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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激光雷达的eGaN® FET – 
发挥激光驱动器EPC9126的最大功效

EFFICIENT POWER CONVERSION

宜普电源转换公司应用工程总监John S.Glaser

图1：激光雷达的基本系统.。

图2：用于TOF激光雷达的典型激光二极管。

激光雷达（lidar）是一种雷达，其电磁辐射
处于光波段范围内[1、2]。在过去几年间，
业界有一种逐渐流行的激光雷达 -飞行时间
（TOF）距离/景深测量。如果激光被用作
光源，即使在长距离内，也可以测出被测物
体/小光点的距离。当与可控光学系统结合
使用，可以在三维空间扫描到光点的测距和
测绘物体。

E P C 开 发 了 激 光 驱 动 器 E P C 9 1 2 6 和
EPC9126HC开发板，展示出面向激光雷达
应用的氮化镓场效应晶体管（eGaN FET）
的性能，而且使得最先进的激光雷达技术得
以继续发展[3、4]。EPC9126和EPC9126HC
均备有速查指南（QSG），为用户提供基本
信息、原理图和材料清单（BOM）等资料，
使得用户可以即时使用。此外，我们也为用
户提供驱动器的各种布局的文档。

然而，尽管激光驱动器的基本原理像是非
常简单，其高速、电压和电流会增加寄生元
件的影响，这是许多工程师通常会忽略的。
本应用笔记旨在回答用户的常见问题，以及
更深入探讨激光驱动器的设计，从而帮助用
户发挥驱动器的最高性能。 

写这 篇应 用笔记 的目的，是 希望 作 为速
查 指南的 辅 助工 具 。用户在学习及使 用
EPC9126和EPC9126HC开发板时，请同时
参考此应用笔记和速查指南，相辅相成。

激光和脉冲的要求 

TOF激光雷达通常使用近红外线（NIR）半导体激光二极管，激光是侧面发射外延激
光或是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VCSEL）。图2展示出典型的激光二极管 [5、6]。激光二
极管的电气特性是用作为整流器。当正向偏压超过若干的阈值电流时，它发射出激光
辐射，其输出光功率与正向电流大约成正比。因此，如果用电流脉冲驱动它，可实现
激光脉冲[7]。激光光脉冲有两个主要参数 - 脉宽和能量，它们分别对距离分辨率和测
距范围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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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信号的脉宽对激光雷达系统的距离分辨
率影响很大[8、9]，其原因如图1所示。我们
看到在上面所展示出的情况，激光雷达发送
窄脉冲。由于光脉冲必须发送到目标、被反
射及返回，如果目标的距离是d值，脉冲传输
和接收的相距时间ｔd就可由以下的（1）方程
式计算出：

td = 2d/c

其中，c是空中的光速，大约是30 厘米/纳秒
（英制大约是1 英尺/纳秒）。从测量所得的
ｔd可以计算出距离。现在，我们假设发送
更长时间的脉冲，如图中下面的情况所展
示。我们看到如果脉冲长度足够，反射脉冲
会开始重叠而更难区分场境中的物体。
实际上，要找出理想的脉冲长度，可考虑利
用1 纳秒的电流脉宽来驱动激光二极管，这
相对是30 厘米的光脉冲长度。当目标物体
接近15厘米的距离时，接收到的脉冲开始

重叠，并且变得难以分辨。虽然各种信号处
理技术都可以提高给定的脉宽分辨率，较
短的脉宽很明显具有更高的固有精准度，
而且该脉宽是数纳秒或更短，是人本尺度
的理想分辨率。
脉 冲能量决 定激 光雷达的范围。由于设
计要求更好的分辨率，需要采用更窄的脉
冲，从而增加二极管的电流并保持足够的
脉冲能量。典型脉冲电流范围从数安培到
数百安培不等。给定多个激光二极管的额
定脉冲电流在数十安培的范围内。如果根
据典型数据表所载的测试条件，例如脉冲
重复频率（PRF）是1 kHz、脉宽tw是100 纳
秒、峰值电流IDLpk为30 A、工作温度TOP是 
23-25°C，三结边缘发射激光器的输入峰值
功率可高达300 W。为了防止激光芯片过
热，平均测试占空比通常小于0.1%。这些激
光二极管有可能在较高电流和较短脉宽下
工作，以及可实现更高的光峰值功率。

