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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平板電視機已非常普及，

預計到 2008 年，它的市場份額在全球

電視機市場上將超過 5 成。而其中，液

晶顯示幕就占到了 70%。預計到 2007、

2008 年，液晶電視機中的 40 英寸以上

大螢幕顯示幕的比例將會比上一年增長

約 10%。

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帶來成本的

降低及品質的提高，大螢幕液晶顯示幕

的需求正在迅速攀升。在功能方面，數

位高解晰度及畫質更高的全高解晰度的

大螢幕、高畫質的平板電視機正在不斷

地商品化。預計今後這種趨勢會持續發

展。

如果平板電視機的大螢幕和高畫質

趨勢一直持續下去，資料量和顯示螢幕

驅動 IC 的數量也將會持續增加，整個顯

示幕的電流量也會增加。因此，大螢幕

顯示幕用電源 IC 需要使用大電流驅動、

高效率工作的 DC/DC 轉換器。同時，高

畫質顯示幕還需要對顯示電壓進行分級

調整，即時地進行顏色補正。

本產品是適用於大螢幕、高畫質的

液晶顯示螢幕的系統電源 LSI。為了生成

驅動顯示幕和控制 LSI 用的電壓，它裝備

了部件結構簡單的 6 通道輸出 DC/DC 轉

換器。還為生成顯示高畫質色彩的液晶

的分級基準電壓準備了 20 路 10 位元精

度電壓的輸出，為生成共模電極的電壓

準備了 1 路輸出，每個輸出都能根據顯

示幕的特性隨時設定分級電壓。這樣將

大螢幕液晶顯示螢幕的電源管理功能集

成於 1 個晶片，縮小了安裝面積，並且

採用支援大電流和高畫質的功能，進而

帶來提供大螢幕液晶顯示幕的電源解決

方案。

・大電流驅動•高效

   ～ 5A/ 效率 80% 以上

・多功能

・輸出恒定電壓的 DC/DC 轉換器

 （降壓 ×3 通道，升壓 ×2 通道，反轉

×1 通道）

・分級電壓生成電路 10 位元 D/A 轉換器

×20 通道

・Vcom 電壓生成電路 10 位元 D/A 轉換器

×1 通道

・SPI 介面

・內置各種保護功能

・輸出短路保護

・過熱保護（Thermal Shutdown）

・包裝

   採用既小型又能散熱的封裝 BCC92S++

・無鉛 / 符合 RoHS 指令的要求

電壓電源功能

可設定普通液晶顯示幕的 12V 或

5V 輸入電壓。能生成源極驅動用 15V，

柵極驅動用 32V，-5V，控制器用 3.3V，

2.5V，1.2V 的 6 路輸出電壓。

順序功能

IC 內部固定了電源 IC 6 路輸出的開

/ 關順序。

輸入電壓→ Vo1，2，3（控制 LSI

用）→ Vo4（源極驅動 IC 用）→ Vo5（柵

極驅動 IC 用）→ Vo6（柵極驅動 IC 用）

照片 1  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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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電壓生成功能

液晶顯示幕進行顏色顯示時，對各

RGB 圖元的液晶施加電壓。這種電壓叫

做分級電壓。本產品生成此分級電壓的

基準電壓。各資料驅動根據此基準電壓

對中間電壓進行補正，驅動顯示幕。對

Vcom 電壓的 High 側和 Low 側可分別輸

出 10 路，共計 20 路基準電壓。分別由

相當於 10 位 D/A 的轉換器組成。輸出時

增加使用緩衝電路。同時，還可從外部

通過 SPI 介面即時地變更電壓。

Vcom 電壓生成功能

顯示幕的共模電極用基準電壓。由接

近共模電壓（VDD/2）的 10 位 D/A 轉換器

組成。

SPI 介面功能

通過 SPI 介面與 CPU 進行通訊。能

夠改寫本產品的 Vcom 電壓和分級電壓的

值。

過熱保護功能

為了在發熱時保護 IC，本產品裝備

了過熱保護功能。

工作頻率設定調整功能

作為外裝電阻，將 RT 端子與 15KΩ

～ 90KΩ 的電阻連接，可以使頻率在約

100KHz ～ 600KHz 的範圍內變化。

圖 1、圖 2 是本產品的應用實例。

為了能夠方便地對本產品進行單獨評

估，我們準備了具有以下特點的評估板。

・	作為監視器端子，設有評估所需的電源

供應端子、輸入輸出端子和 GND 端子。

・	設有用於開/關各輸出的指撥（DIP）開關，

可進行 Low/High 設定。

・	控制分級電壓的信號，使其通過 SPI 介

面輸送到外部。

富士通一直致力於以電源 IC 的模擬技術

為核心，並集成 D/A 轉換器和 DC/DC 轉

換器，來開發液晶顯示螢幕用電源 IC。

今後，我們將以周邊功能的集成化和低

成本化為目標，根據顧客的需求進行開

發。

* 其他的公司名稱及產品名稱是各公司的商

標或注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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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應用實例（LCD 顯示幕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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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應用實例（應用詳解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