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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桥LLC谐振变换器中平面变压器

的多物理场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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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隔离型变换器的发展，其对于输出功率和功率密度的要求不断提高，然而传统变压器由于其漏感和损耗等

原因在高频时很难保证变换器的高效率。而平面变压器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本文针对半桥LLC谐振变换

器，应用了平面变压器以减小变压器绕组阻抗和漏感，降低变压器损耗与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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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solated converters, its requirements for output power and power density 

continue to increase.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for traditional transformers to ensure the 

high efficiency of the converter at high frequencies due to its leakage inductance and loss. 

The planar transformer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is dilemma. This paper applies a planar 

transformer to the half-bridge LLC resonant converter to reduce transformer winding impedance and 

leakage inductance, and reduce transformer losses and temperature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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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信息中心及服务器集

群对分布式电源的要求越来越高。其中对于功率变换系统，

高效率、高功率密度是隔离型 DC/DC 变换器的发展趋势。

LLC 谐振变换器为谐振式软开关电路，在全负载变化的范

围内，可实现所有开关管的软开关 , 且输出没有滤波电感 ,

减少了磁性元件的数量 , 方便了变换器的集成，变换器功

率密度由此可得到提高。因此在功率密度和效率要求高的

场合得到广泛应用 [1]。

传统的 LLC 变换器采用绕线式变压器和分立式电感，

这导致变换器的体积较大。为了减小磁性器件的体积，提

高变换器的功率密度，如今在实际电路设计中，LLC 谐振

变换器通常与平面变压器相连工作，此时变压器漏感作为

线路拓扑中的谐振电感起到并联谐振作用，其拓扑如图 1

所示。

图 1   半桥 LLC 谐振变换器

Fig.1 Half-bridge LLC resonant converter



186 2021.05·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1.05 187·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平面变压器作为电磁耦合器件，在系统中起到能量传

输的作用，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电磁特性与热流场特性
[2]。电磁特性中以频率、漏感、损耗以及功率密度为主 [3-5]；

热流场特性中以损耗带来的整体温升与局部过热点为主 [6-

8]。本文将结合电磁场与热流场，通过数据耦合的方式，统

一进行仿真计算。

2 平面变压器多物理场耦合原理

在结构上，平面变压器具有高度低、扁平状的特点，

体积小的同时散热面积大 [8]; 在电气特性上，工作频率高且

范围广，漏感小、电磁干扰小，扁平状的导体高频损耗小、

效率高，性能优势明显 ; 此外，由于采用 PCB 技术，绕组

的加工与装配一致性好，变压器性能有很好的重复性 [9]。

本文中的平面变压器采用 ER 型 PC95 锰锌铁氧体作为磁

芯，5 层总厚度为 3.34mm 的 PCB 作为基板，其上走线

覆铜厚度为 0.035mm, 元件如图 2。

布均衡，有效避免了磁芯在纵向空间的过饱和情况，提高

了磁芯利用率，降低了磁芯损耗。

图 2   PCB 平面变压器

Fig.2 PCB planar transformer

图 2 中的平面变压器共 6 层，每层匝数分布及其所属

从上至下如表 1 所示。

表 1 平面变压器匝数分布

Tab.1 Transformer turns distribution
               匝数

       层号
原边 副边

1 1 -
2 2 -
3 - 1
4 - 1
5 2 -
6 1 -

变压器额定频率 500kHz，额定输入电压 36V，额定

功率 100W，此时变压器变比约为 3:1。图 3 为该型平面

变压器各层磁动势 MMF 变化情况，可以看出 MMF 的分

图 3   平面变压器各层磁动势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 of MMF in each layer

平面变压器高频工作会产生损耗，造成温度上升。温

升是平面变压器能否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常温和

较高的工作温度下，磁芯的损耗功率、B-H 曲线以及磁导

率特性（包括初始磁导率和振幅磁导率）均会有所不同 ;

而温升过高，会导致变压器及其他电路元件烧坏 ; 更极端

的，当工作温度超过磁芯材料的居里温度时，磁芯则会转

变为顺磁体，磁性消失。所以，平面变压器设计中需要校

验其温升是否满足要求。

平面变压器总损耗 P loss 与其导致的温升 ΔT 之间的关

系可以表示为 ：

                              loss thT P R= ⋅∆                          （1）

式中，Rth 为平面变压器整体热阻。平面变压器热阻与

磁芯有效体积 Vcore 有关，适用于平面近 E 型磁芯的经验公

式为 [10]

                                  
th

e

90R
V

=                           （2）

其中 Vcore 单位为 cm3。

而总损耗 P loss 以其中占绝大部分的磁芯损耗与绕组损

耗代替 [11]。即

                              eloss f cuP P P≈ +                         （3）

通常，磁芯损耗 P fe 可以通过查找磁芯材料在实际工

况下的损耗密度 Pcore，乘以磁芯体积 Ve 求得 ；而绕组损耗

Pcu 则需要由电磁场仿真计算。

3 平面变压器多物理场特性仿真

本文仿真基于 ANSYS 多物理场仿真软件，在模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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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部分，采取三维 1/4 模型，电磁场自由度为电压、电流

