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图的电路简单袁可作为 220V 交流电源指示器袁其
效果与传统的氖灯一样遥 电路中的发光二极管 D2袁其发
光时不是连续发光而是闪光的袁因此特别适用于装饰或
其他之用遥

电路中的 D1 将输入电压整流袁 经电阻 R1 对电容
器 C1 充电袁 当 C1 的充电电压超过 D2 的击穿电压时袁
D2 导通袁此时袁C1 上充得电压又经 D11渊双向触发二极
管冤尧R2 和 D2 放电袁 放电时 D2 产生短暂的闪光后就截
止而断路袁C1 又再次充电尧 放电袁 如此循环 D2 不断闪
光遥 图中标注的 C1尧R1尧D1尧R2 等参数值袁 还适合在
350V 的电源上使用遥 发光二极管在 C1 端的点亮电压为
30V袁每秒闪光约 0.3 秒遥

由 于 电 路
和市电直接相
接而未隔离袁因
此人们接触电
路中的任何部
分都会有危险袁
所以电路使用
时袁应将电路放
在绝缘的盒子
内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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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功率尧高效率白光渊以及其他颜色冤LED 的
出现袁采用 LED 的照明更受关注遥 由于 LED 是一种电
流控制器件袁典型控制电路是调节通过 LED 亮度的电
流来保持一致的亮度遥 为了利用电能袁用户经常将开
关转换电路用于 LED袁 根据输入直流电压的不同袁可

以是降压渊Buck冤或升压
渊Boost冤转换器遥 图 1 是
典型的降压和升压转换
器白光 LED 驱动电路的
结构遥 白光 LED 增加了
串接电阻 R袁 决定了通
过 LED 的电流遥 电阻取
值要依据所需 LED 电流
以及降压/升压转换器需
要的反馈电压遥 例如袁通
过 LED 的平均电流为
100mA袁 反 馈 电 压 为
1.23V 时袁需要的电阻值
为 12赘遥 为了降低串联
电阻上的功耗袁 可采用

图 2 中的电路结构遥 在这种电路中袁放大器的增益减
小了串联电阻上的功耗袁减小的因数与增益相等遥

图 1 与图 2 中的电路结构能很好地用于调节通
过 LED 的电流袁前提是环境温度保持不变遥然而袁白光
与其他颜色的 LED 的亮度都是温度的函数袁随温度的
改变而有很大变动遥 在 100益的温度变化范围下袁亮度

的变化从 40%~150%遥
因此袁 如果预计环境温
度会有变化袁 只调节通
过 LED 的电流就不是
一种控制 LED 亮度的
有效方式遥 替代方法是
采 用 光 反 馈 来 控 制
LED遥 不过袁可以不使用
高价的光传感器和放大
器电路袁 而用一个合适
的 LED 作光传感器遥 图
3 为一个用廉价降压稳
压器 IC渊可调 LM2575冤
的白光 LED 控制器遥 透
明 封 装 的 3mm 红 色
LED 用于检测 10mm 白

光 LED 的光遥白光 LED 的频谱宽得足以激励用作传感
器的红色 LED遥对通过白光 LED 的 60mA 测试电流袁红
色 LED 传感器的电压大约为 40mV遥 由于该电路用红
色 LED 传感器的电压作为降压稳压器的反馈袁 因此必
须用一个增益大约为 30 的放大器袁因为 LM2575 降压
稳压器的内部基准电压为 1.23V遥电阻 R1尧R2 和 R3 控
制放大器的增益袁放大器包含一个廉价的 LM358 双运
放遥输入直流电压为运放供电遥电阻 R1尧R2 和 R3 的阻
值分别为 270赘尧560赘 和 10k赘遥由于 R2 是一个可变电
阻袁改变它的设定值就改变了增益袁因此就改变了通过

白光 LED 的电流遥所以袁R2 用作亮度控制遥放大器增益
范围从 28~84袁具体值取决于 R2 的设置遥

红色 LED 作为传感器袁安装在白光 LED 的侧面袁
因此只用到白光 LED 的一部分辐射光遥 将 3mm 红色
LED 的顶部处理成一个平坦表面袁然后用一滴超强胶
水将 3mm 红色 LED 固定在白光 LED 的侧面遥

