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开发

宽电压输入多路输出开关电源的设计
苏晶晶 1

许志红 2

（1. 宁德师范学院物理与电气工程系，福建 宁德 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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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并制作一款基于 TOP258YN 的永磁同步电动机控制器专用的宽电压输入、多路输
出的开关电源。采用开关电源芯片串联开关管的方法解决高电压输入时开关电源芯片的耐压问题。
介绍永磁同步电动机控制器对辅助电源的要求，介绍高频变压器的设计方法，并详细分析开关电
源的工作原理。实验表明，该电源允许输入电压范围 AC 198V～400V，且能够输出四路不共地的
直流电压，一硬件电路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和稳定性，性能指标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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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universal input and multi voltage output switching power supply based on
TOP258YN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which was used in the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
(PMSM) controller.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fficulty of choosing switching power supply chip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voltage input, an external switch in series means was adopted. The requirements for
auxiliary power supply used in the PMSM controller were introduced, the design method of high
frequency transformer was introduced, the operational principle of switching power supply was
presented in detail. Experiments show that 4 no common ground DC voltage outputs can be obtained
stably in the universal input range of AC 198V～400V. The hardware of this switching power supply has
strong versatility and stability, performance index conforms to design requirements.
Keywords：switching power；PWM；high frequency transformers；multi voltage output
永磁同步电动机控制器通常要求要有多路输出
的直流电压，且各路之间有要有电气隔离。市面上
的适用于永磁同步电动机控制器的开关电源较少，
一般的电源模块只有单路或两路输出，而且不同的
电源模块设计也存在差异，增大电路干扰。因此，
本文选用 TOP258YN 设计变频调速控制器专用的反
激式开关电源，该开关电源能够实现多路输出。
TOP258YN 是一款离线式单片开关电源芯片，
内部集成了高压开关电流源、功率 MOSFET、PWM
控制器、振荡器、故障保护电路等功能，可根据控
制引脚的输入电流实时调整功率 MOSFET 开关输
出的占空比，保持输出电压在稳定状态 [1] 。在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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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65V 供电电压下适合 70～140W 的开关电源设
计，内置的开关管耐压达到 700V。但在某些工控场
合可能不存在中线（即只有三相三线制），此时要求
使用的功率开关管耐压高达 900V，显然普通电源芯
片无法满足 AC 380V 的工作环境 [2-4]；另外，耐压
高的电源芯片型号较少且价格昂贵，增大了成本。
因此，本文在电源芯片的内置开关管上串联一个耐
压达到 900V 的开关管，从而使功率开关管整体耐
压达到 1200V 以上。

1

原理与设计
设计参数：输入 AC 198V～AC400V；输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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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输出总功率 Po=87.5W；估计效率 η =80%；开
关频率 f =132kHz；占空比 D =0.45。
表1

计算临界工作模式下，原边输入电流峰值 Ip 及
其有效值 Iprms 为

多路输出电压及电流
U/V

I/V

地线标号

Uo1

28

0.5

GND2

Uo2

18

0.3

GND3

Uo3

18

1.5

GND1

Ip =

I av_in

， I prms =

D

Ip

3D

由公式 U in Ton = LpIp = npΔB ⋅ Ae ，推导得到电感
峰值 Lp 与工作磁通密度ΔB 为
Lp =

U in Ton

Ip

， ΔB =

U in Ton

np Ae

Uo4

18

1

GND4

Uo5

−18

1

GND4

根据 ETD34 磁心截面积 Ae=97.1mm2，原边匝

Uo6（反馈）

5

1

GND4

数 np=78，求得ΔB。只要ΔB<ΔBmax，认为磁心材料

1.1

高频变压器设计
变压器的设计方法主要有两种：查表法，根据

计算的几何参数查找合适磁心尺寸；面积 AP 法，
通过求解磁心截面积 Ae 与卷线截面积 Acw 的乘积，
选择磁心尺寸 [5]，本文采用该方法。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磁心材料很多，本文选用电

符合要求。其中，D 为当前工作占空比。
主电流和涡流之和在导线表面最强，离导线中
心越近电流越弱，电流趋向导体表面，即离导体表
面越近电流密度越大。由经验公式可计算趋肤深度
ld 为
20℃时， ld = 6.6

阻率低、涡流损耗小且价格便宜的软磁材料 PC40 作
为磁心。PC40 饱和磁通密度 Bs=0.39T，剩磁磁通密
度 B r =0.06T。铁 心材 料 工作 磁通 密 度为 ΔBmax =
Bs − Br = 0.33T 。

