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型雙通道 2.5A 或單通道 5A μModule 穩壓器可安裝
在 PCB 的背面，從而為數位 IC 騰出了正面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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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諸如 PCIe 板卡等典型系統電路板的正面密集地安裝
了 FPGA / ASIC / 微處理器、收發器、連接器、記憶
體 IC 和 DC/DC 穩壓器，而背面則常常並未使用。這
是因電路板正面和背面之高度限制顯著差異所導致的
常見副作用，電路板規格可能允許安裝在正面的器件
高度達幾釐米，但把安裝在背面之器件的封裝高度限
制在小於 2.3mm。如果通常佈設在 PCB 正面的部件
(例如：DC/DC 穩壓器電路) 可以做得更薄並移至 PCB
的背面，那會怎麼樣呢? PCB 正面的空間將可用于延
伸記憶體或增強電路板 / 給出額外的頂部空間。
LTM®4622 是一款雙通道 2.5A 或單通道兩相 5A 輸出
降壓型 μModule® (電源模組) 穩壓器，其採用 6.25mm
x 6.25mm x 1.82mm 超薄型 LGA 封裝。該器件超低的
高度與焊入的 1206 外殼尺寸電容器相近，故可安裝
在 PCB 的背面，從而騰出了電路板正面上的空間。扁
薄的厚度使其能夠滿足嵌入式計算系統中的 PCIe 和高
級夾層卡等的嚴苛高度限制要求。

在一個簡單並小於 0.5cm2 占板面積的靈活		
雙電源
LTM4622 具有一個 3.6V 至 20V 的寬輸入電壓範圍，
而且它在採用 3.3V 輸入電源時能夠通過配置以低至
3.1V 運作。該器件可調節兩個電壓以實現一款緊湊的
多電源軌解決方案，其中每個輸出可提供高達 2.5A
(3A 峰值) 並能精準地調節 0.6V 至 5.5V，而在整個電
壓、負載和溫度範圍內提供 ±1.5% 的最大總 DC 輸出
電壓誤差。對於高達 5A 的更高輸出電流，只需簡單
地把輸出連接起來以實現均流。
LTM4622 僅需要三個陶瓷電容器和兩個電阻器，即
可構成一款在單面 PCB 上佔用面積不到 1cm2 或在雙
面 PCB 上佔用面積不到 0.5cm2 的完整解決方案。
圖 1 示出了一種典型雙路輸出應用中的 LTM4622 電
路，其顯示了緊湊的解決方案尺寸。該電路採用 12V
輸入工作時的效率和功率損耗曲線示於圖 2。
、LT、LTC、LTM、Linear Technology、Linear 標識和 µModule 是凌力爾特
公司的註冊商標。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產權。

圖 1：1.5V/2.5A、1.2V/2.5A 雙通道的典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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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和圖 6 示出了當配置為兩相均流時 LTM4622 的
熱和均流性能，它是採用了一個 5V 輸入產生 3.3V/5A
(16.5W) 輸出。

圖 2：在 12V 輸入時的效率和功率損耗
(針對圖 1 所示的設計)

圖 5：VIN = 5V、VOUT = 3.3V/5A、TA = 25°C
的熱性能

可靠的高性能調節
LTM4622 採用一種受控的導通時間電流模式架構，
用以在寬電壓範圍內實現快速瞬態回應和環路穩定
性。該器件提供了短路、過壓和過熱保護功能，並利
用跟蹤、軟起動和在預偏置輸出情況下進行啟動的能
力確保了單調的輸出電壓斜坡。它未對輸入電源轉換
速率施加限制。
圖 3 和圖 4 示出了針對圖 1 電路之 1.5V 輸出電源軌
的快速瞬態和預偏置啟動性能。
圖 6：在整個負載範圍內實現準確均流
(VIN = 5V，VOUT = 3.3V/5A)

在較小 PCB 面積可實現較高功率的鏡像佈局
圖 3：負載階躍回應 (圖 1 所示的設計)
[12V 輸入、1.5V 輸出、1.25A 至 2.5A]

LTM4622 的引腳配置是對稱安排的。因此對於那些能
把兩個 LTM4622 並聯使用以提供高達 10AOUT 的較
高電流應用，一個器件可位於 PCB 的正面，而另一個
則映射到 PCB 的背面，從而在儘量縮減 PCB 面積的
同時可增加輸出功率和功率密度。

結論
圖 4：在預偏置輸出情況下進行
12VIN、1.8VOUT 啟動

並聯工作以滿足較高電流應用的要求

超薄的 LTM4622 使得能夠把一個面向單電源軌和多
電源軌應用的高性能穩壓器安放在 PCB 的背面，或置
於 PCB 正面上的緊密空間中。其寬工作範圍、諸多特
點和緊湊的解決方案尺寸使之成為一款高度靈活和堅
固的解決方案。

LTM4622 的電流模式架構實現了可靠的逐週期電流
監視，從而允許通過其兩個輸出的並聯組合來提供高
達 5A 的負載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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