LM2575 降压稳压器通过改变其占空比来调节输
出电压遥 如果白光 LED 的输出光强由于温升而减弱袁
红色 LED 传感器的电压也成比例下降遥 红色 LED 传
感器的输出连接到稳压 IC 的反馈输入端 渊榆脚冤袁稳
压器 IC 会相应地增加白光 LED 的输出电压占空比袁
从而稳定了亮度遥 当环境温度下降时袁白光 LED 光强
增长袁稳压器减小输出电压袁也达到了稳定白光 LED
亮度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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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利用 LED 控制的降压稳压器电路

鼓 掌 开 关
本设计电路给生活带来方

便袁 不需要搬动普通的置位开
关袁 只要鼓掌就能将电路接
通遥

方框图见图 1袁 驻极体话
筒拾取鼓掌声袁 经运算放大器
放大袁 半波整流袁 然后斯密特
触发器限幅袁 之后由开关进行
两种选择院 用定时电路在预置

时问内将继电器接通袁 预置时
间用调整电位器设定曰 用门锁
电路 渊门闩电路冤 接通继电
器袁 到下次鼓掌再把继电器断
开遥

图 2 为鼓掌开关的电路
图遥 驻极体话筒 MICI 经电阻
R1 馈电袁 进来的声音由 C1 交
流耦合送到运算放火器 IC1 的
同相输入端盂脚袁 输入端的直
流偏置为电源电压的一半袁 由
电阻 R2 和 R3 组成的分压器
获得遥

由电阻 R4 和 R5 决定运
算放大器的增益为 471 渊由
R4/R5+1 算出增益值冤遥 电容
C2 保证了反馈回路的直流稳
定性袁 IC1愚脚经放大的输出
信号袁 由 C3 交流耦合送到幅
度控制电位器 VR1遥

从测试滑动端来的信号经
二极管倍压电路整流袁 其整流
电路由 C4 和二极管 D1 和 D2
组成袁 由 D2 来的输出电压由
CR 网络 渊C5 和 R6 组成冤 进
行滤波遥

从 C5 来的整流电压送到
斯密特触发电路 渊由或非门
IC2a 和 IC2b 及周围元件组成冤
消除了从 C5 米的幅度变化袁
从而使 IC2b榆脚输出的逻辑
电平波形有了很大的改善遥

IC2b 输出达到逻辑 1 以
前袁 经 R7 输入到 IC2a 的电压

必须超过 1/2 电源电压袁 只有
当输入下降到 1/2 电源电压以
下袁 输出才会恢复到逻辑 0遥
这样就能避免电路的假触发遥

电路的门锁部分以 D 型双
稳态电路 IC3a 为基础袁 连接
于到虞脚组成 T 型触发电路袁
当盂脚收到从 IC2b 来的上升
高电平的触发脉冲袁 则就使它

的输出端
Q 锁定到
高 电 平 遥
当它收到
下 个 脉

冲袁 输出则会锁定到低电平袁
之后下一个脉冲来又再次输出
高电平袁 这样反复进行下去遥

以或非门 IC2c 和 IC2a 为
基础建立的定时电路就是单稳
态电路袁 电路的时间常数即是
触发后输出高电平所持续的时
间袁 其值由电容 C7 和总电阻
渊可变电阻 VR2 和固定电阻
R9 之和冤 之值决定遥 定时
公式为 T=0.7RC袁 其中 T
是保持触发后状态的时间袁
以秒为单位遥

本电路 R=1M+15k赘=
1015000赘袁 C =I00滋F袁 因
此理论上袁 电路能保持状
态 的 最 长 时 间 是 0.7 伊
1015000伊0援0001=71.05 秒袁
实际上元件的误差与此值
有些差别袁 但此公式可作
力引导遥