总括而言，对激光雷达系统中商用并已有供
货的激光二极管的典型要求，驱动业界实现
从数安培到数百安培的理想峰值脉冲电流
范围，以及从1至10 纳秒的脉宽。下章节将
解构如何实现这些极端的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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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激光雷达脉宽对分辨率的影响。上图：窄脉冲可以很容易区分反射数据。 
下图：较宽的脉冲可以重叠并使得它们难以区分场境中的物体，并且降低距离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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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驱动器
面向激光雷达应用的典型脉冲雷射驱动器使
用与激光和电源串联的半导体开关。杂散电感
和半导体电源开关的速度限制了其性能。在过
去的十年里，极具成本效益的氮化镓（GaN）
功率场效应晶体管已经商用化及推出市场，
其电感低很多，而且与等效硅MOSFET相比，
其开关品质因数可以好10倍[10]。图4展示出
EPC2016C氮化镓场效应晶体管是一个100 V
器件，可产生75 A脉冲[11]。
与更陈旧的硅MOSFET器件相比，氮化镓场
效应晶体管（eGaN FET）在性能方面实现了
质的飞跃。它在给定的峰值电流能力下，开
关速度快很多，从而可以实现在激光负载下
[13、14]，大于100 A的电流、小于2 纳秒的脉
宽，尽管二者不能同时兼得（目前未能同时
实现得到！）。

有多种不同的激光驱动器拓扑结构，但适用
于高功率的，有两种主要拓扑：前沿控制共
振激光驱动器和限流型双缘控制驱动器。由
于共振激光驱动器最常见于需要高速开关的
应用，因此以下的讨论内容主要与这种驱动
器相关。

EPC9126和EPC9126HC 
激光二极管驱动器
E P C 9 1 2 6 激 光 驱 动 器 是 一 个 多 功 能 平
台，可测试e GaN FE T 和激 光 二极管的性
能。EPC9126和EPC9126HC的PCB相同。
两个驱动器的组件有一些差异。已经发货的
EPC9126具有较低的峰值电流和较短的脉
冲，而EPC9126HC具有较高的输出电流和较
长时间的脉冲。表1总结了其主要差异。其

实，除了这些差异外，两个电路板是相同的，
而且除非标明，本笔记中均适用于这两个电
路板，并统称为EPC9126xx系列。
发货付运时，这两个电路板被配置为共振激
光驱动器。关于这些驱动器的基本操作以及
其设计公式，我们将在以下讨论。 

共振电容放电激光驱动器的设计
图5是共振电容放电激光驱动器的简化原理
图。图6是主要的波形。

元件 EPC9126 EPC9126HC
  

FET EPC2016C / EPC2212 EPC2001C

FET脉冲电流额定值 75 A 150 A

电流分流器 102 mΩ 94 mΩ

共振电容 1.1 nF 2.8 nF

图4：EPC2016C 100 V、75 A、16 mΩ的尺寸为
2.1 毫米x1.6 毫米。通过了车规级AECQ101认证

的EPC2212的外形尺寸和额定值相约[12]。

图5：电容放电共振驱动器。

图6：图5的电容放电共振驱动器的主要波形图。

表1：EPC9126和EPC9126HC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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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Q1是一个理想开关，DL是一个具有固
定正向压降VDLF的理想二极管。该驱动器
的工作原理如下：Q1在关闭状态开启，所以 
iDL = 0。电容器电压v1 = VIN，通过R1充电。
当t是t0时，Vcommand触发栅极驱动，从而在 
t = t1时将Q1开启，并通过激光DL和电感器
L1放电为C1。C1和L1形成一个共振网络，
因此iDL和v C1采用正弦波的振铃。由于激
光二极管正向下降，有效初始电容电压为 
VC1,0 = VIN – VDLF。在t = t2时，iDL返回零值，
而且vC1 = 2 VDLF – VIN。这时，DL防止电流逆
向，而C1通过R1再充电。在t = t3时，V1到零
之前，开关Q1将关断。 

