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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导通时间受控的降压变换器，涉及电子

电路技术。本发明通过数模转换器产生基准电压

并叠加采样的电感电流的电压信号得到斜坡信

号VRAMP，与跨导放大器的输出电压VC比较后通过

D触发器控制上下功率管的开启和关断，当斜坡

信号VRAMP下降到由跨导放大器的输出电压VC所

决定的谷值电流时，第一比较器Icomp输出逻辑

电平信号通过D触发器使上功率管MT导通，下功

率管MB关断，从而使电感电流增大，输出电压上

升；其中，上功率管MT的导通时间由定时电容CTH

和跨导放大器GM输出电压信号VC共同决定。本发

明有更小的瞬态响应过冲和更快的瞬态响应速

度，尤其适用于FPGA、CPU等对电源有较高瞬态要

求的应用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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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导通时间受控的降压变换器，包括上功率管(MT)、下功率管(MB)、驱动电路、电

感(L)、输出电容(COUT)、D触发器、电流源(IC)、定时电容(CTH)、开关电路、第一比较器(Icomp)

和第二比较器(Tcomp)，

上功率管(MT)的漏极连接输入电压(VIN)，其源极接下功率管(MB)的漏极并通过电感

(L)和输出电容(COUT)的串联结构后接地，其串联点作为所述降压变换器的输出端；下功率

管(MB)的源极接地；开关电路与定时电容(CTH)并联，其并联结构一端接电流源(IC)，另一端

接地；开关电路的控制端连接所述D触发器的QN输出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降压变换器还包括数模转换器、补偿网络以及电感电流采样网络，

所述电感电流采样网络包括第二电阻(RD)、第三电阻(RSC)和第三电容(CD)，第二电阻

(RD)和第三电容(CD)串联，其串联点连接所述第一比较器(Icomp)的第一输入端，第二电阻

(RD)的另一端接上功率管(MT)的源极，第三电容(CD)的另一端接所述降压变换器的输出端；

所述数模转换器的输入端连接外部控制信号(DIN)，其输出端连接所述补偿网络的第一

输入端并通过第三电阻(RSC)后连接所述第一比较器(Icomp)的第一输入端，所述数模转换器

根据外部控制信号(DIN)动态的产生基准电压(VREF)；所述补偿网络的第二输入端连接所述

降压变换器的输出端，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比较器(Icomp)的第二输入端和所述第二比较

器(Tcomp)的第一输入端；所述第二比较器(Tcomp)的第二输入端连接定时电容(CTH)与电流

源(IC)的连接点，其输出端连接所述D触发器的清零端；

所述D触发器的时钟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第一比较器(Icomp)的输出端，其D输入端连接

逻辑高电平，其Q输出端连接所述驱动电路的输入端；所述驱动电路的第一输出端连接所述

上功率管(MT)的栅极，其第二输出端连接所述下功率管(MB)的栅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导通时间受控的降压变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电路包括

MOS管，所述MOS管的栅极作为所述开关电路的控制端，其源极和漏极分别连接所述电流源

(IC)和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导通时间受控的降压变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路的第

一输出端和第二输出端的输出信号反相。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导通时间受控的降压变换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补偿网络包括

第一电阻(R1)、第一电容(C1)、第二电容(C2)和跨导放大器，所述跨导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

作为所述补偿网络的第一输入端，其负向输入端作为所述补偿网络的第二输入端，其输出

端作为所述补偿网络的输出端；第一电阻(R1)一端和第一电容(C1)一端串联连接，第一电阻

(R1)的另一端接跨导放大器的输出端，第一电容(C1)的另一端接地，第二电容(C2)接在跨导

放大器的输出端和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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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导通时间受控的降压变换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电路技术，具体的说是一种导通时间受跨导放大器信号控制

(Variable  on  Time，VOT)的Buck变换器。

背景技术

[0002] 降压变换器Buck是开关电源中的一个常用的拓扑结构，可以实现直流电压到直流

电压的电平转换。其中，恒定导通时间控制(Constant  on  Time，COT)的降压变换器由于其

较快的瞬态响应速度和较高的轻载效率，被广泛应用到各类电源系统中。

[0003] 恒定导通时间的降压变换器的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其控制原理如下：当输出电压