等，热—流场自由度为温度、流体速度、压强等。 

体模型创建规则，空气域的前方、上方与右方为模型外表面，

需在热—流场中设置成开放面“Opening”，即该表面的

温度恒定为环境温 20℃，压强恒定为一个标准大气压强。

整体模型不仅符合多物理场的对称原理，也在简化仿

真过程的同时，保证了准确性。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

计及“过孔损耗”，因为过孔仅在 PCB 层与层之间起连接

作用，无法形成对称结构。但鉴于过孔损耗与绕组损耗和

磁芯损耗相比值较小，可以忽略。此外，对于外部空气域

的处理上，采用了外延 1.5 倍基础模型的方案，可以有效

减少因模型尺寸过小导致的温升误差。综上，本次多物理

场耦合仿真的整体模型如图 4 所示。

在网格剖分部分，根据各实体的不同情况，分别绘制

不同的网格结构与尺寸大小，主要分为磁芯部分，PCB 部

分和空气部分。其中，空气部分网格尺寸最大，为六面体

Mapped 剖分 ；磁芯部分网格大小适中，结构简单，也采

用六面体 Mapped 剖分 ；PCB 部分由于包含铜质走线与

PCB 基板两种材质，且走线处厚度很薄，所以在此采取单

层网格的设置，使得六面体 Mapped 剖分可以顺利完成。

整个模型共被剖分成 247189 个单元。网格单元的具体剖

分情况可如图 5。

此外，考虑到在实际使用中需将变压器置于一平台上，

虽然平台绝大部分可视为恒温恒压，但是平台与变压器的

接触面必然会受影响导致温度上升，因此无法设置为开放

面。于是，对于放置平台表面的处理，采取了将接触面以

外的部分设置为开放面，而接触区域则不做设置，由其根

据多物理场方程自由耦合。详情见图 6，其中 a 为模型外

表面“Opening1”，b 为平台非接触区域“Opening2”。

在激励加载方面，电磁激励采用额定工作状态下，输

入 500kHz 标准交流电流，原边 3A，副边 9A。而热源根

据变压器损耗原理，该型变压器的主要发热原因是绕组损

耗和磁芯损耗，因此本次仿真仅考虑这两部分的发热，即

将铜质走线与磁芯设置为发热体。其中绕组损耗的值由电

磁场仿真的结果耦合得到，磁芯损耗通过查阅 PC95 材料

的磁场强度—损耗曲线获得，具体数值如表 2。

图 4   变压器多物理场 1/4 模型图

Fig.4 model of 1/4 transformer multiphysics field

（a）磁芯部分 （b）PCB 基板 （c）铜质走线

图 5   变压器仿真网格剖分图

Fig.5 Grid division diagram

在边界条件设置方面，采用了标准 20℃室温作为环境

温度，符合材料的热学参数便于计算 , 通用性好。根据整

（a）模型外表面 （b）平台非接触区域

图 6   变压器热—流场开放面图

Fig.6 Transformer heat-flow opening

表 2 多物理场理论计算参数

Tab.2 Multiphysics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参数名称 参考值 备注

Vcore 0.409cm3

Rth 141℃ /W
Pcore 150kW/cm3 由查表获得
Pfe 0.0617W
Pcu 0.196W 由仿真获得
Ploss 0.257W
ΔT 36.2℃ 理论计算值

经过如上处理，求解器等保持默认，就可以进行计算，

得到如图 7 所示的在变压器对称面上的热场云图。

通过多物理场仿真，可得到式（1）、（2）、（3）中的

相关参数，如表 2。

以上均为在环境温度为 20℃时，测得或求取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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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值。也就是说此时变压器整体的理论温度最高值

为 56.2℃。结合仿真结果，变压器最高温处的温度为

56.8℃，对应温升为 36.8℃，与理论温升相差 0.6℃，在

允许误差范围内，证明了仿真的准确性。

图 7   变压器中线热—流场剖面图

Fig.7 Transformer centerline heat-flow

 field section view

4 结论

本文通过电磁场与热流场的数据耦合仿真，得到了

PCB 型平面变压器的热流场云图，并且以理论计算加以验

证，得到了如下结论 ：

(1) 在处理仿真的网格剖分时，对于例如铜质走线的极

薄、极小部分，可以采用单层网格的剖分技巧，以保证仿

真的顺利与准确 ；

(2)PCB 型平面变压器的热点往往出现在走线处，因

此为了加强该处散热性能需要增大磁芯窗口面积。若想进

一步降低温升，基于热流场原理，水平方向温度梯度较大，

为了有效利用横向散热能力，可以注入水平方向的强制风

冷，使之穿过变压器的窗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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