电容器充电时间的常数τchrg和共振周期tres
为：

τchrg = R1C1

tres = 2π√(L1C1) = 2twb

τchrg>>tres，因此R1对L1–C1共振的影响很
小。共振特性阻抗R0和半高宽（FWHM）tw
为：

这种激光驱动器拓扑结构的优点是：

● 利用杂散电感

● 稳定的脉冲形状

● 通过VIN值取得脉冲能量

● 开关是接地参考，是一个简单的驱动器

● 只有栅极开启需要精确控制（单边控制）

● 激光电流脉宽可小于栅极驱动的最小脉宽

杂散电感的影响
我们可以使用以下（6）方程式计算出激光二
极管的峰值电流IDLpk：

 
电感对设计有很大的影响。从（3）、（4）、
（5）和（6）方程式开始，我们求解VIN以找
到：
 

方程式7显示图（7） 计算出的激光器上有9 
V正向二极管压降的电压VIN与30 A的L1之相
比。我们可以看到，在给定的激光和脉冲形
状的条件下，所需VIN将随L1呈线性增加。

驱动器的开关属性
上述分析假设使用理想的开关，但实际的
半导体开关具有不是零的开关时间和饱和
电流限制。此外，开关及其封装的电感可以
很大，这不仅增加了给定脉冲形状所需的电
压，而且还减慢了开关的开启速度。
从 前 首 选 的 开 关 技 术 是 采 用 硅 功 率
MOSFET。然而，随着激光雷达系统设计人
员要求更高的器件性能，硅功率MOSFET反
而成为了主要的限制因素。原因有两个：首
先，由于需要大尺寸的芯片来实现电流和电
压方面的要求，结果是出现更大的栅极电
荷。这样，大大降低了MOSFET的开关速度
[15]。第二，大型的MOSFET器件是一种垂直
器件，由于芯片的两侧都有连接，因此必需

使用外部封装，使得在电源回路和栅极驱动
回路中都大大增加了电感[16]。前者导致更
高的电压要求和更大尺寸的芯片，而后者则
进一步减慢了器件的开启速度。
在过去的几年间，最新的氮化镓功率场效
应晶体管（GaN FET）已经推出市场。与硅
MOSFET器件相比，GaN FET在激光雷达应
用中有多个卓越的优势。第一，与具有相约
的额定电流[17]的MOSFET器件相比，这些氮
化镓器件的输入电容CISS低出10倍，从而使
得GaN FET的开启速度更快。第二，GaN FET
是一种横向器件，使用晶圆级芯片规模封装
（WLCSP）。WLCSP具有极低的电感、卓越
的散热性能、高可靠性和最小的附加成本。
第三，GaN FET芯片的尺寸比具有相约电压
和电流额定值的硅功率MOSFET小得多，从
而进一步降低了电感，并使得相邻的激光器
的相互间距可以很窄，对于多种应用来说，
非常有利，例如适用于多通道的激光雷达应
用[18]。

图7：IDLpk = 0 A、tw = 4 ns及VDLF = 9 V的总线电压VIN与电感L1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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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计过程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以上的讨论内容，设计一
个共振激光雷达驱动器。系统设计通常需要
激光脉冲符合一些规格，它们是：
● 脉冲峰值振幅IDLpk

● 半高宽（FWHM）脉宽tw

● 脉冲重复频率（PRF）
● 激光二极管压降VDLF

当选择了所要求的脉冲，完成设计前需要确
定电源回路电感（L1），这在第3.4节讨论，但
目前假设已经有其估计值。
为了确定共振电容器C1值，我们使用（4）和
（6）方程式来计算出：
 

充电电阻器R1值由（2）方程式确定，便得出
以下的（9）方程式：

由于τchrg>>tres，我们只需要足够大的τchrg
值。散热受限，逼使典型的脉冲占空比小于
1%或1%，R1值通常不需要精准地确定。如果
需要在更高的占空比值下工作，我们将在第
6.4节讨论。
最后，根据（7）方程式确定所需的总线电压
VIN，并与IDLpk用来为FET Q1选择适当的器件
型号。从（7）、（8）和（9）方程式找出其它余
下的数值，设计便完成了。

