节器的高效

率(即，高达95％)是可接受的，可绕过剩余转换器(即，转换器2  808和转换器N  810)以便将

转换器1  818的输出直接连接到输出VOUT  804。在这种情况下，开关812是“断开的”或断开连

接的，并且剩余开关818  816是“接通的”或连接到旁路转换器2和转换器N。

[0105] 作为另一实例，假设目标输出电压VOUT  804是0.75V，并且输入电压VIN  802是12V，

并且转换器2  808是2:1  SC调节器。一种递送目标输出VOUT  804的方式是使用先前情况中的

相同的6:1  SC调节器(转换器1  818)。在这种情况下，VSC_DROP变为1.25V，因为VOUT  804是

0 .75V而不是1.9V。因为VSC_DROP大，混合调节器的转换效率显著降低(即，效率被限制为

37.5％，其是0.75/2.0)。更好的方式是使用串联的两个转换器(例如，转换器1和转换器2)

而不是仅转换器1。因为转换器2  808是2:1  SC调节器，转换器1  818的输出可以是1.9V，并

且转换器2  808的输出可以是 假设转换器1  808和转换器2  818的VSC_DROP

是0.1V。这样，VSC_DROP针对转换器1和转换器2被限制为小的值,并且两个转换器的转换效率

可以是高的(即，在本实例中高达83.8％)。为了实现这一配置，开关812和814是“断开的”，

并且剩余开关816是“接通的”以便绕过除了转换器1和2的剩余转换器。

[010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每个转换器级可包括具有多个输入和输出的可重构转换器

822(例如，可将其跨电压的步降比重新配置为诸如2:1、3:1、4:1、5:1的SC转换器)，和可从

那些多个信号中选择输入和输出的一个或多个开关矩阵820  824。例如，可重构转换器822

可接收4V和6V的输入电压并提供1V和2V的输出电压。取决于期望的输入和输出值，可在4:

1、6:1、2:1、3:1的转换比内重新配置可重构转换器822。

[010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可由控制器818执行对旁路开关812、814、816的控制。例如旁

路开关中的一个或多个是“接通的”还是“断开的”。控制器818可基于以下中的一个或多个

确定旁路开关812、814、816的状态：VIN  802、VOUT  804，混合调节器中所有SC调节器级的转换

比，以及混合调节器中SC转换器级的寄生SC电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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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控制器818可使用查找表确定旁路开关812、814、816的状态。

查找表可列出对于各个VIN  802和VOUT  804值应当接通哪些开关。图9示出根据一些实施方案

的用于控制旁路开关的查找表。查找表902被配置来控制：具有3个转换器级的混合调节器，

其中转换器1是2:1  SC转换器，转换器2是3:1  SC转换器，并且转换器3是SI转换器；以及0V

寄生SC电压降。在一些情况下，控制器818可以是第一反馈系统637的一部分或第二反馈系

统768的一部分。

[0109]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旁路开关812、814、816可被串联布置，如图8中示出的。在一些

情况下，串联布置中的每个旁路开关可被配置来耦接单个转换器级的输入节点和输出节

点。在其他情况下，串联布置中的每个旁路开关可被配置来耦接第一转换器级的输入节点

和第二转换器级的输出节点。例如，一个旁路开关可被配置来耦接转换器1  806的输入节点

和转换器2  808的输出节点。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旁路开关可被布置为集体耦接一个转化器

级的输入节点和另一转换器级的输出节点的开关矩阵。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旁路开关可被

布置为集体耦接一个转化器级的输入节点和另一转换器级的输出节点的开关树。

[0110] 所公开设备和系统可包括计算装置。图10是根据一些实施方案的计算装置的框

图。框图示出计算装置1000，所述计算装置1000包括：处理器1002、存储器1004、一个或多个

接口1006、加速器1008，以及具有多个转换器级的混合调节器系统400，所述混合调节器系

统400包括：第一级转换器408和第二级转换器410、第一反馈系统637和第二反馈系统768。

计算装置1000可包括额外的模块，更少的模块，或者执行任何合适的操作或操作的组合的

任何其他合适的模块组合。

[0111] 计算装置1000可通过接口1006与其他计算装置(未示出)通信。接口1006可被实施

在硬件中以便发送和接收以多种介质形式的信号，诸如光学，铜和无线的，并在许多不同的

协议，其中的一些可以是非暂态。

[0112]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加速器1008可在使用专用集成电路(ASIC)的硬件中实施。加

速器1008可以是片上系统(SOC)的一部分。在其他实施方案中，加速器1008可在使用逻辑电

路、可编程逻辑矩阵(PLA)、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现场可编程门矩阵(FPGA)或任何其他集

成电路的硬件中实施。在一些情况下，加速器1008可被封装在与其他集成电路相同的封装

中。

[0113]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计算装置1000可包括用户设备。用户设备可与一个或多个无

线接入网络通信并与有线通信网络通信。用户设备可以是具有电话通信能力的蜂窝电话。

用户设备还可以是提供诸如文字处理、web浏览、游戏、电子书能力、操作系统和全键盘的服

务的智能电话。用户设备还可以是提供网络接入和由智能电话提供的服务中的多数的平板

电脑。用户设备使用操作系统操作，所述操作系统诸如Symbian  OS、iPhone  OS、RIM的黑莓、

Windows  Mobile、Linux、HP  WebOS和Android。屏幕可以是用于向移动装置输入数据的触摸

屏，在这种情况下，屏幕可代替全键盘使用。用户设备还可保持全球定位坐标、配置文件信

息或其他位置信息。用户设备还可以是可佩戴电子装置。

[0114] 计算装置1000还可包括能够计算和通信的任何平台。非限制性的实例包括：电视

(TV)、视频投影机、机顶盒或机顶盒单元、数字视频录像机(DVR)计算机、上网本，笔记本电

脑以及具有计算能力的任何其他音频/视频设备。计算装置1000可被配置有处理指令并运

行软件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所述指令和软件可存储在存储器中。处理器还与存储器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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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装置通信的接口通信。处理器可以是任何适用的处理器，诸如组合CPU、应用处理器和

闪存存储器的片上系统。计算装置1000还可提供各种用户接口，诸如键盘、触摸屏、轨迹球、

触摸板和/或鼠标。在一些实施方案中，计算装置1000还可包括扬声器和显示装置。计算装

置1000还可包括生物医学电子装置。

[0115] 应理解，公开主题在其应用中不限于构造的细节和以下描述中所阐述或在附图中

示出的部件的布置。公开主题能够具有其他实施方案并且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实践并且实

行。此外，应理解本文中采用的措辞和术语是出于描述的目的并且不应视为具有限制性。

[0116] 这样，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了解，可容易地将本公开所基于的概念用作用于实行公

开主题的若干目的的其他结构、系统和方法的设计基础。因此，重要的是，在此类等同构造

不脱离公开主题的精神和范围的限度内，权利要求书被认为是包括所述等同构造的。

[0117] 尽管已经在上述示例性实施方案中描述和示出了公开主题，但应理解本公开只是

通过举例做出的，并且可以在公开主题的实施细节中进行大量的改变而不脱离公开主题的

精神和范围，其仅由以下权利要求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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