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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谐振变换器低截面集成磁件漏磁通分析
周智伟，林燕筑，毛行奎

福州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福州 350108

摘  要：电流型电荷泵LLC谐振变换器（CSCP-LLC）成本低、效率高，广泛应用于小功率LED电源。LLC谐振变换器的变

压器、电感器磁集成可以有效降低CSCP-LLC体积，提高效率。随着带铁壳的LED电源低截面发展，集成磁件的漏

磁通对其应用带来较大挑战。通过Maxwell电磁场仿真软件三维建模集成磁件，分析了影响集成磁件漏磁通的

因素，以及高频漏磁通引起金属外壳涡流损耗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降低集成磁件高频漏磁通设计措

施，以及针对铁壳提出低成本的高频漏磁通屏蔽方案。仿真表明，提出的方案可以有效减小涡流损耗，提高变

换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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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 source charge pump LLC resonant converter (CSCP-LLC) is widely used in small power LED 

power supply due to its low cost and high efficiency. The magnetic integration of transformer and 

inductor in LLC resonant converter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volume of CSCP-LLC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ow profile LED power supply with iron shell, the leakage 

flux of integrated magnetic components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to its applicati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leakage flux and eddy current loss of metal shell caused by high frequency leakage 

flux are analyzed by using Maxwell electromagnetic field simulation software. On this basis, the 

design measures to reduce the high-frequency leakage flux of integrated magnetic components are 

proposed, and the low-cost high-frequency leakage flux shielding scheme is proposed for the iron 

shel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schem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eddy current 

los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nve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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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电流型电荷泵 LLC 谐振变换器（CSCP-LLC）因其成

本低、效率高的优点而广泛应用于小功率 LED 电源。图

1 为 CSCP-LLC 电路拓扑，其谐振电感与变压器的漏感呈

串联关系，这为二者的集成提供了便利，实现二者的磁集

成将提高电路的功率密度与效率，并减少器件成本 [1]。

由于集成磁件是利用变压器的漏感替代 LLC 原边谐振

电感 Lr [2]，这意味着变压器存在较大的漏磁通。漏磁通不

与变压器原副边同时交链，但其导通路径多样，一般是从

铁磁材料穿过磁芯窗口和变压器气隙等非铁磁材料，最后

回到起始位置。目前的小功率 LED 驱动电源以低截面化

作为发展大方向，这使得 LED 驱动电源外壳与主电路板

之间的空间距离被进一步压缩。当产品采用金属外壳时，

若外壳与主电路板的距离设置不合理，将造成磁通扩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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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同时漏磁通会在金属外壳上感应出涡流，影响电源效率，

引发金属外壳的发热现象，带来不必要的安全问题。

因此，有必要对 LED 驱动电源中的 CSCP-LLC 集成

磁件进行仿真分析，在产品设计阶段避免低截面与磁集成

技术共同应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图 3 所示结构难以通过二维进行电磁场建模仿真，故

需建立三维仿真建模。为节约计算机运算资源，原副边绕

组各用一匝线圈替代，该代替方式对气隙磁场分布影响较

小。利用 ANSYS Maxwell 软件对该磁集成变压器进行三

维仿真 [4]，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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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流型电荷泵 LLC 谐振变换器拓扑

2 集成磁件漏磁通影响因素分析 

2.1  集成磁件建模

为进行仿真验证，本文选用一台参数如下表 1 的小功

率 LED 驱动电源作为样机。

表 1    LED 驱动电源参数表
输入电压

有效值

220-240Vac-

rms
PF ≥ 0.95

输出电压 33-40V 输出电压纹波 ≤ 2V
输出电流 0.9A 输出电流精度 ±5%

THD ≤ 20% 效率 ≥ 90%

综合 LED 驱动电源的参数计算，得到变压器励磁电

感 Lm=7.8mH，漏感即谐振电感 Lr=709uH，变压器匝

比 n=1.8。

经过计算与选型，集成磁件采用 EFD23.5 磁芯 ( 磁芯

1) 与 UF17 磁芯 ( 磁芯 2) 装配的磁集成结构，磁芯 1 与

磁芯 2 结构如图 2 所示。集成磁件详细结构如图 3 的三视

图所示，为卧式结构，其中磁芯 2 为 C 型磁芯，扣在骨架

上，与外侧的磁芯 1 的中柱和边柱均有气隙，红色部分表

示变压器绕组。通过调整该气隙即可调整用作 LLC 谐振变

换器谐振电感的集成磁件的漏感，原副边绕组分别绕在磁

芯 1 中柱上，原边匝数取 60 匝，副边匝数 32 匝，并选择

20 股直径为 0.1mm 的利兹线。因集成变压器漏磁通较大，

此时变压器的原副边物理匝比为 60/32=1.88，而实际匝

比为 n=1.8。该结构已获授权发明专利，生产装配加工工

艺简单，成本低，参数一致性高，易于大规模自动化生产。

(a) EFD23.5 磁芯

(b) UF17 磁芯

图 2   集成磁件装配体磁芯结构图

(a) 主视图  (b) 左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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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俯视图

图 3   新型集成磁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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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集成磁件 Maxwell 仿真模型

