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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BLDC与进电机驱动电路

一体化控制器的新技术 
New technology to realize BLDC and feed motor

 drive circuit integrated controller

叶云燕

摘 要：本文先从单芯片电机方案实现高性价比电机驱动器与新型三相BLDC电机智能驱动芯片二大应用热点作分析说明,

然后再导引出伴隨其发展能实现BLDC与进电机驱动电路一体化控制器新技术趋势作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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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from the single chip motor scheme to achieve cost-effective motor driver and new 

three-phase BLDC motor intelligent driver chip for analysis and illustration, and then guide with 

its development can achieve BLDC and motor drive circuit integration controller new technology 

trend for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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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大趋势下，业界对推动

智能化设备的应用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其中不乏包括作为

动力的智能化电机控制芯片也能与时俱进。这是因为随着

人们生活、工作需求的转变，以及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电

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比如，实现家庭自动化的空调、

洗衣机、冰箱、清洁设备，实现办公自动化的 IJP ／ LBP

／ MFP 打印机、扫描仪，实现工业自动化的 ATM 机、自

动售货机、游乐设备、监控摄像头、机器人，各类服务器

风扇、鼓风机、通风风扇、吊扇，以及数码相机、玩具、

电子门锁、5V USB 或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等，在这些仪

器或者设备中都少不了电机的身影。

如果将这些电机按工作电源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交流

电机和直流电机。在直流电机中，比较典型的有 ：有刷直

流电机、无刷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不同的电机特性对应

不同的应用场景，比如针对小型打印机、微型扫描仪，以

及一些小的智能化终端来说，操作简单、功率低的小型步

进电机就能满足系统设计要求，其中 40V ／ 2A 的步进电

机驱动方案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今不少著名国内外厂商在具有数

十年电机驱动开发经验和拥有超过数百种电机驱动产品线的

基础上，于是新型面向小型步进电机市场的高性价比的单芯

片电机方案与新型三相 BLDC 电机智能驱动芯片脱颖而出。

然而随着各业各业数字化变革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

兴业态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那就是要选择具备产品组合

的方案，即要有一个通用的控制芯片来实现不同电机产品

的控制，能够更高效更敏捷解决此类热点与痛点。

值此本文将先从单芯片电机方案实现高性价比电机驱

动器与新型三相 BLDC 电机智能驱动芯片二大应用热点作

分析说明，然后再导引出伴随其发展能实现 BLDC 与进电

机驱动电路一体化控制器新技术趋势作研讨。

1  单芯片电机方案实现高性价比电机驱动特征

与应用

* 那么什么是单芯片电机解决方案？ 众所周知，高集

成度是电机驱动产品线的重要特色之一。以步进电机驱动

为例，无一例外地将逻辑控制、门驱动和功率驱动部分集

成到一颗芯片中，这就是单芯片电机解决方案。为什么要

用单芯片电机解决方案呐？这是因为大多数现有的电机驱

动器需要相当多的外部组件才能运行，但近年来，客户对

具有较低总材料清单（BOM）的成本要求有所增加，所以

市场需求推出这种高集成度的解决方案。

那么为什么能将该芯片做到最小封装和高性价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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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采用主流的 BiCD-0.13μm 工艺，而 QFN32 的封

装只有 5mm×5mm，却能在驱动一个电机的同时实现最

大化减少的外围器件中使用。

* 那单芯片电机解决方案怎么实现呐？

首先，在此方案中，采用了高级电流检测系统 (ACDS)

