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参考DI-89
®

使用LinkSwitch
设计的2 W低成本恒压适配器电源
应用

器件

输出功率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拓扑结构

适配器

LNK362P

2W

85-265 VAC

6.2 V

反激式

设计特色
•
•
•
•
•
•
•

低成本、元件数目少的恒压解决方案 — 20个元件
专利的IC设计及变压器绕制技术可以实现漏极节点
无箝位 设计(Clampless™)
±5%精度的过温保护阈值 — 具有迟滞的自恢复特
性 — 保证PCB板温度在安全范围内
自动重启动：输出短路及环路开环时提供保护
IC爬电距离大于3.2 mm：在高湿度的应用环境防止
拉弧现象发生
轻松满足所有外部电源(EPS)能效标准要求
拥有足够的裕量满足CISPR-22 B级EMI要求

工作方式
使用LinkSwitch-XT的反激式变换器（图1）可以提供2 W
的经过精确稳压的恒压输出。同时满足所有能效标准
（CEC外部电源）中关于带载效率及空载功耗的要求
（见图2及图3）。

二极管D1至D4对交流AC输入进行整流，得到的直流
DC电压由C1和C2电容滤波。L1、L2、C1及C2组成传
导EMI滤波器。电阻R1用于抑制滤波器的振荡。由于
开关频率调制以及变压器绕制中采用了PI的E-Shield ™
屏蔽技术，该设计满足EN55022 B级的传导EMI要求，
并具有足够的裕量（见图4）。可选的Y电容C4用来提
高批量生产中EMI的可靠性。
该电源在变压器T1中还采用了PI的无箝位 (Clampless)
变压器技术。U1中的MOSFET关断时漏感引起的电压
尖峰由初级绕组的电容进行箝位。因此，此变换器的
漏极节点不需要任何初级箝位元件。
当电源从空载加载到最大功率(2 W)，LNK362P (U1)利用
流入到反馈引脚(FB)的电流进行“丢”开关周期操作来
调整输出电压。如果输出过载且在40 ms内没有反馈信号
（<49 µA的电流），则U1进入自动重启动工作模式。在
自动重启动模式，如果在40 ms的开关使能时间内没有反
馈信号，MOSFET开关在每800 ms内开关40 ms。

图1. 使用LNK362的输出6.2 V、322 mA的2 W低成本反激式恒压适配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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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点
•

PI Xls给出了所有用于变压器T1生产制作所需的参数。

•

功率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必须采用两层绕制，确保足够
的匝间电容实现无箝位 工作。

•

本设计中的反射电压(VOR) < 90 V（实际为74 V）用来
实现无箝位 工作。

•

由于该电源使用了无箝位 的漏极节点，因此当反激电
压尖峰出现时要确保最大漏极电压不超过650 V。

•

初级电流的纹波部分与峰值部分的比值(K P)要大于1
（确保非连续导通方式工作），从而降低传导EMI。

•

最大工作磁通密度(BM)小于1500高斯以消除音频噪音。

图2. 输入电压变化时的空载输入功耗

图3. 输出功率（25、50、75 及100%负载）不同时的带载
效率，用于满足CEC外部电源能效要求

图4. EN55022B标准的传导EMI结果：满载、115 VAC/60 Hz
的输入电压，输出接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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