所需时问越长袁 使用
的电容就越大袁 但不能超
过 2200滋F袁 因为有漏电流经
过电容袁 时间就不能确定袁 即
使 VR2 调到零阻值袁 固定电
阻 R9 可防止总电阻永不为零袁
R9 值的选择原则是保证最低
时间间隔约为 1 秒遥

转换开关 S1 可对锁定和
定时电路进行选择袁 选择后的
输 出 电 阻 R10 送 到 晶 体 管
TRl袁 若输出是高电平袁 晶体
管就导通袁 以启动了继电器

RLA遥 继电器断开的瞬间产
生的反电动势 渊窄脉冲冤 由
二极管 D3 去除袁 保证了晶体
管的安全遥

图 2 中的电源电路从交
流供电和变压器 T1 产生袁 经
隔离的交流 9V 输出电压 (
l00mA)袁 当然高一点电流输
出的变压器也可用遥 用 REC1
对 9V 交流供电进行桥式整
流袁 电容器 C9 滤波产生约
12V 的直流电压遥

在 9V 交流供电电路中
渊包括熔线 FS1冤袁 它的最大
电流由变压器能容许提供的
电流来决定遥 考虑到继电器
的开关作用袁 变压器初级绕
组 的 熔 线 FS2 电 流 要 增 到
1A遥 FS2 之后将氖灯跨接在
市电两端袁 作为市电连结的
指示遥

VRl 与 5VR2 的调整可满
足用户的特殊需要袁 VR1 能
凋节对声音的灵敏度遥 若用
S1 选择定时电路袁 VR2 能决
定定时器保持的时间袁 降低
电阻可减少时间间隔遥

该电路只要在导线和熔线
FS2 的允许范围内袁 均能接通
任何家用电器袁 将电器插头插
入本电路的输出插座袁 鼓掌或
大叫声电路会进入接通状态袁
扳动开关 Sl 的位置就可能选
择两种结果院

1) 定时高达 70 秒
2) 或等到下次鼓掌 渊或

大叫冤 回到原状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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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无线电厂优供
1.时间尧温度控制器板渊半成品冤袁该板无外壳袁无该板使用说明遥 板尺寸院11.2*7cm遥 接上3V 电池袁液晶屏可显示时间尧温度尧1-7 天尧1-24 时段尧程序数等信息遥时间尧温度可编程遥板