VOUT较基准电压VREF偏高时，误差放大器EA输出电压信号VC降低，第一比较器Icomp比较电

感电流采样信号和误差放大器EA输出电压信号VC，当电感电流下降到由VC所决定的第一限

时，第一比较器Icomp输出逻辑电平信号使降压变换器的上管导通，下管关断，从而使电感

电流增大，输出电压上升。其中，上管的导通时间由定时电容CTH决定，当定时电容CTH的锯齿

波信号VSAW达到固定门限电压VTH时，第二比较器Tcomp输出逻辑电平，使降压变换器的上管

关断，下管导通。

[0004] 现有的恒定导通时间的降压变换器在为动态调节工作频率的负载系统供电时，由

于基准电压VREF动态变化，故此类降压变换器需要能够达到快速动态电压调节DVS响应的性

能指标。而恒定导通时间的降压变换器在进行环路控制时，上管在进行恒定时间的导通之

后，总会强制下管导通一个较小的时间(即上管的最小关断时间)，才能进入下一个开关周

期，上述信号波形如图2所示。故此类降压变换器存在占空比的限制，其输出电压VOUT过冲和

动态电压调节DVS响应有待优化。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就是针对上述传统的恒定导通时间的降压变换器在瞬态响应

时占空比受限制的问题，提出一种导通时间受控的降压变换器结构。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导通时间受控的降压变换器，包括上功率管MT、下功率管MB、驱动电路、电感

L、输出电容COUT、D触发器、电流源IC、定时电容CTH、开关电路、第一比较器Icomp和第二比较器

Tcomp，

[0008] 上功率管MT的漏极连接输入电压VIN，其源极接下功率管MB的漏极并通过电感L和

输出电容COUT的串联结构后接地，其串联点作为所述降压变换器的输出端；下功率管MB的源

极接地；开关电路与定时电容CTH并联，其并联结构一端接电流源IC，另一端接地；开关电路

的控制端连接所述D触发器的QN输出端；

[0009] 所述降压变换器还包括数模转换器、补偿网络以及电感电流采样网络，所述电感

电流采样网络包括第二电阻RD、第三电阻RSC和第三电容CD，第二电阻RD和第三电容CD串联，

其串联点连接所述第一比较器Icomp的第一输入端，第二电阻RD的另一端接上功率管MT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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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第三电容CD的另一端接所述降压变换器的输出端；

[0010] 所述数模转换器的输入端连接外部控制信号DIN，其输出端连接所述补偿网络的第

一输入端并通过第三电阻RSC后连接所述第一比较器Icomp的第一输入端，所述数模转换器根

据外部控制信号DIN动态的产生基准电压VREF；所述补偿网络的第二输入端连接所述降压变

换器的输出端，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比较器Icomp的第二输入端和所述第二比较器Tcomp

的第一输入端；所述第二比较器Tcomp的第二输入端连接定时电容CTH与电流源IC的连接点，

其输出端连接所述D触发器的清零端；

[0011] 所述D触发器的时钟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第一比较器Icomp的输出端，其D输入端连

接逻辑高电平，其Q输出端连接所述驱动电路的输入端；所述驱动电路的第一输出端连接所

述上功率管MT的栅极，其第二输出端连接所述下功率管MB的栅极。

[0012] 具体的，所述开关电路包括MOS管，所述MOS管的栅极作为所述开关电路的控制端，

其源极和漏极分别连接所述电流源IC和地。

[0013] 具体的，所述驱动电路的第一输出端和第二输出端输出信号反相。

[0014] 具体的，所述补偿网络包括第一电阻R1、第一电容C1、第二电容C2和跨导放大器，所

述跨导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作为所述补偿网络的第一输入端，其负向输入端作为所述补偿

网络的第二输入端，其输出端作为所述补偿网络的输出端；第一电阻R1一端和第一电容C1一

端串联连接，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接跨导放大器的输出端，第一电容C1的另一端接地，第二

电容C2接在跨导放大器的输出端和地之间。

[0015]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

[0016] 电感电流信号经过由第二电阻RD、第三电容CD和第三电阻RSC组成的电感电流采样

网络得到第三电容CD上的电压VcD，与数模转换器产生的基准电压VREF叠加为斜坡信号VRAMP，

斜坡信号VRAMP与跨导放大器GM的输出电压信号VC通过第一比较器Icomp进行比较，当VRAMP下

降到由VC所决定的第一时，第一比较器Icomp输出逻辑电平信号通过D触发器使上功率管MT

导通，下功率管MB关断，从而使电感电流增大，输出电压上升。其中，上功率管MT的导通时间

由定时电容CTH和跨导放大器GM输出电压信号VC共同决定，当定时电容CTH的锯齿波信号VSAW

达到跨导放大器GM输出电压信号VC时，第二比较器Tcomp输出逻辑电平，使降压变换器的上

功率管MT关断，下功率管MB导通。

[0017] D触发器通过驱动电路控制上功率管MT和下功率管MB的导通和关断，以保证上功

率管MT和下功率管MB以正确的逻辑交替导通，具体为：当D触发器的输出Q＝1时，使上功率

管MT导通，下功率管MB关断；当Q＝0时，上功率管MT关断，下功率管MB导通。

[0018] D触发器控制定时电容CTH的充放电过程：D触发器的QN输出端输出低电平时，开关

电路断开，充电电容CTH充电；QN输出端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电路闭合，充电电容CTH快速放

