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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DC-DC 电源模块
电源管理已成为电信、网络和计算应用领域的关键问
题。所涉及的考虑因素不仅仅是简单的效率计算，还要
求数据中心、电信中心办公室、云基础架构和超大规模
设施的开发人员充分考虑热管理和负载管理等因素。

关重要的内部控制回路设计（传统上是模拟工程师的工
作领域）现在也可以使用数字技术实现。电源的通信、
监测和控制也都可以通过行业标准 PMBus® 命令协议来
实现。

数字控制技术为您提供了一种实现监测和管理功能的全
面解决方案。电压、电流、功率和温度的监测使您能够
测量系统的功率需求，并主动控制电源单元。此外，在
临近关机点时这些监测功能还可配置生成报警信号，从
而改进系统可靠性、提升正常工作时间。

在设计阶段，数字控制意味着可以根据系统/应用需要对
电源单元进行最优化配置，这跟模拟控制电源单元相比
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在运行过程中，电源系统可以根据
工作条件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全部为实时调整。

数字和模拟转换器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具有相似的
功率开关装置和磁性结构（电感和变压器）。但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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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数字分布式电源架构能够在系统设计、管理和监测
功能方面实现更高的灵活性和更大程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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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特生数字 DC-DC 转换器

数字控制和监测实现了很多模拟控制模块所没有的功能，包括：根据应
用自定义的过流保护限值、温度警告级别、故障状态上报、输出电压修
改、以及实时功率和效率监测，这些全部是通过 PMBus 接口实现的。
例如，某些处理器有推荐的供电电压启动特性要求，这可以通过数字配
置实现，并应用于 DC-DC 模块。此外，还可以修改控制环路，以准确
适应系统负载的瞬态特性要求。

隔离 DC-DC 模块
这些单输出隔离模块具有优秀的散热性能，再结合增强的预偏置启动能
力，使这些模块成为数据处理和电信应用的理想选择，尤其是那些向非
隔离模块供电的应用。
模块的开放式设计针对强制通风或传导散热进行了优化，可以选配铝基
板用于增强散热性能。
雅特生的隔离数字 DC-DC 转换器外形纤薄，是板间间距要求苛刻的系
统的理想选择；开放式型号的安装高度为 0.43 英寸（11 毫米），而基
板式版本则要求 0.52 英寸（13.3 毫米）。
/8 砖和 1/4 砖电源模块符合行业标准 PMBus 接口 、DOSA 标准封装，
使您可以相应扩展应用所需的电源模块，功率涵盖从 300 至 700 W 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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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特生正在不断扩展标
准电信砖式模块封装和
引脚配置的数字
DC-DC 转换器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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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300
• 36 – 75 V 输入范围
• 高达 26 A 输出电流
• 11.7 V 输出电压
• 典型效率为 95.2%

ADQ500
• 36 – 75 V 输入范围
• 高达 42 A 输出电流
• 12 V 输出电压
• 典型效率为 96%

ADQ700
• 40 – 60 V 输入范围
• 高达 58 A 输出电流
• 12 V 输出电压
• 典型效率为 96%

LGA80D 200 W 非隔离单元
LGA80D 采用 1 x 0.5 英寸 (25.4 x 12.5 mm) 的封装尺寸，可用额定电流
密度属业内最高之一。这款创新性的电源模块可提供两路 40 A 输出，既
可以配置为单路 80 A 输出，也可以两路完全独立地控制。此外，还可以
通过并联最多四个模块来提供更高电流的单路输出，最高可达 320 A。
LGA80D 的宽范围输出调节功能（0.6 – 5.2 V）使其适合于各种类型的半
导体设备。
雅特生 LGA80D 模块的典型效率为 95.5%，为此类产品的最高效率之
一。当冷却气流为 200 lfm（1 米/秒）时，模块在环境空气温度 70 °C 时
开始降额。

200 W
LGA80D
• 7.5 – 14 Vdc 输入电压
• 高达 80 A（两个 40 A 通道）输出
电流
• 0.6 – 5.2 V 输出电压
• 典型效率高达 95.5%

评估套件
雅特生提供两种用于数字 DC-DC 模块系列的评估套件，可以涵盖隔离和
非隔离模块。借助这些评估套件，您可以用随附的 PMBus 接口适配器和
线缆将演示板连接至计算机上的 USB 插槽，以控制和监测 DC-DC 模块
参数。
演示板的硬件功能让用户通过简易的拨码开关设置即可使能和选择输出
电压。演示板还提供有电压和纹波测量点。隔离演示板可以连接至非隔
离演示板，使您可以全程通过数字控制来测试完整的 DC-DC 转换过程，
从系统级的 48 V 直流输入一直到处理器侧的低电压。

隔离：单个演示板可以与所有三个隔离
模块配合使用。

/8 砖和 1/4 砖电源模块符合行业标准 PMBus 接口 、DOSA 标准封装，使
您可以相应扩展应用所需的电源模块，功率涵盖从 300 至 700 W 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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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隔离：演示板配备两个 LGA80D 模
块，可测试独立通道和模块堆叠运行。

雅特生科技生产的产品范围非常之广泛，涵盖了计算、存储和网络市场领域的各个方面。
其中包括前端 AC-DC 和 DC-DC 电源、隔离式砖型 DC-DC 转换器，以及非隔离点负载
(POL) DC-DC 转换器。
雅特生科技是高可靠性电源转换解决方案设计和制造领
域的全球领导者，其解决方案适用于多种行业，包括通
信、计算、消费品、医疗、航天和工业自动化。

率范围从 3 W 到 800 W。雅特生科技还提供三个根据应
用优化的产品系列：非隔离 DC-DC 转换器、非隔离内
存电源和处理器电压调节模块 (VRM)。

雅特生科技是世界最大、最成功的电源公司之一，旗下
还拥有著名品牌 Astec。我公司提供的标准型 AC-DC 产
品系列涵盖 3 W 到 24 KW 功率范围，包括开放式和封
闭式型号、高度可配置的模块化电源、机架安装式大容
量前端电源、DIN 导轨电源、外置电源适配器以及 LED
照明电源。这些产品大部分都提供有已通过医疗认证的
版本，而且大部分高功率型号内置有丰富的智能化功
能。

作为低功率开关模式适配器的先锋，雅特生科技为几乎
所有主要手机供应商设计和制造解决方案。随着旗下成
本竞争力最佳的工厂充电器出货量达十亿以上，雅特生
科技一直努力提升自己，通过新的平台、自动化制造方
法以及卓越的质量和可靠性来满足下一个十亿充电器出
货量的需求。

雅特生科技作为分布式电源应用行业领导者，生产种类
繁多的 DC-DC 电源转换产品。其中包括隔离 DC-DC 转
换器，涵盖从 1/16 砖到全砖的行业标准尺寸，额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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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多年以来，客户始终相信雅特生科技能够帮助他们缩
短上市时间，并将开发力度转移到部署新型增值功能和
服务。雅特生科技全球拥有超过 20,000 名员工，设立
有十个卓越的工程中心、四个世界顶级的制造工厂以及
全球销售和支持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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