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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档介绍了瑞萨电子的“Simple Digital”电源模块及其在电源解决方案设计中的优点和易用
性。

简介
在整个工业界，人们普遍使用降压稳压器将电源从分布式总线转换到工业和基础设施系统的各个
负载点(POL)。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降压稳压器需要处理的现代 FPGA 和 ASIC 等负载的电流
越来越大，同时电压却越来越低，但是仍然需要满足日益严格的电压精度和噪声性能要求。
电源设计人员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既要满足这些苛刻的需求，又要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和极限性
能，同时降低 BOM 成本，减小总体尺寸。电源模块将控制器、同步 MOSFET、电感器、补偿网
络和保护电路整合为一个紧凑型封装，解决了上述问题。这也使得只需几个输入和输出电容器即
可完成设计的电源模块成为易于使用的可靠解决方案。
鉴于市面上既有模拟也有数字电源模块，所以每个设计工程师都必须做出抉择，走模拟路线还是
走数字路线。目标是实现功能和成本效益之间的良好平衡。
数字电源模块采用先进的数字控制技术，使系统更具灵活性和智能性。借助 PMBus™、I2C 或
SPI 等数字接口实现的实时遥测和故障检测功能，可大大改善系统性能。这样也便于调试和及时
采取纠正措施。在包含多个电源轨的更庞大、更复杂系统中，能够在内置闪存中选择保存和加载
不同的配置，有助于加快集成和优化管理。
模拟技术在电源数字控制技术出现之前便是经过试验的可靠解决方案，且有易用和低成本的优
点。设计人员无需掌握数字控制所需的复杂的软件或通信协议。不过，这些优点的代价是灵活性
受限。例如，如果不实际更改物理组件，无法针对不同的条件优化反馈补偿环路。
我们需要一款解决方案，既可整合模拟和数字领域的优点，同时又不会产生额外的设计成本和复
杂性。本文介绍了“Simple Digital”器件系列及其对全模拟和全功能数字电源模块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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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Digital：简单解决方案
Simple Digital 电源模块系列架起了模拟和数字领域之间的桥梁。Simple Digital 电源模块沿模拟
电源模块方向提供设计导入体验，同时保留了数字 PMBus 接口，以便在实时运行期间提供遥测
和配置功能。
Simple Digital 电源模块具备数字控制架构的所有优点和灵活性，使用这些模块无需具备软件专业
知识，通过类似传统的模拟电源产品对引脚设置即可进行完整配置，实现了即插即用的数字电源
解决方案。
Simple Digital 模块是一款独特的解决方案，具备前所未有的设计简易性，并且可通过行业标准的
PMBus 接口执行实时系统监控功能和控制。它支持所有电源遥测功能，包括输出电压、输出电
流、故障状态和热管理，可改善系统可靠性和正常运行时间。每次需要调整或修改功能时，客户
可利用 PMBus 接口验证其设计，而不必繁琐地切换无源组件（电阻器和电容器），从而可缩短
开发时间，降低总项目成本。

易于使用
Simple Digital 模块去除了传统模拟控制器中用来设置延迟和爬升时间的 RC 时间常量。由于内在
的数字控制架构可实现免补偿式设计，所以无需外部电容器来配置控制环路以保持稳定，因此不
必执行精细的计算和稳定性分析。相比模拟电源，这种解决方案的总组件数大大减少，高度集成
且具有成本效益。
模拟电源产品的缺点之一是运行时缺乏系统监控。在复杂精细的系统中管理多种电压轨和电流极
具挑战，成本高昂，并且需要额外的组件（电压监控器、电流分流监控器等），而且这些组件会
在 PCB 板上占用宝贵的空间。Simple Digital 模块可利用数字控制器中的遥测选项，提供关键数
据的监控以实现早期故障检测的功能，从而使该解决方案更加稳定可靠。温度监控可通过识别热
点和改善系统整体热管理方式来预防热失效的问题。
数字控制器可通过器件本身自带的非易失性来存储一些运行参数，提供电源配置的灵活性；其中
有一些功能，可通过引脚外置电阻器进行编程，但如果希望更充分的利用这些数字控制器的各种
优点，系统设计人员则必须编入配置参数，并将它们存储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Simple Digital 电
源模块可提供全面的电阻器引脚设置选项来配置电源模块，从而绕过数字编程。系统设计人员只
需选择一个电阻器即可编入输出电压、频率、输入 UVLO、爬升时间和软启动/停止等常用功能，
以及电压跟踪、外部时钟同步和相位扩展等复杂功能。
Simple Digital 电源的 PMBus 接口在开发阶段可提供巨大的优势，严格测试输出电压、开关频
率、爬升时间和软启动/停止等各种组合，而不必繁琐地更改硬件（电阻器和电容器）。这样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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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缩短测试所需的时间，同时确保设计完整性。通过 PMBus 接口可轻松调整输入 UVLO、输出
过压/欠压和过流的故障保护限值，使设计人员可在很短时间内验证多种测试场景的组合。通过非
易失性存储器访问故障日志，发生故障后可通过读取捕捉的数据更轻松地排除系统故障。