电。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采用跨导放大器的输出信号VC动态控制降压变换器

上功率管MT的导通时间，突破了传统降压变换器的占空比限制；同时本发明对采样电感电

流交流信号与基准电压VREF进行叠加得到斜坡信号VRAMP，斜坡信号VRAMP和跨导放大器GM的输

出信号VC进入第一比较器Icomp进行比较，从而保证了降压变换器稳态工作时的频率稳定

性；本发明还通过设置数模转换器，满足了负载系统即时调节供电电压的需求；与恒定导通

时间的降压变换器相比，本发明可以达到更小的瞬态响应过冲和更快的瞬态响应速度，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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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FPGA、CPU等对电源有较高的瞬态要求的应用场合。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恒定导通时间的降压变换器示意图

[0021] 图2是恒定导通时间的降压变换器在瞬态响应时的信号波形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导通时间受控的降压变换器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导通时间继受控的降压变换器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导通时间受控的降压变换器和恒定导通时间的降压变换

器负载阶跃示意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恒定导通时间的降压变换器和恒定导通时间的降压变换

器DVS响应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7] 如图3所示是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导通时间受控的降压变换器系统结构示意图，包

括上功率管MT、下功率管MB、驱动电路、电感L、输出电容COUT、D触发器、电流源IC、定时电容

CTH、开关电路、第一比较器Icomp和第二比较器Tcomp，上功率管MT的漏极连接输入电压VIN，其

源极接下功率管MB的漏极并通过电感L和输出电容COUT的串联结构后接地，其串联点作为所

述降压变换器的输出端；下功率管MB的源极接地；开关电路与定时电容CTH并联，其并联结构

一端接电流源IC，另一端接地；开关电路的控制端连接所述D触发器的QN输出端；所述降压

变换器还包括数模转换器、补偿网络以及电感电流采样网络，所述电感电流采样网络包括

第二电阻RD、第三电阻RSC和第三电容CD，第二电阻RD和第三电容CD串联，其串联点连接所述

第一比较器Icomp的第一输入端，第二电阻RD的另一端接上功率管MT的源极，第三电容CD的另

一端接所述降压变换器的输出端；所述数模转换器的输入端连接外部控制信号DIN，其输出

端连接所述补偿网络的第一输入端并通过第三电阻RSC后连接所述第一比较器Icomp的第一

输入端，所述数模转换器根据外部控制信号DIN动态的产生基准电压VREF；所述补偿网络的第

二输入端连接所述降压变换器的输出端，其输出端连接所述第一比较器Icomp的第二输入端

和所述第二比较器Tcomp的第一输入端；所述第二比较器Tcomp的第二输入端连接定时电容

CTH与电流源IC的连接点，其输出端连接所述D触发器的清零端；所述D触发器的时钟信号输

入端连接所述第一比较器Icomp的输出端，其D输入端连接逻辑高电平，其Q输出端连接所述

驱动电路的输入端；所述驱动电路的第一输出端连接所述上功率管MT的栅极，其第二输出

端连接所述下功率管MB的栅极。Rc是输出电容Cout的等效串联电阻，RL是等效的负载电阻。

[0028] 本实施例中，开关电路为MOS管，所述MOS管的栅极作为开关电路的控制端，其源极

和漏极分别连接电流源IC和地；驱动电路的第一输出端和第二输出端的输出信号反相。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补偿网络包括第一电阻R1、第一电容C1、第二电容C2和跨导放大

器，所述跨导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作为所述补偿网络的第一输入端，其负向输入端作为所

述补偿网络的第二输入端，其输出端作为所述补偿网络的输出端；第一电阻R1一端和第一

电容C1一端串联连接，第一电阻R1的另一端接跨导放大器的输出端，第一电容C1的另一端接

地，第二电容C2接在跨导放大器的输出端和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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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本实施例的基本信号波形如图4所示，电感电流信号经过由第二电阻RD、第三电容

CD和第三电阻RSC组成的电感电流采样网络得到第三电容CD上的电压VcD，与数模转换器产生

的基准电压VREF叠加为斜坡信号VRAMP，斜坡信号VRAMP与跨导放大器GM的输出电压信号VC通过

第一比较器Icomp进行比较，当VRAMP下降到由VC所决定的第一时，第一比较器Icomp输出逻辑

电平信号通过D触发器使上功率管MT导通，下功率管MB关断，从而使电感电流增大，输出电

压上升。其中，上功率管MT的导通时间由定时电容CTH和跨导放大器GM输出电压信号VC共同

决定，当定时电容CTH的锯齿波信号VSAW达到跨导放大器GM输出电压信号VC时，第二比较器

Tcomp输出逻辑电平，使降压变换器的上功率管MT关断，下功率管MB导通。

[0031] 电感电流信号由第二电阻RD、第三电容CD采样，设电感的直流DC等效电阻(DCR)为

RIND，iL为电感电流，则第三电容CD上的电压的s域表达式如式1所示：

[0032]