如何确定电源回路电感
我们看到所需的输入电压几乎随激光电感
呈线性增加，以及输入电压决定了FET和电
容器的额定值。此外，要知道激光驱动器的
总线电压从哪里来--很大机会是从电路中
的另一个升压转换器来。L1减少越多，余下
的设计就越简单，成本也会越低。参考文献
[19]深入阐释PCB电感得以最小化的主要
原理，也涵盖了多种可以降低布局的电感的
有用技术。该文指出由于eGaN FET采用芯
片级封装，FET、PCB、总线电容和电流感
测分流器（如果需要）的电源回路电感值可
以保持低于1 nH，并且可能接近500 pH以
下。EPC9126xx的杂散电感接近1 nH，这取
决于FET和负载的安装位置。该值高于可实现
的最优值，因为折冲是不能增加设计的多功
能性，尤其是可支持不同雷射封装的性能 。
现在让我们看看其它的电感来源 - 主要的来
源是激光。之前我们谈过，最好是通孔激光
器可以提供大约5 nH的能量，而通常能量可
以高很多。表面贴装激光器将产生接近1到
3 nH的能量，这使得激光器是产生电感的
主要来源。请注意，大部分激光电感来自激
光封装，包括焊线。激光器制造商都知道激
光封装电感可能影响性能，因此有望在这方
面，于不久的将来，会进一步得到改善。
不幸的是，在设计开始时，很难知道准确的
L1值。这样，可能必需使用迭代算法。在初
始设计，可以考虑给场效应晶体管额外的电
压，这有助解决没有预计到的一些电感。 

EPC9126xx硬件驱动器设计
图8展示出EPC9126xx激光驱动器的典型连
接图。虽然连接和操作的详细描述可参看速
查指南[20、21]，但这个图表很有用，让我们
阐析如下。
所有信号I/O都使用SMA连接器。该设计包
括电压测试点，包含嵌入式传输线探针，输
出为J3、J7、J9和J10。电流测量分流器的输
出在J6。设计的细节可以在[3、4]参考文献
找到，包括Gerber布局文档和整个原理图。
根据[19]参考文献，布局的设计旨在实现最
小化的总电感。

(8)

(9)

C1 = L1
IDLpk 2

VIN –VDLF

R1 = 
τchrg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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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给实验验证用的、基于GaN FET的EPC9126激光驱动器。

图8是驱动器，以及放大了设计的主要部分。为了使电感L1最小化，储能电容器C1（PCB上的C11、C12、C13、C14、C15）和电流测量分流器
（R12、R13、R14、R15、R16）都由五个尺寸为0402的表面安装封装并联连接。顶平面和地平面之间的间距为250 μm（10 mil），电感是
最小化。为了将成本降到最低，不使用盲孔、埋孔或微通孔。

电流测量有赖高性能的分流器，所以必须倒装分流电阻器，从而把串联电感从200 pH降到40 pH，及相应增加分流器的带宽达四倍[13]。我们
会在本笔记的第9页的电流感应章节中详细讨论。

V7in

Note Polarity 

+

Signal Generator

Oscilloscope
(50 Ω inputs)

Laser
Diode

+

VBUS

EPC2016C FET

Rshunt

C1

Gate drive

Laser
m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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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EPC9126和EPC9126HC激光驱动器均通过
Excelitas TPGAD1S09H表面贴装激光器的
测试。在写此笔记时，Excelitas激光器是一
种具有最低电感的表面贴装高功率脉冲激
光器。设定输入电压均为75 V，我们得出以
下谈论的EPC9126及EPC9126HC的电路测
试结果 。

EPC9126
电源回路电感L1的估值为2.3 nH。如果设计
具有35 A的IDLpk和3.5 ns脉宽，则C1 是1.2 
nF和VIN是60 V。电容器值C1为1.1 nF，因为
这是最接近标准元件可以实现到的数值。我
们采用NP0/C0G陶瓷电容器，因为其电容稳
定、损耗小。图10展示出VIN为75 V的测试结
果。当tw = 3.4 ns时，峰值电流IDLpk为35 A。

这相当于激光器PDLpk > 300 W的峰值功率输
入。基于不同的电容值、电感估值误差、分流
器的额外压降及激光二极管的压降并不是
一个固定值，因此得出不同的结果和数值。 

EPC9126HC
电源回路电感L1的估值较低，为2.0 nH，因
为EPC2001C器件的占板面积比EPC2016C
大。如果设计具有70 A的IDLpk和5 ns脉宽，
则C1是2.85 nF和VIN是78 V。电容器值C1
是2.8 nF，因为这是最接近标准元件可以
实现到的数值。我们采用NP0/C0G陶瓷电
容 器，因为其电容稳定、损耗小 。图10展
示出VIN 为75 V的测试结果。当tw = 5.0 ns
时，峰值电流IDLpk为63 A。这相当于激光器 
PDLpk > 1300 W的峰值功率输入。基于不同
的电容值、电感估值误差、分流器的额外压

