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多数学生在学习静态工作点的估算时很难入
门袁那是因为他们不是分析电路而是机械性的死记公
式遥 一旦电路与典型电路不同时袁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袁
而且时间长了公式也容易被遗忘遥 就连有些教材尧有
些老师在讲解时也是直接给出公式遥 本人经过长期的
教学实践袁总结出利用基尔霍夫电压定律袁来估算静
态工作点袁 无论是多么复杂的题目都能轻松地解答袁
并且终身不忘遥

概括为院野一 茁 二回路三电压冶遥
野一 茁冶是指院ICQ=茁IBQ 或 IEQ=渊1+茁冤IBQ遥
野二回路冶是指院输入回路袁输出回路遥
野三电压冶院 直接连接在基极电阻 RB 上的电压院

=IBQ伊RB曰
直接连接在集电极电阻 RC 上的电压 =ICQ伊RC=茁IBQ伊RC曰
直接连接在发射极电阻 RE 上的电压 =IEQ伊RE=

渊1+茁冤IBQ伊RE遥
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的应用遥
一、简单的固定偏置共射电路
输入回路院VG寅A寅B寅

E寅彝
KVL 方程院VG=UAB+UBE=
+0.7=IBQ伊RB+0.7
亦IBQ= VG-UBERB

= VG-0.7RB亦ICQ=茁IBQ
输出回路院VG寅D寅C寅

E寅彝
KVL 方程院VG=UDC+UCE=
+UCEQ亦UCEQ=VG-ICQ伊RC
二、复杂的固定偏置共射电路
输入回路院VG寅A寅B寅E寅F寅彝
KVL 方程院VG=UAB+UBE+UEF= +UBE+ =IBQ伊RB+

0.7+渊1+茁冤IBQ伊RE

亦IBQ = VG-UBERB+渊1+茁冤RE
=

VG-0.7RB+渊1+茁冤RE亦ICQ=茁IEQ
输出回路院VG寅D寅C寅

E寅F寅彝
KVL 方程院VG=UDC+UCE+

UEF= +UCEQ+ =ICQ伊RC+
UCEQ+渊1+茁冤IBQ伊RE亦UCEQ=VG-ICQ伊RC-渊1 +茁冤IBQ伊RE

三、带有电压负反馈的共射电路
本题的关键院RC 上通过

的电流等于 IE袁而不是 IC袁所
以 =IEQ伊RC=渊1+茁冤IBQ伊RCRB 上通过的电流是 IB袁
而不是 IC袁所以 =IBQ伊RB

输入回路院VG寅D寅C寅
B寅E寅彝

KVL 方程院VG=UDC+UCB+
UBE= + +0.7 =渊1 +茁冤
IBQ伊RC+IBQ伊RB+0.7

亦IBQ = VG-UBERB+渊1+茁冤RC
=

VG-0.7RB+渊1+茁冤RC亦ICQ=茁IBQ
输出回路院VG寅D寅C寅

E寅彝
KVL 方程院VG=UDC+UCE= +UCEQ=渊1+茁冤ICQ伊RC+UCEQ 亦UCEQ=VG-渊1+茁冤ICQ伊RC
四、射极输出器
输入回路院VG寅A寅B寅E寅F寅彝
KVL 方程院VG=UAB+UBE+UEF= +UBE+ =IBQ伊RB+

0.7+渊1+茁冤IBQ伊RE
亦IBQ = VG-UBERB+渊1+茁冤RE

=
VG-0.7RB+渊1+茁冤RE亦ICQ=茁IBQ
输出回路院VG寅D寅C寅E寅

F寅彝
KVL 方 程 院VG =UCE +UEF =

UCEQ+ =UCEQ+渊1+茁冤IBQ伊RE
亦UCEQ=VG-渊1+茁冤IBQ伊RE
五、分压式偏置电路共射

电路
本题的关键院1尧RB1 上的电流不等于 IBQ遥2尧IBQ 是 滋A 量级袁而 I1尧I2 是 mA 量

级袁忽略 IBQ袁I1抑I2 是本题求 Q 的前提条件遥
疫 忽略 IBQ袁亦I1 I2 ICQ曰
亦VB抑VG RB2RB2+RB1
输 入 回 路 院B 寅E 寅

