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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一款新颖的低成本、结构紧凑 USB 型充电器，最近

迅速涌向市场。其优点是具有高达 100w 的功率容量，这

是 USB 型通讯协议支持的供电规格。这批新产品。对比

早期装在较小机壳内的 USB 充电器，能实现更快的充电，

尤其对移动式计算装置的用户极为有利。

该新产品的功率密度令人印象深刻 ：60W USB 型充

电器拥有 20w/in3(1.22w/cm3) 的功率密度。而价格仅

25 欧元。以前，在这个价位的 USB 充电器，其功率密度

最大才 10w/in3(0.61w/cm3)。

这些高功率密度的新充电器，其基础的结构元件为

氮化镓（GaN）三极晶体管。新充电器中，传统的硅

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功率开关，

由 GaN 高电子迁移率（mobility）晶体管（HEMT）所取代，

这是经过试验合乎标准的，GaN 功率开关技术无论在性能

上和价格上均很优越，在功率系统中取代了硅 MOSFET。

的确，GaN HEMT 的应用，就像 USB 型充电器在用

户市场所起的作用一样，对工业、电信、医疗或军用设备

创造了同样的有利条件。由于减少了 AC/DC 功率级，因

发热的功耗较小，对散热器的需求或对 PCB（印刷电路板）

铜底板散热的要求均不高，故 GaN HEMT 可使功率系统

设计者达到更高的利用效率，节约了成本、节省了空间。

此外，在 GaN HEMT 中的低功率损耗，对功率系统提高

开关频率，减小尺寸、重量以及降低磁元件的成本，均提

供了可供首选的方案。

这并不奇怪，目前这一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已激发起

电源工程师们的极大兴趣。

2  HEMT 的工作原理

为了评价 GaN 优化设计时的最大限度潜力，首先必

须了解 GaN HEMT 的基本操作（工作原理）。

这一技术比硅功率 MOSFET 好，因它具有某些显著

的物理性质。当 AIGaN 堆叠在 GaN 之上时，由于两种物

质的极化强度（polarisation）不同，会自然的形成一个

充电层（见图 1）。另一个物理特性是这一充电限制到 3 维，

故在介面建立的是 2 维的充电层（charge sheet）。电子

可自由的在其中移动，不会有半导体物质的任何杂质掺入。

电子的浓缩（集中），取决于极化强度的失配，但可

通过调节 AIGaN 势垒（阻挡层，barrier）的浓度和厚

度予以控制，以便产生具有高迁移率的高性能横向三极

管，但该晶体管具有很低的通态电阻，而通态电阻（on-

resistane）与管芯（die）的面积存在着函数关系。

GaN 和 AIGaND 的介面层，向适当的基底材料方向

外延增长。硅晶片是最通常使用的基底。从而有些供货商

渐渐改变成兰宝石，这是广泛应用于 LED 产业中的材料。

二者之中，要么制造方法基于低成本的制造，要么基于已

确定的工艺过程和容易得到的设备。

为了使晶体三极管转换成非正常（normally-off）的

器件，各个制造厂商采用了不同的途径。在 AIGaN/GaN

材料的结构中，以所谓加强式（enhancement mode）

器件建立了栅控势垒（gate-controlled barrier）。其它器

件是通过附加栅地 - 阴地（共射 - 共基）放大器（cascod）

串联低电压 MOSFET。

直到最近，GaN HEMT 的制造厂家已经关注于合适

的高价、变压系统的电源器件上，其中 GaN HEMT 比硅

图 1  GaN HEMT 的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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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FET 较高的元件成本，容易由 GaN 技术提供的功率