降及激光二极管的压降并不是一个固定值，
因此得出不同的结果和计数值。 

使用EPC9126的提示和技巧
EPC9126xx的灵活性很高，可利用它来实践
新设计概念或认识具备快速开关和大电流
脉冲优势的器件。本章节提供设计详情，以
及建议采用不同方法来构建设计。图12是
EPC9126x的方框图及为本章节提供有用的
参考资料。

iLASER, 5 A/div

voptical , 2 mV/div

vDS, 10 V/div 2 ns/div

3.8 ns 

30 A

iLASER, 10 A/div

voptical , 4 mV/div

vDS, 10 V/div

5 ns/div

5.0 ns 

63 A

图10：基于75 VIN 的 EPC2016C GaN FET的EPC9126激光驱动器的实验结
果。当tw为3.4 ns时，其峰值电流IDLpk 是35 A。

图12：EPC9126xx的方框图。

图11：基于75 VIN的EPC2001C GaN FET的EPC9126HC激光驱动器的实验
结果。当tw为5.0 ns时，其峰值电流IDLpk 是6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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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和输出
使用射频技术是因为激光脉冲驱动器具有
快速开关速度的优势，尤其是电缆线及测
量采用控制电阻器及50 Ω的标准电阻器。 
如果你不太了解，请在开始设计前，参阅相
关的资料。其中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可以在
参考文献[22]找到，因为详细的阐析不在本
笔记的讨论范围之内。

输 入 端 的 终 端 是 连 接 一 个具 有低 电 感 的 
50 Ω电阻器（并联两个100 Ω电阻），及直接
输入一个阈值电压为2.5 V的电流感应比较
器。当用50 Ω电缆线连接至脉冲发生器时，会
出现最小化的振铃和反射。如果希望用逻辑
栅极直接驱动电路板，由于很多逻辑栅极的
输出阻抗可以达数百欧姆，因此它们不会驱
动输入到足够高的电压水平。这样，可以移除
输入端的电阻器，但连接至逻辑栅极则必须
具有最小化的振铃或脉冲反射。如果设计者
不了解，请参看之前提及的相关参考资料。

所有输出支持50 Ω负载。最好利用50 Ω电
缆线连接至采用50 Ω内部输入的示波器。
请留意在示波器输入端使用外部50 Ω接线
端子，而示波器输入被设置为1 MΩ，这是可
以的，但带宽将受限于1 MΩ输入连接的典
型输入电容。该电容常常会限制测量带宽在 
200 MHz以下，使上升时间最小化--接近 
1 ns，这比它们实际上的速度看来慢很多。

安装激光器

EPC9126x x的设计使得封装和安装激光
器或其它负载可以非常灵活。通孔之间有 
100 mil的间距，从而可以安装带引脚的激
光二极管封装。而且，可为Excelitas表面贴
装激光二极管提供占板空间。最后，板上有
各个裸焊盘，从而可以灵活安装不同的封
装，或甚至是激光裸片。图13展示安装激光
器的一些可行方法。

共振电容器

当电感最小化后，设计工程师可控制的主要
参数是电压和共振电容。共振电容器应该具
有NPO/C0G陶瓷介质或是其它具有低损耗
和线性、稳定介质的电容器，例如陶瓷、玻
璃或云母。 

图13：在EPC9126xx上安装激光器或其它负载的不同方法。左上：通孔安装的常规。右上：顶部的激光阳极引线
和PCB底部的的阴极引线。左下：顶部是激光器的两条引线。右下：表面贴装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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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电阻器
共振电容通过充电电阻器R1（在EPC9126xx
的R 2、R 3、R 5、R 6并联组合而成）进行充
电，时间常数τchrg由（1）给出。由于需要 
t = 5τchrg对共振电容进行充电到最终值
大于 9 9 %，我 们 可以设 置 脉 冲 重 复 频 率
（PRF）的最大值为1/5•τchrg。如果设计师
需要更高的PRF值，他们可把激光输出降
低，或是降低R1值。当导通时，减小R1会有
额外电流流至Q1，但如果5τchrg >> tw ，这是
很大可能可以接受的。
从图5的理想共振系统和图6的相关波形图
可以看到，除了电容器C1第一次充电外，电
容器的初始状态是VC1(t2) = VIN – 2VDFL。这
大约是在充电时，所有功耗都在R1，及在R1
的能耗是：