技术来实现高精度恒定电流的电机驱动，减少了电流检测

电阻的使用，而在常规传统方案中，两颗电流采样电阻的

面积几乎与此方案一样大。

其次，此方案中集成了内部时钟，在系统设计时无需

增加外部振荡器就能实现二次振荡，对比常规外挂式振荡

器，还能省去用来匹配的 1 个电阻和 1 个电容。

再者，还采用单电源供电，支持 4.5V-34V 的电源输入，

适用于采用 24V 电压驱动的应用以及采用 12V 驱动的应

用，内部集成三端稳压器，省掉了常规三端稳压器外置的

滤波电容的及用。

最后，步进电机驱动电路通常由两个 H 桥组成，两个

高边采用 PMOS，两个低边采用 NMOS，但这种方案的

导通电阻往往比较大，这是常规传统拓扑的缺陷。为此新

型电机驱动产品的方案的导通电阻只有在 1Ω 左右。因为

导通电阻大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电流越大，发热就越高。

所以，为了降低导通电阻，现采用了全部是 NMOS 的方

案，将导通电阻降到 0.8Ω 来满足小封装下的良好散热需

求。但如果高边和低边全是 NMOS 就需要增加电荷泵电

路来做高边驱动，这又会增加系统设计的复杂性，因此在

新型电机驱动产品的方案中的高边内置了电荷泵。图 1 从

左到右为常规方电机驱动产品方案与新型方案的比较。从

中可知新型单芯片电机解决方案可降低成本、安装时间及

PC 板面积。

就能驱动一个尺寸为 42mm×42mm 的四二步进电机及

以下的产品，而如电流检测电阻、外挂式振荡器和与之匹

配的频率调制阻容元件、外置的三端稳压器和与之匹配的

滤波电容等周边元器件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这对于系统

厂商而言，不仅可以节省 BOM 成本，还能节约 PC8 的布

板空间。

此外，作为系统级芯片还自带过流保护、过温保护、

欠压保护等保护电路功能。驱动电流衰减模式方面，混合

衰减、慢衰减、快衰减和自动的混合衰减模式可自由选择。

因此，如果正在寻找一种简单、小巧、价格有竞争力的步

进电机驱动方案则它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上例单芯片电机方案实现高性价比电机

驱动的控制芯片已在国内外问世应用，其中尤为典例的是

东芝产的 TB67S539FTG 型。

2  新型三相 BLDC 电机智能驱动芯片应用特征

2.1  应对新的挑战

在过程控制反复应用实践中，人们需要的交直流电机

应具有寿命长、较少维护以及效率高等应用特征的广泛应

用。则新型无刷直流电机 (BLDC) 的呈现与应用正能应对

这新的挑战并与之相匹配之潮流。这是因为 (BLDC) 是用

于 DIY( 自己动手制作 )，以及专业级电池供电相关电机产

品之中，如电动工具、园艺工具、商用及消费性多轴飞行

器、电池供电家用电器、机器人、低速电动车等。这些产

品中使用了不同类型的电机和控制策略，但其电压、扭矩、

产品规格参数等均不相同，那么有没有一个通用的控制芯

片来实现不同电机产品的控制呢？回答是有，如今这新型

三相电机智能驱动芯片呈现，是一个智能三相电机控制栅

极驱动器，能用于各种不同场合的电池供电的电机控制应

用。它是栅极驱动器可支持 12-48V 级的电池供电应用场

合，此芯片具有完全可编程设计能力，可以通过大量的参

数配置，实现多种 PWM 控制以及制动模式控制，并具有

完备的保护功能，如过电流、过热、堵转检测等。

据此需了解 ：此三相电机智能驱动芯片的整体架构、

特性，以及其创新的栅极驱动能力，并通过其图形用户界

面（GUI）工具方便地进行设计以及在线调试 ；同时现有

的参考评估板也可以让设计人员快速地实现产品设计，加

速产品上市周期。

图 1 从左到右为常规方电机驱动产品方案与新型方案的比较

如此，新型单芯片电机解决方案仅需配置一个电容器

的情况下 ( 一个大电容、一个小电容组合成一个滤波电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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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三相电机智能驱动芯片的设计架构