节省与尺寸减小来补偿。现在，基于 GaN 的紧凑 USB 型

充电器在应急备用时所显示的优越性，GaN 技术还可构建

100w 以下可持续发展的低成本功率系统供电源。

3  在低电压系统中的普及型变换器拓扑 

选用一个好的电磁设计原理和在二次侧上保留二极

管，当向满负载供电时可能达到约 85% 的效率。

在 AC/DC 电源供给 100w 以上负载时，回授（反

馈）变换器（flybackyconverter）是一种短缺而罕见的

功率拓朴。这一拓朴使用了一个隔离的降压 - 升压（buck-

boost）电路，其最简单的形式是由电感线圈任何一侧的 2

个功率开关组成的。

当优化回授变换器的效率时，设计者必须考虑到在

AC/DC 功率级中对损耗产生影响的很多因素，包括①一

次侧 FET（场效应晶体管）的开关损耗和传导损耗 ; ②二

次侧的二极管损耗 ; ③与回授变压器和原边电压缓冲网络

中的泄露电感有关的损耗 ; ④在回授变压器的铜损耗，包

括与集肤效应（skin effect）和绕组附近相关的各种损

耗 ; ⑤磁芯的损耗 ; ⑥与输入和输出电容器的等值串联电

阻（ESR）有关的电阻损耗。

藉选用一个好的电磁设计原理和在二次侧保留二极管，

当供电满负载时，可能达到约 85% 的效率。设计者在低压

二次侧以硅MOSFET取代二极管，则能提高效率几个百分点。

为降低在原边 MOSFET 的损耗，通常利用准谐振

（guasi-resonent）回授 AC/DC 变换器。该准谐振回授

AC/DC 变换器是在间断的导通方式下运行。这里，通过

二次侧的电流达到零，而在原边（一次侧）开关接通之前，

二极管（或 MOSFET）处于断开状态 ; 当原边电感线圈的

电流斜线上升时，能量储存在回授变压器中。

在周期期间，原边和付边开关均断开时，由于波节

（node）的电容和原边电感的结合，原边 MOSFET 的漏

泄电压（Vd）产生张弛振荡（relaxation oscillations）。

对于原边开关接通的定时，可以对准这些振荡的低压波谷

（trough），因为开关损耗与漏泄电压的平方是成比例的，

在这准谐振方式下的开关操作，结果是比原边开关中的损

耗低很多。这一运行方式下的漏泄电压波形如图 3 所示。

图 2  由非隔离降压 - 升压的回授函数降压的演变形式

图2a中简单的电感线圈，由一隔离耦合的电感线圈（所

谓的回授变压器）所取代，如图 2c 所示。在这一变压器中，

配置的二次绕组是为了产生一个正的输出电压。对于来自

交流电源的 AC/DC 变换器的操作而言，初始的桥型整流

器和大容量（bulk）电容器，产生了直流的输入电压 Vg。

当由 220V 的交流输入时，这一 Vg 值为 300V 左右。

可以配置回授变压器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之间的匝数

比（N），以便按照要求提供如输出电压低至 3.3V 那样的

急剧压降，且在开关周期内能保持可行的工作比（duty 

cycle）和一次与二次开关均可准时的开关操作。

图 3  在准谐波回授变换器运行期间，

原边 MOSFET 的漏电压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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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准谐振开关，一次侧硅 MOSFET 和二次侧同步