背面有测温电阻渊TH1冤袁可显示实时温度遥板背面有继电器袁可控制电源开关遥9.5 元/个遥2.24
粒贴片 LED 灯板袁板尺寸院15.5*3cm遥 板上有 24 粒贴片渊3528冤正白光 LED袁24 粒 LED 并联
相接遥 推荐使用电源为 3.2-3.5V袁350mA遥 该板使用灵活袁3 片串联可接 12V 恒流电源渊本广
告第 9 项冤袁6 该板片串联可接 19V 恒流电源渊本广告第 3 项冤袁是自制台灯尧改造吸顶灯的
理 想材料 遥 0.5 元/片 遥 LED 恒流电源板 袁 输 入 220VAC袁 输 出 19VDC350mA遥 尺 寸 院3.5*1.7*1.6cm遥 1.3 元/个遥 BNC 转 AV 线袁用于监控摄像机尧录像机等视频设备连接显示屏遥
线长 95cm遥 2.5 元/条遥 音视频电源组合线袁 标准音频尧 视频母头个一个遥 直流电源母头
渊3.5*1.3mm冤一个袁线长 15cm遥 1.2 元/条遥 6.A.8 字电源插座袁250VAC袁10A遥 0.15 元/个遥 B.8 字
电源线袁线长 45cm袁0.8 元/条遥 7. 2.5 寸串口硬盘转 USB2.0 接口袁使用 5VDC 电源袁该转换板
可方便自制移动硬盘遥4 元/个遥8.微硬盘袁2.5G,外形大小及接口与 CF 相同袁4.5 元/个遥9. LED
恒流电源袁输入 100-240VAC袁输出 12VDC袁330mA遥 可接 3 粒 1 瓦 LED渊串联冤1.2 元/个遥 10.110VAC LED 恒流电源袁输入 110V袁输出 70V220mA袁外形尺寸院34*1.7cm遥 有能力爱好者可
改为 220VAC 输入袁随板送 22uF/400V 电容 2 个袁33uF/400V 电容 1 个遥 2.7 元/个遥 为便于邮
寄袁5 条起售遥 11. A. LED 背光源袁有效发光区院7*4cm袁遮光区院0.9*4cm袁白光袁发光均匀袁适
用电源 3.5V20mA遥 0.8 元/个遥 B. 1 瓦 LED 灯珠袁正白光袁0.3 元/个遥 C.直径 10mm 0.5 瓦 LED
灯珠袁0.08 元/个遥 12. 3G 智能商务座充袁输入 100-240VAC袁USB 插口输出 5.2VDC袁800mA遥
电池座充输出 4.2VDC袁350mA遥 电池座充可夹不同大小电池遥 2.5 元/个遥 13. A. 磁环JPZ4HT10*4*6袁外径 10mm袁内径 6mm袁厚 4mm遥 1 元/20 个遥 B. 三极管袁13003遥 1 元/10 只遥 C.3.5mm 音频插头转莲花插座袁3 个/1 元遥 14. 电阻 A. 5W 水泥电阻袁22 欧尧2.2 欧尧39 欧尧250
欧遥 6 个/1 元遥 B . 3W 碳膜电阻袁0.68 欧尧0.5 欧尧4K遥 20 个/1 元遥 C.1W 碳膜电阻袁180 欧袁40
个/1 元遥 15. 特价 LED 成品灯袁A.3 瓦 LED 灯袁 暖白光袁 灯头接口为 E14遥 灯直径 5cm袁长7.2cm袁灯内有 15 粒 5050 贴片 LED遥输入电压 220VAC遥 3.3 元/个遥 B.1 瓦 LED 灯袁暖白光袁灯
头接口为 E14遥 灯直径 5cm袁长 7.5cm袁灯内有直径 5mm 聚光 LED18 粒遥 输入电压 220VAC遥2.1 元/个遥 16. 特价促销大功率 LED 集成灯珠袁A. 30 瓦大功率 LED 集成灯珠 COB 光源袁暖
白袁10 串 3 并渊30VDC袁900mA冤袁暖白袁10 串 3 并遥 暖白袁10 串 3 并遥 8 元/个遥 B.10 瓦集成 LED
灯珠袁暖白光遥 9 串 1 并渊27VDC袁350mA冤遥 2.4 元/个遥 C. 1W 暖白 LED 灯珠袁0.3 元/个遥 上述
灯珠必须配 LED 恒流电源及足够大的散热器遥 17. 拆机 LED 灯板遥 A. 6 粒 0.5W LED 灯板袁