这与R1没有关系。所得出的功耗是：

 

在高脉冲重复频率（PRF）下，功耗可以很
大，而且是激光器固有的功耗以外的额外功
耗。如果功耗过大，应考虑升压转换器等不
同的充电方式，这些方式不在本笔记的讨论
范围之内。

传输线探头
除分流器的测量数据外，所有SMA的感测均
采用传输线电压探头原理，从而在亚纳秒时
间范围内，保持波形保真度。这种探头通常
具有相对地较低的探测阻抗，大约是500至
5k，但阻抗几乎全部从电阻而来，以及带宽
可以非常高，即数GHz。PCB内置探头，以实
现近乎理想的连接至所需节点，从而提高波
形的保真度和可重复性。探头也不会滑出各
个测量点，这是测量电路的高压点的一个重
要考虑因素！这些探头的基本原理在参考文
献[23]中讨论。
要从内置探头取得有用的测量数据，探头必
须具备三个特性。第一，它们必须连接到示
波器，设置示波器的输入为50 Ω。使用带有
50 Ω端接器的1 MΩ输入将严重地限制几乎
所有示波器的带宽，因此我们不建议使用。

第二，必需考虑每个内置探头都有其衰减
系数。第三，探头具低阻抗，这代表在具有
高平均DC电压的测量点，例如漏极电压，其
功耗可以很大。为了防止这些功耗，在高压
测量时，测量点配备DC阻断电容器。这形
成了一个高通滤波器，对典型的波形的影响
很小。但是，如果使用长脉宽，这些测试点
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结果，因此应该使用外
部探头。内置传输线探头已经通过验证，其
结果与Tektronix P9158、3 GHz的传输线
探头几乎相同[24]，因此其估计带宽至少是 
3 GHz。

电流感测
噢，电感感测就是功率电子所希望根除的祸
害！
脉冲激光驱动器的电流感测有其优点及缺
点。其优点包括操作验证、激光脉冲的定时
测定、在保持眼睛安全而同时控制最大范围
的光功率。然而，电流感测有许多缺点，包
括增加电感、增加功耗、波形精准度差、成
本以及为除去电感而降低激光驱动器的电
压。
EPC9126xx具电流测量能力，它采用由五个
0402电阻组成的电流分流器，从而把增加
的电源回路电感最小化。激光驱动器具有低
占空比，使得在很大电流下，都可以用这些
很细小的电阻器。为了实现具有电感而同时
把该电感对性能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在电
流分流器需要作出一些妥协，结果是可能大
大影响电流波形。
通常，最理想是分流器具有很小的电阻值，
从而使得由高峰值电流所引起的压降得以
最小化。不幸的是，即使是五个尺寸为0402
的并联电阻的很小电感，也可以对分流器的
阻抗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影响测量值。要
保守估计该影响，可以从假设边缘过渡时间
为tt = 2 ns的矩形脉冲得出。最大3 dB带宽
的脉冲的估计值，可从以下（12）方程式计
算出来：

要估算从分流器来的部分电感(L1shunt)，可
利用安装在PCB上的铜箔取代激光二极管，
并观察Q1打开时的振荡频率，得出L1shunt为
1.21 nH。然后利用倒装的并联电阻来估算
电感。最后用铜箔替代分流电阻器并进行测
量。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估算，与没有分流器相比，右侧竖立
的分流电阻的Lshunt,A 值为200 pH，而倒装
的分流器的Lshunt,B 值为40 pH。当fw = 175 
MHz时，Lshunt,A的感应电抗为：

分流器的电阻值至少是感应电抗的5倍，即
Rshunt,A ≥ 1.1 Ω。这将导致在峰值电流下，
压降为39 V，这是晶体管的额定电压的40%
。通过倒装各个分流电阻器，我们可以将其
降低5倍，从而实现Rshunt,B ≥ 0.22 Ω。基于
所用元件，最终数值Rshunt是0.20 Ω。

设计 测试条件 振铃频率（MHz） L1 估计值 (nH)
  

A 常规安装分流电阻器 138 1.21

B 倒装分流电阻器 148 1.05

C 用铜箔替代分流电阻器 151 1.01

表2：测量分流器电感。

(10)

(12)

(13)

(11)