用于电池供电型 BLDC 电机控制的三相电机控制栅

极驱动器 IC，是最新推出的三相电机控制栅极驱动器 IC。

可用于开发使用 BLDC 或 PMSM 电机的高性能电池供电

型产品，应用包括无线电动工具、 园艺电动产品和自动引

导车等许多应用场合。它具有 50 多个使用 SPI 接口可编

程的参数，可完全参数化配置，以驱动各种 MOSFET，

得到最佳的系统效率。

三相电机智能驱动芯片采用 48 引脚 VQFN 封装，具

有很大的灵活性，其工作电压为 5.5-60V，可配置的栅极

驱动灌电流和拉电流，最高达 1.5A，能够有效驱动各种

MOSFET，以完美适合各种应用场合。得益于内置双充电

荷泵，它的栅极驱动器电源电压可设置为 7V、10V、 12V

或 15V，即使在低电池电压下也可以调节。栅极驱动器参

数亦可调整，能够控制压摆率，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系统的

电磁干扰。所有设置都可以通过简单易用的 GUI 快速更改。

其图 2 为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应用架构示意图。

300mA 的低噪声数字电源。作为系统级设计时，可以灵

活选择供电方式，如 ：降压或线性稳压器输出为外部组件

(MCU、霍尔等 ) 供电，为配套的 MCU 提供电源，从而省

去了所需要的电源配置。

图 2 为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应用架构示意图

2.3  三相电机智能驱动芯片应用特征

* 电源架构丰富   集成降压调节器仅需一个外部电容

和电感来为电机中的微控制器和霍尔传感器供电，从而进

一步减少了外围器件和所需的 PCB 空间。高性能电动工

具通常还需要使用精确的 ADC 参考电压进行高精度的电

流测量。采用先进的线性功率调节器架构，由内部降压转

换器供电，可在任何输入和输出条件下提供最佳信号质量，

同时优化电源效率。

从图 2(a)、图 2(b) 芯片内部电源管理架构图可以

看到，内部集成高效同步降压 DC-DC 转换器为整个系

统提供高压供电，输入电压范围宽至 5.5-60V，如果当 

PVDD ≥ 9.5V，VDDB 能够提供高达 600mA 的电流，

同时配备由降压转换器输出供电的线性稳压器可提供高达

图 2(a) 控制器芯片内部电源管理架构图

图 2(b) 控制器芯片内部电源管理架构图

* 可调节的栅极驱动参数  系统中的供电由降压稳压器

供电，为所有三相高 / 低端侧驱动器提供偏置电源。基于

电荷泵的三相栅极驱动器支持 100% 占空比输出， 同时得

益于双充电荷泵设计，它的栅极驱动器电源电压，可以通

过 SPI 参数设置为 7V、10V、12V 或 15V，即使在低电

池电压下也允许驱动标准电平的 MOSFET。高低侧栅级

驱动能力高达 1.5A，内置可调节的驱动电流设计，这也是

通过 SPI 参数设置来实现调节，可以配合 MOSFET 实现

系统最佳的效率，以实现不同功率等级应用。除了能够选

择栅极驱动器拉电流和灌电流之外具有创新和独特的驱动

转换速率控制功能，通过控制栅极驱动电压的上升斜率和

上升下降时间，以优化电池供电应用中的 EMI 和开关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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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霍尔传感器比较器，这样可以实现可调节的保护参数设置