为防止磁心材料瞬间饱和，工作磁通密度应考
虑裕量，裕量系数取 0.6。正常工作时，最大工作磁

100℃时， ld = 7.65

f

由表 1 中，副边绕组电流的要求，计算导线截
面积 Ad 及线径 d（导线电流度 ρ =6A/mm2）。
导线截面积 Ad =

通密 Bm=ΔBmax×0.6=0.198T。
根据面积 AP 法公式 [6]，计算磁心尺寸。

f

Io

ρ

单股绕线线径 d = 2

Ad

双股绕线线径 d = 2

Ad

π

1.14

⎡ 1.45Po
⎤
AP = Ae Acw = ⎢
× 104 ⎥
⎣ ηJK u Bm fs
⎦

PT 指变压器的视载功率，PT=Pin+Pout=Pout/η+
Pout=196.875W；Ae 、 Acw 指磁心有效截面积、窗口

原边匝数 Np=78，反馈绕组 N0=2，计算各副边
线径和匝数。
表2

面积；Ku 指磁心窗口利用系数，典型值为 0.4；Bm

Uo/V

指磁心的工作磁感强度；Fs 指开关工作频率；J 指
电流密度系数，取 395A/cm2 。选择磁心 ETD39，
Ae=97.1mm2，Acw=188mm2。
高频变压器最小直流输入电压为
U dcmin = U acmin × 1.414 ≈ 280V

高频变压器原副边匝数比为
n=

U dcmin
Dmax
×
= 56
U o + U f + U l 1 − Dmax

计算原边输入平均电流为
I av_in =

Pin

U dcmin

2π

Io/A

副边各路输出线径及匝数
地线标号

线径/mm

线号

匝数

Vo_1

28

0.5

GND2

0.361

AWG27

11

Vo_2

18

0.3

GND1

0.287

AWG29

7

Vo_3

18

1.5

GND3

2×0.404

AWG26

7

Vo_4

18

1

GND4

0.511

AWG24

7

Vo_5

−18

1

GND4

0.511

AWG24

7

Vo_6

5

1

GND4

0.511

AWG24

2

根据计算结果设计高频变压器，电特性原理图
如图 1（a）所示，Pri-1 指初级绕组第一部分，Pri-2
指初级绕组第二部分，P-sh-1 指初级屏蔽绕组 1，
Bias 指偏置绕组，T.I.W 指三层绝缘线，实物如图 1
（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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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变压器电气特性原理图

图1

（b）变压器实物图

高频变压器

1.2

开关电源硬件电路设计
开关电源硬件电路如图 2 所示，为了方便分析，
将硬件电路分成输入整流滤波电路、开关管串联电路、
反馈电路、软起动电路、钳位电路、保护及其他电路。
1）输入、输出整流滤波电路
输入整流滤波电路由输入交流滤波电路、整流、
电容滤波构成。正常情况下，交流电压经过电容 C1、
扼流圈 T1 抑制市电存在的共模和差模干扰。D1 是全
桥整流器，将交流电转换成脉动的直流电。为了得到
平滑的直流电压，需要经过滤波电容器进行整流，滤
波电容的电容值根据输出功率进行计算，每瓦特对应
3μF 进行选择，由于普通电容最大耐压在 400～450V
之间，因此选用两个 560μF/450V 串联，图 2 中 C2、
C3；为了避免两电容因容量差异、绝缘电阻以及工艺
上的不同使得每个电容的电压不等，导致电容过压击
穿，利用电阻 R4、R5 进行均压。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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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整流滤波电路由二极管、电容、电感构成。
在无反馈的输出部分利用三端稳压芯片进行稳压，同
时可消除纹波。
2）开关管串联电路
直流电压正极接至变压器初级绕组的异名端，外
置 MOSFET 管 Q1 的漏极 D 接至初级绕组的同名端。
Q1 与 TOP258YN 内置的 MOSFET 的漏极相连，在开
关电源芯片内置的开关管导通的情况下，Q1 源极电压
跳变至低电平，Q1 导通。二极管 D3 的作用是限制栅
极与源极之间的电压 UGS，防止 Q1 因过电压击穿。当
TOP258YN 关断时，UGS 失压，Q1 同时关断，瞬态抑
制二极管 D2 确保 TOP258YN 漏极电压保持在 550V，
避免开关管因过压而击穿，损坏的单片开关电源芯片。
外置开关管的作用就是在直流电压高于 550V 时，分
担主回路大于 550V 的那部分电压，将反激电压和母
线电压按要求分配在 Q1 和芯片内置的 MOSFET 上，
提高单片开关电源芯片的耐压水平，满足 AC380 输入
对开关管耐压的要求。
3）反馈电路
为了使变压器副边反馈输出绕组能够输出稳定的
直流电压供控制电路使用，需要设计反馈控制电路。
TOP258YN 的控制引脚 C 是误差放大器及反馈电
流的输入脚，用于占空比的控制，在正常的工作过程
中通过检测输入控制引脚 C 的反馈电流，可自动调整
驱动开关管的脉宽调制信号的占空比，保证反馈绕组
电压稳定。