由于设计的 LLC 谐振变换器为恒流输出 0.9A，副边

绕组为 32 匝，故设计集成磁件原副边绕组激励源为总安

匝数 28.8。为了在 Maxwell 软件中测量变压器漏感 Lr，

利用空间能量法进行计算。装配体磁芯均为高磁导率的锰

锌铁氧体材质，磁芯储存能量可近似为 0，为忽略变压器

励磁电感 Lm 储存的能量，使得变压器磁芯窗口能量全部

为漏感储能，根据磁动势平衡原理，为原副边设置方向相

反且总安匝数平衡的激励，则在当前状态下，漏感对应的

能量等于变压器中储存的磁场能量。已知原边侧电流的情

况下，在 Maxwell 软件中通过后处理的场计算器得到变

压器磁芯窗口储存的能量 E，并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出漏感

Lr。

                           
1
2

E B Hdv= ⋅∫ ∫ ∫                       (1)

                              2
1

1
2 rE L I= ⋅ ⋅                          (2)                                                  

通过 Maxwell 软件的后处理可视化功能绘制能量分布

图，得到集成磁件储存的漏感能量如图 5 所示。

图 5   集成磁件能量分布图

从上图可知在集成磁件原边能量没有交链到副边时，

能量主要集中在磁芯 1 中柱与磁芯 2 间的气隙以及磁芯

1 边柱与磁芯 2 之间的气隙。集成磁件漏感仿真结果为

706.6uH，与理论参数计算结果一致。

2.2  金属外壳对漏磁通影响

在图 4 的基础上，增加仿真金属外壳对于漏感的影响，

得到如图 6 所示的集成磁件金属外壳示意图模型，其中设

置厚度为 1mm 的金属铁壳，铁壳与变压器的之间的间距

为 2mm，利用 ANSYS Maxwell 场计算器计算得到的漏

感能量为 58.433 10 J−× ，计算漏感 732uH，与不加金属

铁壳的情况对比，漏感增大 3.5%。

图 6   集成磁件金属外壳示意图

铁壳距离磁集成变压器较近时，如图 7 所示磁芯 1 边

柱与磁芯 2 之间气隙部分的磁通会泄露到铁壳上，铁壳相

较空气提供了一条相对低磁阻的磁路，使得扩散到金属铁

壳的漏磁通增多，增大漏感。由于磁芯 1 中柱与磁芯 2 之

间的气隙与金属外壳的距离较远，在金属外壳上感应的涡

流有限，故主要分析磁芯 1 边柱与磁芯 2 之间的气隙，下

文所提及的气隙也特指该部分图 7 红框标注的气隙。

气隙 气隙

图 7   集成磁件气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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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漏磁通在铁壳上感应产生的涡流同样能在

Maxwell 仿真中得到，图 8 为分布于铁壳上的电流分布，

该电流是造成额外损耗，降低变换器效率的主要原因。

耗越小，且金属薄片和气隙的间距在 3mm 内损耗变化较

为明显，因此为了避开损耗较大的区间，如果在 LED 电

源截面高度允许情况，应使薄片与气隙的间距大于 3mm。

而在本应用下，由于 LED 截面高度严格限制，使得铁壳

需要紧贴在主电路板的集成磁件上，且考虑成本，可在覆

盖集成磁件的铁壳部分贴装铝片，或者把覆盖集成磁件的

铁壳镂空替换成铝材。 

图 8   金属铁壳电流分布图

3 集成磁件高频漏磁通屏蔽

综合前文所述，当低截面 LED 驱动电源的金属外壳

和 LLC 电路集成磁件之间的距离设置不合理时，会导致电

路的效率下降、漏感参数漂移和电源发热。

为降低磁集成变压器对带金属外壳的低截面 LED 驱

动电源的负面影响，可通过在铁壳内壁覆盖一层导电金属

薄片，利用导电金属薄片上感应的涡流产生的反向磁通抵

消漏磁通，以达到屏蔽漏磁通的目的。本文对屏蔽金属薄

片的材料，磁芯 1 边柱与磁芯 2 之间的气隙长度、气隙与

金属薄片的距离，这三个方面加以设置对照参数，并对各

组参数进行组合，加以仿真确定合适的屏蔽方案。

 在开关频率 60kHz 条件下，对不同气隙长度以及气

隙与金属薄片距离不同的 0.5mm 厚度铁片、铜片、铝片

仿真损耗。以各种情况下间距 0.2mm 处的损耗为基准值，

进行标幺化处理，得到损耗如图 9~ 图 11 所示。此外，以

距离气隙 0.2mm 处的铜片损耗为基准进行标幺化处理，

得到不同金属薄片损耗比较图如图 12 所示。

从图 9~ 图 12 可得出结论 ：（1）在保持气隙与金属

薄片间距不变的情况下，气隙越长，泄露的磁通越多，因

此金属薄片上感应的涡流造成的损耗越大 ；（2）在保持气

隙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金属薄片离气隙的间距越近，金属

薄片的损耗越大，金属薄片离气隙超过一定的距离后磁通

扩散减少，效率变化不明显 ；（3）在 60kHz 频率下，厚

度为 0.5mm 的铜片与铝片屏蔽效果比铁片好，电路更效

率高 ；（4）在相同气隙条件下，金属薄片距离气隙越远损

图 9   不同气隙长度及气隙与金属薄片距离下的铁片损耗

图 10   不同气隙长度及气隙与金属薄片距离下的铜片损耗

图 11   不同气隙长度及气隙与金属薄片距离下的铝片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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