以适配不同的系统功率、不同故障保护阈值设置。

动态优化 dv/dt 能够以最佳性能使用 MOSFET。这可以

极大降低开关损耗并有利于工作频率提升。

*PWM 模式以及制动方式  可提供 4 种不同的 PWM

模式和一个变种模式，以满足不同的 MCU 需求。第一种

模式是 6PWM 模式，通过使用来自 MCU 的 6 个 PWM

信号以最经典方式驱动栅极驱动器。还具有其他 3 种模式，

通过智能化来简化 MCU 侧的 PWM 生成。这些与集成的

保护功能一起，为驱动器应用带来了高可靠性和更快的开

发过程。智能死区时间控制将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

生击穿。高度可配置的制动模式提供对电机或系统事件实

现安全响应。不同的 PWM 模式是通过 SPI 来设定。

而在制动时将在制动事件发生时将栅极驱动器输出设

置为预定义状态，在与 MCU 集成时，可以通过内部和外

部的双重制动，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外部的制动即是由

外部 MCU 或系统中的任何其他故障源处理。该控制器芯

片提供以下几种制动模式，如图 3 所示。高侧制动——所

有上管导通，下管关断 ；低侧制动——所有下管导通，上

管关断 ；交替制动——在高侧和低侧制动之间交替进行 ；

高阻——所有输出均设置为高阻抗。

图 3 所示控制器芯片为可提供的制动模式

逆变器的直通问题需要极度关注，死区时间的智能化

处理也是有效防止器件直通的有效手段，死区时间可以编程

设定，上升沿死区时间和下降沿死区时间可独立编程 ( 通过

SPI 实现 )。在编辑设定死区时间时，需要确保死区时间足

以满足转换速率的配置和所选择的 MOSFET 的要求。内部

集成了 3 个具有可调偏移和增益的运算放大器，可用于通

过分流电阻器测量逆变器中的电流。如图 4 所示，它支持单、

双或三组分流检测。同时具有 3 个可调节抗尖峰脉冲功能

图 4 支持单 (A)、双 (B) 和三 (C) 组并联电流检测配置

其中 OCP 过流保护是电机应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

保护特性， 其内部的 OCP 比较器机制具有集成高精确的

DAC 基准电压，正 OCP 和负 OCP 功能，PWM 截断，带

抗尖峰脉冲定时器，故障触发事件配置等。当然 OCP 过

电流保护也存在如下位置 ：如在分流或 Rdson，DVDD，

LDO OCP，降压转换器 OCP 等位置。同时芯片供电的

UVLO 也没有缺失，如 PVDD、栅极驱动器电源、DVDD 

LDO 的欠压锁定保护，以及系统层面的过温报警和保护关

断，可配置看门狗、基于霍尔传感器输入的转子锁定检测，

存储器故障这些一起为电机控制实现系统化集成保护，提

升了电机系统的可靠性。对于故障保护的响应，也可以通

过软件配置，如制动、高阻、锁存或不锁存故障以适合不

同的应用需求。

* 图形用户界面 (GUI) 工具 

电机驱动控制设计提供 GUI 工具，用户可以通过 GUI

界面实现器件的选择，参数的任意配置，这些只需要通过

参数写入即可以实现可视化的参数配置和效果，大大简化

和节约设计时间。调节后的参数可以存储在 OTP 中。完成

OTP 操作后，还可以通过 SPI 命令更改一些配置，可提供

高达 50 个参数可以通过 SPI 配置。利用 GUI 和 SPI，即

使是非专业电机控制设计人员也能轻易利用 6EDL7141

设计出优秀的电机控制系统。

2.4  小结

三相智能电机栅极驱动器以完善的集成度，多种集成

功能，可大幅减少外部组件数量和成本，包括内置电源转换



176 2022.10·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2.10 177·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器、智能驱动、传感检测，全面的保护提升可靠性，可配置

的参数实施，为电池供电的电机驱动应用提供了方便快捷的

设计，缩短产品设计开发周期和上市时间。应该说三相电机

智能驱动芯片在国内外工控领域获得应用，其产品在国内外

著名厂商已问世，如英飞凌 6EDL7141 是一典例。

3  后话 -实现 BLDC 与进电机驱动电路融合一

体控制器新趋势

（1）上述三相智能电机栅极驱动器与单芯片电机解决

方案是新型技术的控制器，而且获广泛应用。但随着智能

化技术的新发展对电机控制器解决方案提出新要求。尤其

是希望实现 BLDC 与进电机驱动电路为融合一体化的融合

控制器的开发与应用。

据此一种使用旋转变压器的电机控制方案是实现该目

标的旋转变压器的电机控制方案新技术脱颖而出。那么它

的应用特征是什么呐？

（2）使用旋转变压器的电机控制方案应用特征

新型电机控制方案提供具有旋转变压器位置控制功能

的步进电机解决方案和可选的 BLDC 电机解决方案。其步

进电机解决方案实现了用于办公自动化和工业应用的高性

能电机驱动装置，例如可用于扫描仪、多功能打印机和自

动存款机。同时 BLDC 电机解决方案实现了用于自动引导

车 (AGV)、小型车、服务机器人和机动自行车应用的高性

能电机驱动装置。这两种电机解决方案均包含一个带内置

旋转变压器的马达、MCU、旋转变压器数字转换器、电机

驱动器，以及用于电机和控制电路的电源 IC。图 5 为实现

BLDC 与进电机驱动电路为融合一体化的融合控制器架构

框图。

从图 5 可知可该系统优势是使用包含软件的整体解决

方案来提高开发速度。通过将光编码器来降低 BOM 成本

具体特征 ：

* 步进电机解决方案   通过带有旋转变压器位置信息的

伺服控制实现无失步。实现无失步裕度，最大程度地提高

电机扭矩，缩小电机尺寸，并通过减少齿轮（减速器）来

降低 BOM 成本 ；通过减小转矩纹波的伺服控制实现低噪

音和低振动。通过减少阻尼器和缩小系统尺寸来降低 BOM

成本 ；通过用最小所需电流控制扭矩来减少功率消耗。通

过降低电机的热量产生来降低冷却系统和 BOM 的成本。

*BLDC 电机解决方案  使用高精度位置信息和高分辨

率旋转变压器，通过伺服控制来实现精细运动 / 停止控制；

通过提高位置分辨率和优化速度响应，来抑制旋转不均的

情况并减少造成震动的波纹。甚至可以在高速的情况下抑

制震动 / 振动，并快速移动到目标值 ；该旋转变压器由铜

板或钢板制成，无需精密零件，因此不易断裂，并且经久

耐用。在任何环境下（如热、油、灰尘和强振动）保持传

感器的功能和性能。

* 目标应用 ：自动引导汽车 (AGV)、小型汽车、服务

机器人、办公自动化及工业应用等。

图 5 为实现 BLDC 与进电机驱动电路为融合一体的旋转变压器的电机控制方案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