开关电源硬件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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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电流由 TL431 和光耦 PC817 构成隔离型反
馈电路提供。通过改变 R31、R33 的阻值，可使 TL431
的基准电压始终为 2.5V。当输出电压偏高时，TL431
的 UKA 增大，光耦原边电流增大，因此副边偏置绕
组电流升高；输入 TOP258YN 控制引脚 C 的电流增
大，TOP258YN 输出的控制信号占空比下降，从而
降低输出电压，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4）软起动电路
TOP258YN 的控制引脚 C 除了具有检测反馈电
流功能外，还可利用其连接的电容实现自动重启定
时功能，软起动电路由图 2 中的 C5、C7、R20 构成。
起动时，整流后的直流电压直接加到开关管的漏极
引 脚 上 ， 串 联 的 MOSFET 均 关 断 ， 通 过 连 接 在
TOP258YN 漏极引脚 D 及控制引脚 C 的高电流对起
动电容 C5 充电，当控制引脚 C 上的电压接近 5.8V
时，芯片完 成软起动过 程，单片开 关电源和外 置
MOSFET 开始工作，各副边绕组输出预定的电压。
5）钳位电路
开关电路在工作期间，电源芯片和外部串联的
MOSFET 始终工作在高频状态，当开关管截止时，
高频变压器因存在漏感容易产生尖峰电压，不仅容
易损坏开关管，严重时还会影响 TOP258YN 外围电
路的电流采样以及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图 2 中由 R15、
R17、C4、D5、D4 构成箝位电路，将能量消耗在 R15、
R17 上，限制在开关管上出现的瞬时过电压。
6）保护及其他电路

压、过流故障检测以及自起动的功能。电阻 R6、R7、
R8、R15 用来限制功率，即使输入电压波动时也能维
持相对稳定的过载功率。V 引脚通过电阻 R9、R10、
R11 实时检测线电压，一旦直流输入电压大于一定
值，TOP258YN 将在故障期间停止工作，避免损坏
器件；同时外部限流引脚 X 经 R6、R7、R8 与源极相
连，可将流限降低到接近工作峰值电流；若 V 及 X
直接与源极相连，则禁止限流功能。

2

实验

根据以上设计，完成开关电源的制作并进行实
验测试，如图 3 所示。

图3

开关电源

2.1

测量各副边输出电压
采用多次测量求取平均值的方法，用示波器和
万用表对各路输出的电压进行测量，每组测取十组
数据，计算平均值，结果见表 3。
表3

实际各路输出电压
U/V

地线标号

Uo1

23.74

GND2

Uo2

14.86

GND3

电路。图 2 所示电路，由 C5、C7、R20 构成软起动

Uo3

14.77

GND1

电路，起动时，芯片处于关断状态，通过电容 C5

Uo4

14.77

GND4

充电，一旦控制引脚 C 上的电压接近 5.8V 时，芯片

Uo5

−15.04

GND4

Uo6（反馈）

5.00

GND4

开关电源的保护功能是通过单片开关电源芯片
TOP258YN 来实现的，该芯片集成了故障自起动、
欠压、过压、过流保护功能，有利于简化电源保护

开始软起动，软起动时间大概 17ms 左右，芯片就
能够正常工作。运行过程中，根据流入控制引脚 C
超过内部消耗所需要的电流大小，实时调整脉宽调
制信号的占空比使输出电压达到稳定。反之，如果
电路出现开路或者短路故障时，控制引脚 C 无电流
流入，电容 C5 开始放电，一旦电压跌落至 4.8V 时，
芯片开始重复自起动，开关管关断；当电路恢复正
常时，C 引脚电压提升至正常工作电压后，电源芯
片重新开始正常工作。
TOP258YN 自带电压监测（V）引脚、外部流
线引脚，通过设计合理的拓扑电路可实现过压、欠

2.2

输出电压及控制引脚波形
空载时，通过示波器测量反馈端电压和
TOP258YN 控制引脚波形，如图 4 所示。由波形图
可知，空载条件下，电源芯片内置的开关管的驱动
信号保持一定的占空比，电源芯片工作正常；反馈
绕组输出电压保持+5V。因此，高频开关电源在空
载时工作正常，电压输出稳定。
改变反馈端负载，观察反馈绕组输出电压与控
制引脚 C 的波形，如图 5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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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5 可知，随着负载的增大，由于 TL431 和
PC817 反馈作用，反馈绕组保持稳定输出 5V。由于
负载增大，若电路开环则输出电压出现下降的趋势；
实际上，由于存在反馈环节，在负载改变时，
TOP258YN 的控制引脚 C 流过电流随之发生变化，
芯片内部调整控制开关管通断占空比，补偿因负载
改变所导致 的电压失调 的现象，实 现电压稳定输
出。
图4

空载情况下，反馈端电压及控制引脚 C 波形

3

结论
本文设计一种永磁同步电动机智能控制器的专

用的辅助电源。该电源采用单片开关电源芯片
TOP258YN 通过设计其外围电路，充分发挥电源芯
片软起动、脉宽调制、保护自关断等功能，同时在
电源芯片的漏极引脚上串联 MOSFET 以提高电源
芯片 MOSFET 的整体耐压，实现输入电压范围为
AC 198V～400V。实验表明，开关电源具有较稳定
（a）负载为 100Ω电阻时

的功能性能，满足控制器对直流电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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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负载情况下，开关管漏极电压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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