MOSFET 的回授变压器，其效率在额定负载下约为 91%。

虽然在漏电压波形的波谷切换一次测的 MOSFET 可

有效降低损耗，但剩余的开关损耗仍保留着。因为横跨在

MOSFET 上的电压依旧显著。

4  当 GaN 取代硅时，效率的提升

用 GaN HEMT 取代准谐振拓扑中的硅 MOSFET，

可更多的降低原边的损耗。由于 GaN HEMT 很高的电

子迁移率和很低的通态电阻，对比相同电压、电流定额

的硅 MOSFET，它能做得更小。这就意味着输出的容

量（capacitance）将会更低，且能提供更快的开关时限

（switehing edge）也将导致损耗更小。

得益于 GaN HEMT 使效率改善的程度，已从源自功

率器件汇总（power integration，缩写 powi）中创新开关

（InnoSwitch3）生产线汇集的性能参数上得到了验证，在

2019 年，功率器件汇总（powi）就包含了 InnoSwitch3

生产线内部开发的 GaN 技术（简称 powi GaN）。

图 4 所示为利用 powi GaN 技术达到了原边（一次侧）

开关的损耗下降。这一性能的改善归因于 powi GaN 的接

通与断开操作几乎是瞬时的，此外，与类似的有同样通态

电阻的硅开关比较，powi GaN 做成的器件尺寸要小很多。

InnoSwitch3 是完全的准谐振回授级，也是完全符合低成本、

高效率且结构紧凑的功率回授级，诸如 USB 型充电器中的

那些一样。当运行功率达到 100w 时，基于 InnoSwitch3

拥有 powi GaN 技术的回授变换器，效率可高达 95%。

图 4  用于 lnnoSwitch3 功率级的硅 MOSFET 和

powiGaN 开关，其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的比较

选择有 powi GaN 技术的 InnoSwitch3 理由不仅是

具有高的效率，而且在实现电源设计时能简单利用这些产

品，又可提供综合的多种如下功能 ：①高电压的原边开关 ；

②原边的控制器 ；③用于同步调正的副边控制器 ；④创新

的磁通链（fluxlink）隔离技术，该技术可取代光耦合器

（Optocoupler）。

5  实际的全球应用

认识到准谐振回授变换器拓扑中 GaN 技术的优越

性，未来的电子技术已开发出新的 GaN 拓扑版（Tobo 

board），为潜在的用户提供了有力的标准设计，这些用户

是已考虑将 InnoSwitch3 产品用于工业的辅助电源中。

结构紧凑的拓扑板设计，规定用于周围温度 60℃以下

的工业环境和 60w 以内的功率等级。

GaN 拓 扑 板 合 并 了（InnoSwitch3-pro）， 通 过

表 1: 拥有 powi GaN 技术的 InnoSwitch3 产品

创新开关（InnoSwitch3）3cp PowiGaN 目标应用 最大漏 - 源电压定额（V）
功率定额

85-265VAC(w)
INN3278C-Hxxx 规格 8

恒功率与恒压 / 恒流（cv/cc） 750
65

INN3279C-Hxxx 规格 9 75
INN3270C-Hxxx 规格 10 85

InnoSwitch3）3-EP PowiGaN 目标应用 最大漏 - 源电压定额（V）
功率定额

85-265VAC(w)
INN3678C-Hxxx PowiGaN

恒功率与恒压 / 恒流（cv/cc） 750
65

INN3679C-H60x 规格 8 75
INN3670C-H60x 规格 9 85

InnoSwitch3）3-EP 规格 10 目标应用 最大漏 - 源电压定额（V）
功率定额

85-265VAC(w)
INN3378C-H302 规格 8

恒功率与恒压 / 恒流（cv/cc） 750
65

INN3379C-H302 规格 9 75
INN3370C-H302 规格 1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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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C 界面能提供数字式可编程的功能。该标准设计能在

5v~20v 之间，提供可编程的输出电压和高达 3A 的输出电

流，峰值效率为 95%。

借助插入板，提供 I2C 到 USB 的界面，GaN 拓扑版

的用户可进行编程 ; 另一方面，利用附加的插入式控制板，

标准设计支持 USB 型充电器的操作。通过回授变压器和

大容量电容器的变换，标准设计也能满足 30w 定额的功率

要求。还可以用 GaN 拓扑板进行革新改造。最后，该标

准设计对构建自由式充电也是有效的。

原文出处 ：（英）David Woodcock， GaN transistors 

in AC/DC Coneverters supplying loads upto100w，

《electronicsworld》（电子世界）2020.NO.12  P.36~P.39

上接176页

其谐波影响下的系统特性，建立谐波影响下的 S/SP 补偿

网络基波阻抗等效模型并针对其给出基于线圈匝数的优化

设计方法，通过优化线圈绕组损耗的方式优化设计磁耦合

系统的结构参数，具体包括线圈匝数，线型以及磁芯的结构。

最后，通过理论计算和电路仿真对比验证该线圈优化设计

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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