灯板长 11cm袁宽 2cm袁板上有 6 粒议8mm袁0.5W 草帽头 LED渊正白冤袁LED 为 2 金丝遥 0.5 元/块遥B.拆机 0.5WLED 灯板袁板上有 1 粒议8mm袁0.5W 草帽头渊正白光冤LED 及 2 个电阻遥 0.6/10 个遥18. 立体声线控手机耳机袁3.5mm 接口袁通过线控支持接通/挂断功能遥 内置麦克风袁开车族
必备遥 提示院有部分牌子手机不支持线控功能袁但不影响听音乐遥 2.5 元/个遥 19. 二手监控
摄像头袁A. Panasonic 彩色监控摄像头袁型号:WV-CP470/CH袁70 元/个遥 B.三星彩色监控摄像
头袁型号:SCC-131AP袁65 元/个遥 C. PELFU 彩色监控摄像头袁型号 PF-728C袁60 元/个遥 经测试
图像清晰袁功能正常遥 20. 特价促销插卡式渊SD 卡冤MP3 成品板袁板上配件有 SD 卡槽尧USB
接口尧多功能拨轮按键尧输入电源插座尧音频输出插座尧耳机插座尧输入信号插座及开关指
示灯等遥该板有调频收音功能尧音频功放功能袁接 5VDC 电源即可播放 MP3遥 是自制 MP3 音
箱的理想材料遥 3.5 元/个遥 21. 品胜移动电源成品板袁该板接上锂电池袁即为移动电源遥 2 元/
个遥22. 阻容降压整流电路板袁尺寸院3* 2.1cm 袁0.6 元/10 片遥23. 10 粒贴片 LED 成品板袁板直
径 2.9cm袁 板上有 10 粒贴片 LED遥 灯板背面为 LED 阻容电源电路袁 主要元件有 CBB 电容
渊0.39uF/400V冤尧电解电容渊2.2uF/400V冤尧四个二极管及电阻遥 该灯板电源部分正常袁贴片LED 有个别脱焊或死灯遥 请自行修复后再接入电源遥 A.黄光 LED 灯板袁4 个/1 元遥 B.蓝光LED 灯板袁4 个/1 元遥 C.绿光 LED 灯板袁4 个/1 元遥 24. 热缩管袁A. 黑色议1mm袁长 142mm袁 70
条/1 元遥B. 黑色议3mm袁长 15mm袁 400 条/1 元遥C. 黑色议5mm袁长 5.5mm袁 700 条/1 元遥D.黑色议14mm袁1 米/1.5 元遥 E. 黑色议16袁1 米/1 元遥 25. 特价 6W 贴片渊5630冤白光 LED 灯板袁铝基板议2.8cm袁板上有 12 粒贴片渊5630冤白光渊暖白冤LED袁12 粒 LED 以 3 并 4 串相接遥 发光角度 180
度散光遥 适用 12VDC 横流电源袁 2.5 元/个遥 26.LED 灯杯袁议5.5cm袁高 2.5cm遥 有 1WLED1 个袁
贴片 LED4 个遥2.5 元/个遥27. 特价 LED 灯板袁A.18W 正白光 LED 灯板袁铝基板议10cm袁板上有18 粒 1W LED 串联相接遥 6 元/个遥 B.4WLED 灯板袁铝基板议2.8cm袁板上有 4 粒 1W 白光 LED袁4 粒 LED 串联相接袁暖白袁1.2 元/个遥 C.3WLED 灯板袁铝基板议3.2cm袁板上有 3 粒 1W 白光LED袁3 粒 LED 串联相接遥 甲. 正白光袁0.9 元/个遥 乙.暖白袁0.8 元/个遥 28.可调电阻袁500 欧袁0.6
元/10 个遥 B.光敏电阻袁型号院PGM5539,1 元/10 只遥C.2W 电阻袁300 欧袁用于制作 LED 电源遥0.3 元/10 个遥 29. A. Nitsuko渊日通工冤电容袁0.022uF/250VAC袁0.03 元/个遥 B.安规电容 474/275VAC袁脚距 1.5cm袁0.8 元/10 个遥 C.电容 1.5uF/400VDC袁0.12 元/个遥 D. 10uF/250VAC袁0.8 元/