[0033] 其中RIND为电感L的等效直流电阻，从上式可以看出，当L/RIND与RDCD相等时，第三电

容CD上的电压 代表了电感电流iL，同时第三电容CD电压VCD通过由第三电阻RSC耦合到基

准电压VREF上。

[0034] 系统处于稳态工作时，由于斜坡信号VRAMP均值为基准电压VREF，故跨导放大器GM的

输出信号VC约等于基准电压VREF。上功率管MT受控的导通时间TON,VOT由充电电流源IC，定时电

容CTH和跨导放大器GM输出电压信号VC共同决定，其表达式如式2所示：

[0035]

[0036] 从式2可以看出，本实施例的降压变换器，其开关频率在稳态的时候保持恒定。

[0037] 控制环路的小信号传输函数如式3所示：

[0038]

[0039] 其中，RL表示降压变换器的负载电阻，RC表示输出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COUT表示输

出电容，Ri表示电流采样的等效电阻。ω1＝π/TON，Q1＝2/π表示传输函数双极点的谐振位置

和品质因数。另外，双极点位置总是大于二分之一开关频率，且不会移动到右半平面，故本

实施例的降压变换器不存在次谐波振荡的问题。

[0040] 本实施例的降压变换器，其控制环路存在一个位置为1/RLCOUT的低频极点，若输出

电容COUT采用陶瓷电容等ESR较小的电容时，环路的零点将移向高频，不影响环路稳定性。本

实施例采用II型补偿策略，由第一电阻R1、第一电容C1、第二电容C2和跨导放大器GM组成环

路的补偿网络，最终的环路小信号模型如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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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其中gm为跨导放大器GM的跨导值，ro为跨导放大器GM的输出阻抗。合理选择补偿

网络元件，使系统的穿越频率小于十分之一的开关频率，且穿越频率处的相位裕度大于60

度，则可使本实施例的降压变换器稳定运行。

[0043] 另外，本实施例的降压变换器包括数模转换器DAC，满足负载系统即时调节供电电

压的需求。

[0044] 恒定导通时间(COT)的降压变换器和本实施例(VOT)的降压变换器的负载阶跃图

如图5所示，实验条件为：开关频率1MHz，电感1μH，输出电容47μF，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

1.2V，占空比10％，最小关断时间30ns。在恒定导通时间模式下，由于上功率管MT导通时间

固定，故经历了多个周期之后，降压变换器才进入另一个稳态。另外在负载阶跃过程中，由

于最小关断时间的存在，使得变换器占空比存在极限，限制了响应速度。当导通时间较小

时，占空比限制更为明显。本实施例的降压变换器具有优势，当负载电流ILOAD向上阶跃时，

输出电压VOUT下降，这使得跨导放大器GM的输出电压信号VC上升。由于上功率管MT导通时间

由VC和VSAW的交点控制，故上功率管MT导通时间以及等效的占空比也随之上升，这使得瞬态

响应速度显著提升，输出电压下冲得到了明显的抑制。当负载电流ILOAD向下阶跃时，输出电

压VOUT上升，这使得跨导放大器GM的输出电压信号VC下降。由于上功率管MT导通时间由VC和

VSAW的交点控制，故上功率管MT导通时间以及等效的占空比也随之下降，这使得瞬态响应速

度显著提升，输出电压上冲得到了明显的抑制。本实施例的降压变换器相比于以往的恒定

导通时间降压变换器，在负载阶跃的情况下，能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从一个稳态过度到另一

个稳态的过程。

[0045] 恒定导通时间(COT)的降压变换器和本实施例(VOT)的降压变换器的DVS响应如图

6所示，实验条件为：开关频率1MHz，电感1μH，输出电容47μF，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1.2V，

占空比10％，最小关断时间30ns。在负载系统通过数模转换器DAC调节增大基准电压VREF之

后，跨导放大器GM输出电压信号VC变化使上功率管MT导通时间达到较大值，故等效的占空

比也变大，其输出电压跟随基准电压VREF的速度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而传统的恒定导通时间

的降压变换器(COT)由于上功率管导通时间固定，故需要经过更多开关周期才能达到跟随

的效果。本实施例的降压变换器相比于以往的恒定导通时间降压变换器，在负载系统通过

数模转换器DAC调节基准电压VREF后，能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从一个稳态过度到另一个稳态的

过程，即更快的DVS响应速度。

[0046]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根据本发明公开的这些技术启示做出各种不脱离本

发明实质的其它各种具体变形和组合，这些变形和组合仍然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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