F寅彝
KVL 方程院VB=UBE+UEF=

UBEQ+ =0.7+IEQ伊RE

亦IEQ= VB-UBEQRE
= VB-0.7RE

输出回路院VG寅D寅C寅
E寅F寅彝

KVL 方程院VG=UDC+UCE+
UEF= +UCEQ+ =ICQ伊RC+
UCEQ+IEQ伊RE亦UCEQ抑VG-IEQ伊渊RE+RC冤

利用 KVL 方程袁求静态工作点袁不需要死记硬背袁
就能牢牢地掌握遥 当电路发生变化时袁你也能从容应
对遥 试着用电工基础的理论知识去学习叶电子线路曳袁
你会倍感轻松遥 不信袁你试试看遥

殷江苏 倪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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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源格 YG-859 LED 充电式手
电筒袁 使用一段时间后袁 出现以下故
障院 充了一晚上的电袁 只用几分钟
LED 灯亮度就急速下降的现象遥 于是袁
拆开手电筒进行检查遥 为检修方便袁
将根据实物测绘的电路原理图画出袁
供维修时参考遥

该充电式 LED 手电筒工作原理比
较简单袁 由 C1袁 R 组成的限流及电荷
泄放电路遥 当 220V 交流电源上端为正
时袁 电流通过 C1,寅D1寅滑动开关寅蓄
电池正极寅蓄电池负极寅D4 回到 220V
交流电源负端遥 当 220V 交流电源下端
为正时袁 电流通过 D3寅滑动开关袁 蓄

电池正极寅蓄电池负极寅D2寅C1寅回
到当 220V 交流电源负端遥 与此同时袁
另一路从蓄电池正极出来袁 经过充电
指示发光二极管 D5寅330赘 限流电阻寅
C1寅回到当 220V 交流电源负端遥 当推
动滑动开关至照明玉档位置时袁 白光
LED1,3,5,7,9 发光袁 推动滑动开关至照
明域档位置时袁 除白光 LED1,3,5,7,9 发
光外袁 白光 LED2,4,6,8 也同时发光遥

对手电筒内所有元件进行检查袁
发现 椎3 红色充电指示发光二极管 D5
有反向漏电现象袁 将其换新后袁 充电
12 小时袁 故障依旧遥 出现此类故障袁
问题一般在铅蓄电池上袁 因为这种价

位的手电筒袁 厂家为了降低制造成本袁
均使用微型免维护铅蓄电池袁 这种电
池的寿命很短袁 大多用不到一年半载
的就坏了袁 是蓄电池电解液蒸发导致
电池容量下降所致遥 维修方法是更换
新蓄电池或者维修蓄电池遥 由于市场
上根本就没有此类蓄电池供应袁 且以
前曾经按照介绍的方法修复蓄电池袁
也没有效果袁 准备将手电筒扔掉遥 正
巧想起手里有数码相机淘汰下来的 4
节 2300mAh 的 5 号镍氢充电电池袁 这
4 节电池因长时间停用袁 导致不同程度
上出现了老化现象遥 按介绍的方法密
封处理后置于高压锅加热处理袁 有些

效果袁 但用在数码相机上还是不行遥
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袁 逐将这四只镍
氢电池串联焊在一起组成镍氢电池组袁
将原蓄电池拆下袁 将镍氢电池组接入
原蓄电池位置遥 打开滑动开关测试袁
手电筒恢复正常工作遥 从上图可见袁
该手电筒为蓄电池袁 充电受滑动开关
的控制袁 为安全考虑袁 在手电筒充电
时袁 还是不要试图去扳动照明开关遥

蓄电池充电电流的大小是由限流
电容 C 决定的遥 可参考以下公式院 C越
14.5I遥 C 单位为 滋F袁 I 为 A遥 此公式的
推导步骤如下院

设该电容 C 在 50Hz 交流电路中呈
现的容抗为 Xc=1/2仔?C=1/2伊
3.14伊50伊C,则 I=U/Xc=220伊2仔?
C=220伊2伊3.14伊50C,所以 C=I/
220伊314袁 此处袁 C 单位为 F
渊法拉冤袁 I 为 A 渊安培冤袁 用的
是国际单位遥 如果此时将 C 的
单位改为 滋F,为保持等式不变袁
则等式右侧需要乘以 106 遥
则推出 C抑14.47I遥 可以当成
C越14.5I 来使用遥

本电路中 C=1滋F袁 根据公
式充 C越14.5I 可得袁 该充电电
路中通过的总电流 I =69mA袁
与实际测量的 69.7 mA 基本吻
合遥 即使忽略 D5 所消耗的电
流袁 按照电池容量 2300 mAh
全容量估算袁 也得准备大约 33
个小时来充电袁 才能将电池充
满遥 不过袁 这也足够用了遥 经
观察袁 充满电后袁 正常断续使
用袁 一个月都没有问题遥

殷山东 姜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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