个遥E.30P 可调电容袁0.1 元/个遥F. 5P 可调电容袁0.1 元/个遥G.100uF/10V 电解电容袁脚距 2mm袁50 个/1 元遥 30.拆机电容袁A.电解电容 22000uF/6.3V袁议1.7cm袁高 4cm袁脚距 0.8cm袁脚长大于0.6cm遥 0.8 元/个遥 B. CCB 电容 125/630V袁脚距 2.7cm袁0.9 元/10 个遥 C. CCB 电容 474/400V袁脚
距 1.5cm袁0.7 元/10 个遥 D.CBB 电容袁1.5uF袁280VAC袁 脚距 2cm遥 0.08 元/个遥 E. 电容 3.3uF/400VDC袁 0.3 元/个遥 F.电解电容 33uF/450V袁0.2 元/个遥 G.涤纶电容袁0.39uF/400V袁0.09 元/个遥H. 涤纶电容 0.22/630V袁0.08 元/个遥 I.安规电容袁0.1 uF /275VAC袁0.03 元/个遥 J.安规电容 0.68uF /275VAC袁0.1 元/个遥 K.安规电容 0.33/250VAC袁0.07 元/个遥 31.开关电源袁输入 220VAC袁输
出 12VDC袁1A袁线长 1.5m袁输出插头议5.5mm袁4.8 元/个遥 32. LED 灯恒流电源袁输入 220V遥
适用接 3要5 粒串联 1WLED袁亦可接需 12V 电源 LED 灯袁恒流 320mA袁塑料外壳袁1.6 元/个遥33. 开关电源袁输入 220VAC遥 A.输出 5V袁1A袁输出线长 80cm袁插头议5.5mm袁3 元/个遥 B.输出5V袁400mA袁输出线长 110cm袁插头议5.5mm袁1.8 元/个遥 C.输出 5.5V袁0.9A袁输出线长 140cm袁插
头议3.5mm袁2.5 元/个遥 D. 输出 5.5V 450mA袁2.2 元/个渊手机充电器冤袁2 元/个.34.A 3.5 寸内置
渊软驱位冤多合一读卡器袁可读 MS 卡尧CF/MD 卡尧SD/MMC 卡尧SD/SM 卡遥 6 元/个遥 B. R4 烧录
卡袁有扩充卡槽渊MMC 卡冤遥卡上有软封 IC 及存储 IC渊S29GL032M90TAIR3冤袁2 元/个遥35.二手
红外灯板袁板议75mm袁板上有 36 粒议8mm 红外灯及光敏电阻遥 3 元/个遥 36.家用可充电渊插220VAC 电源充电冤LED 手电筒袁灯头为 6 粒白光 LED袁长 17.5cm袁最大外径 5.5cm袁 6.5 元/
个遥 37.高亮 LED 板袁拆机 LED 灯板袁板上有 20 粒聚光议5mm 白光 LED袁板上带电源电路遥板
上可能有几粒 LED 脱焊或毁坏袁需自行修理遥0.5 元/个遥38.白光 LED 灯头袁灯头反光罩为铝
合金遥该灯头聚光好袁照射距离远袁是自制 LED 电筒或车灯的理想材料遥A.反光罩议7.4cm袁高4cm袁内有 1W LED袁甲袁正白光袁乙袁暖白光袁均 1.6 元/个遥 B. 反光罩议6.8cm袁高 3.4cm袁内有1W LED袁甲袁正白光袁乙袁暖白光袁均 1.5 元/个遥 39. 拆机 0.5W 白光 LED 灯头袁灯杯反光罩为
塑料镀膜袁灯杯内装有 0.5W 白光 LED袁亮度高聚光性能好袁是制作手电筒尧自行车前灯尧矿
灯的理性光源遥 A. 灯杯反光罩直径 5.6cm袁 高 3cm袁0.5 元/个遥 B. 灯杯反光罩直径 4cm袁高2.4cm袁送一灯珠自行换上袁0.4 元/个遥40. 苹果手机充电器袁输入 100-250V袁输出 5V袁500mA袁
线长 1.1 米袁输出插头为苹果专用插头袁2 元/个遥 41. 苹果手机充电座袁5 元/个遥 42.二手笔记
本电脑电源适配器袁输入 100-240VAC袁A.电源适配器袁输出 19V袁3.42A 袁19 元/个遥 B.电源适
配器袁输出 18.5V袁3.5A 袁20 元/个遥43. A.二手 4 位数显电压表头袁IC 为 7107袁 8 元/个遥B.故障
表头袁7107 正常袁5 元/个遥44. 全新锂电池袁A. 3.7V袁650mAh袁型号院D1828袁尺寸院36*48* 5mm