适合每个负载点的解决方案
瑞萨电子提供丰富的 Simple Digital 负载点电源模块产品组合，可满足基础设施系统各种输入电
压和负载电流范围的需求。
引脚可配置的 RAA210xxx 系列 DC/DC 电源模块符合 PMBus 协议，适用于各种功率需求，特别
是 25A 至 70A 负载点的 FPGA、DSP 和微控制器的应用，可为多轨应用提供全数字模块具有的
高功率密度。由于它采用耐热增强型 HDA 封装技术，无需通风或额外的散热装置，可进一步降
低系统成本和体积。RAA210xxx 系列产品简化了数字电源所需的配置和控制，同时瑞萨电子也提
供了与其引脚兼容的 ISL827xM 系列全数字电源模块以方便升级到需要更全面的 PMBus 协议支
持的应用。

瑞萨电子专用 ChargeModeTM 控制架构提供快速的瞬态响应，可实现一流的转换效率。针对瞬态
负载阶跃单周期响应可减少输出所需的电容量，节省成本和电路板空间。由于支持多采样率技
术，可显著减少误差采样时刻与 PWM 生成时刻之间的无关延时。Simple Digital 控制技术提供前
所未有的设计简易性，并可通过行业标准的 PMBus 接口执行实时系统监控功能和控制。它支持
各种电源遥测功能，包括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和故障状态监控，可改善系统可靠性和正常运行时
间。

RAA210925 是双通道模块，可大大增强对各种电源架构的支持，特别是关于 FPGA、DSP 和微
控制器的电源架构。RAA210925 是瑞萨电子单通道产品的补充，每通道高达 25A，可为多电源
轨应用提供高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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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对比 Simple Digital 器件系列与瑞萨电子现有的全功能数字电源模块 ISL827XM 系列。

引脚与引脚兼容性

Vin (V)
Vin (V)
Vout(V)
Vout(V)
Fsw (kHz)
Fsw (kHz)

ISL827xM 全数字系列
ISL8277M：25A
ISL8278M：33A
ISL8272M：50A
ISL8273M：80A
ISL8274M：双通道 30A
4.5-14
4.5-14
0.6-5
0.6-5
296-1067
296-1067
支持所有 PMBus 命令。
可访问 NVM 来存储模块
配置。

数字 PMBus 的模块配置可编程性
Power Navigator 支持
SYNC 功能
多模块电流共享
DDC 引脚（设备间通信）

是
是
是
是

RAA210xxx Simple Digital 系
列
RAA210825：25A
RAA210833：33A
RAA210850：50A
RAA210870：70A
RAA210925：双通道 25A
4.5-14
4.5-14
0.6-5
0.6-5
296-1067
296-1067
支持通过引脚设置电阻器配置模
块。数字可编程性支持在运行时
工作期间通过少量 PMBus 命令
进行配置更改。不可访问 NVM
来存储模块配置。
是
是
否
否

瑞萨电子所有的数字电源模块都支持使用 PowerNavigator™ GUI，PowerNavigator™ GUI 是一款
方便易用的图形化界面工具，可安装在使用 Window 操作系统的电脑上通过瑞萨电子提供的
USB-PMBus 工具，对数字电源模块进行配置和设置，执行测试和调试，从而简化电源设计人员
的设计流程。其他支持的辅助工具包括 PowerCompass™和 ISIM，可帮助设计人员在设计初期全
面有效地分析系统要求，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并产生简化的初始电路图。PowerCompass 包含一
些流行的 ASIC 和 FPGA 的应用模板；因此，可轻松构建完整的系统级应用示意图和 BOM。对于
混合解决方案，该工具可提供系统效率和功耗预测。欲详细了解这些工具，请访问瑞萨电子官
网，这些工具的详细说明和视频教程都可以在瑞萨电子官网找到。

结论
Simple Digital 电源模块利用数字控制的内在优势，使用 PMBus 接口提供遥测和配置功能。数字
接口可实时监控输出电压、电流和温度，从而支持 FPGA、ASIC、DSP 和微控制器所需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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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固件实现的免补偿式设计可消除由于老化而导致的组件公差敏感性，并提供出色的瞬态性
能。故障日志是加快故障排除和纠正的强大工具。组件数量也可降至最低，提高了功率密度，从
而打造了可靠的解决方案。
使用引脚设置电阻器可避免软件配置带来的复杂性，简化了模块配置。瑞萨电子专有的
ChargeMode 控制架构可在单一开关周期内响应瞬态负载阶跃，从而降低对输出电容量的需求，
节省成本和电路板空间。RAA210xxx 电源模块是一款高度集成的解决方案，只需几个外部组件即
可运行。先进的 HDA 封装技术可在宽广的工作温度范围内提供出色的热性能，无需通风或散热
装置。在线设计支持工具包括 PowerNavigator、PowerCompass 和 SIMPLIS 模型，有助于功率
系统的开发和优化，加快客户产品上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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