ER1chrg = 2C1(VBUS –VDFL )2

PR1chrg =  PRF  ER1chrg

fw = 175 MHztt

 0.35

|ZshuntA | = 2πfwLshunt,A=0.176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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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感对波形的影响，可从图14看到当tw是
3.3 ns时，基于上述三种设计的分流器的简
单仿真原理图。其结果是即使是PCB上的5
个并联0402尺寸的电阻小至200 pH，也可以
引致短脉冲出现极大的误差。电感的影响是
为了区分部分的电流信号，这夸大了波形的
初始部分和峰值。当脉冲越短时，其误差会
越大。
不幸的是，倒装电阻是昂贵的，所以可供发
货的电路板都是采用常规安装电阻的A类设
计。如果有商业诱因，或可吸引到愿意倒装
电阻的制造商。有一家制造商已经做到，但
是在编写时据我所知道的，因为最大值太
小，无法取得良好的测量结果[27]。如果要取
得更精确的电流测量，必需倒装电阻或使用
更大值，或者同时倒装及使用更大值。如果
示波器采用可编程频率及single-pole cutoff
形状的低通滤波功能，可在分流器的相同频
率采用低通/pole来取消“零”，从而取得更
准确的结果。

双缘控制
如前所述，共振电容放电激光驱动器具有一
些优越的特性。然而，它们的主要局限是对
于给定的电源回路电感，可以控制其脉冲高
度，但是不能控制它的宽度。脉宽也可用于
控制总脉冲能量，而且比脉冲幅度更容易控
制，尤其是当单个脉冲需要这个控制。此外，
在某些情况下，激光二极管或其它负载需要
不在PCB内。这就需要若干互连，这会大大
增加电感。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使用双缘
控制，即驱动FET的开启和关闭都用来控制
脉冲形状。
为了将EPC9126xx与双缘控制结合使用，必
须首先了解UCC27611栅极驱动器的局限性 
-- 它的最小化脉宽似乎约为6 ns，虽然没有
标明。这限制展示出脉冲可以有多短。
对于典型的双缘控制的应用，可能需要更换
共振电容器和充电电阻。在电流必须受限的
情况下，可用充电电阻，因为在总线电压输
入到PCB处有额外的总线电容。

最后，必需考虑当开关是在关闭的状态时，
电源回路电感中的电流将被中断，这将导致
FET和激光二极管或其它负载的漏极端产生
振铃和过冲。这种振铃将取决于电感、关闭
状态时的电流以及激光器、FET和PCB的电
容。也可加入数个钳位二极管来控制电压过
冲。
要找到合适的钳位二极管是非常困难的。大
部分的二极管具有封装电感与电源回路电
感，它们影响频率响应的速度。此外，如果钳
位具有大电流，要采用具有大很多电容的较
大二极管，这会增加额外的振铃。在某些情
况下，这可能导致不需要的重复激光脉冲。
作者此时未能为您推荐合适的钳位二极管。
在双缘控制应用采用EPC9126xx器件时，我
们建议必需小心计划仿真和实验。后者尤为
重要，因为作者的经验是，所选的二极管的
电压及电流额定值，在具有极短转换时间的
激光雷达应用中，模型不能准确地展示二极
管的性能。

窄脉冲发生器
EPC9126xx还包括一个基于经Jim Williams
设计[25]的窄脉冲发生器。该电路预设为未
激活，而脉冲输入直接进入栅极驱动集成
电路。但是，通过改变0 Ω跳线，可以利用电
路产生非常短的脉冲。要使用这个电路的读
者，应该参考Williams的应用笔记。

Shunt
equivalent
circuit

L1 {Lshunt}

VSense

C1R1
I1

Sine(0 1 100e6 0 0 0 1)

.tran 5n .param Rshunt = 0.2
.step param Lshunt list 1f 40p 160p

10 10p
R2 {Rshunt}

图14：相等于典型分流器的仿真模型的电路。

图15：根据图14的仿真模型结果的三个分流器的串联电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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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氮化镓功率晶体管具备卓越性能，支持半导体业界实现开创性的高性能激光驱动器。它能够产生数纳秒高电流脉冲，从数平方毫米提供数百瓦
功率。因此，氮化镓技术是在小外形尺寸内实现不昂贵的高性能激光雷达设计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从而成为促进革命性激光雷达技术发展的
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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