袁3.5 元/个遥 B.3.7V袁550mAh袁 型号院K828袁 尺寸院38*62* 5mm 袁3 元/个. 上述锂电池是自制LED 应急灯的廉价材料袁较易自制 LED 应急灯遥 45. A.中恒渊DEC冤立体声耳塞袁插头为议3.5mm袁1.2 元/付遥 B. 立体声耳塞,插头为 USB袁1 元/付遥 46. 晶振袁A.频率 32.768袁0.1 元/个遥 B.4MHz袁0.15 元/个遥 47. 开关袁 A.波段开关袁2 刀 5 档袁0.8 元/个遥 B. 旋转开关袁250VAC袁3A袁0.5
元/个遥 C.手电开关袁3 脚袁1 元/5 个遥 48. 塑料镀铬旋钮袁A. 议44mm袁厚 10mm袁0.6 元/个遥 B.议30mm袁厚 15mm袁0.4 元/个遥 49. 线材袁A.议 3.5mm 插头转 2 莲花插头线袁长 1.4m袁0.8 元/条遥 B.USB 延长线袁线长 100cm袁铜质材料 1.3 元/条遥 C. 电源线袁250VAC 10A 袁线长 1.7 米袁7 元/条50. 三极管袁A. 8550尧 B. 8050尧 C. 9014尧均 3 元/100 个遥D.稳压管袁LM385B12, 3 元/5 只遥E. 三
极管 C1675袁0.05 元/个遥 F.基准电压源 LM336 2.5V 0.3 元/个遥 G. TL431尧TA76432S袁均 0.3
元/个,H. 二极管 1N4001袁1 元/40 个遥 51.数码伴侣王 D125袁是外出旅游尧下乡采风的好帮手遥
可在无电脑及电源的状态下通过该数码伴侣袁 将各种存储卡 渊CF I,CF 域,SD,MMC,SM,MS,MS Pro,XD,微硬盘冤的信息复制到该数码伴侣的硬盘内遥 也可作为读卡器或移动硬盘使用遥
该数码伴侣存储介质为 2.5 英寸并口硬盘 , 接口类型 USB2.0, 下载速度 5.8MBps袁Win鄄dows2000 以上无需驱动遥 液晶屏显示工作状态及电池容量袁内置 1200mAh 锂电池遥 支持存
储卡类型: CF I,CF 域,SD,MMC,SM,MS,MS Pro,XD,微硬盘遥 该数码伴侣王不含 2.5 英寸硬盘袁
该伴侣王缺后盖袁13 元/个遥 52. 20mm 超声波加湿器雾化片袁引线长渊带插头冤8cm袁配橡胶
圈尧固定铁碗遥 是自制超声波加湿器雾化器的优质廉价材料遥 1.8 元/个遥 53. 电源插头转换
器袁0.5 元遥 54.USB 转 IDE 接口板袁 故障板遥 0.8 元/块遥 55. 拆机整流稳压板袁 板上有LM317, 二极管尧电容渊2200UF/16V冤袁0.7 元/个遥 56.美容仪袁该仪是结合了正负离子电流尧EMS 紧实拉提电流尧温热功能尧震动按摩等四合一的美容仪袁配 12V 电源转换器一个遥 25
元/台遥 57.MP3 等数码产品充电器袁 输出 5V袁0.2A袁 输出插头为 mini-B 渊塑料头冤袁1.5 元/
个遥 58.电动车充电器袁输入 220V袁输出 36V 1.5A 袁插头为圆头遥 采用恒流尧恒压尧浮充三
段式智能充电模式遥 12 元个遥 59.充电器袁可充 1-2 节 5 号/7 号电池遥 带直流插头线袁插头议2.5mm遥输出 3V袁200mA遥5 元/个遥 60.拆机固态继电器袁A.双固态继电器渊2 个固态继电器组
成冤袁控制电流 115V袁4.5A 及 16A,4 元/个遥 B. 双固体继电器 115V/12A尧115V/12A袁控制电压6VCD, 经试用袁长期接 220VAC 市电袁能稳定工作遥 4.3 元/个.61. 拆机品 A.气体传感器袁传感
器型号为院TGS2611袁1.6 元/个遥 B. 气体测试机芯袁 主要元件有院 气敏头尧LM339 等袁2 元/
个遥 C. 湿度传感器袁1 元/个遥 D. 湿敏电阻袁1 元/个遥 E.TA76432S袁1 元/4 个遥 62.音乐信息仪袁
由主机及电极片组成遥 主机为带脉冲输岀插孔及脉冲输岀电位器的收录放音机渊SW尧MW
二波段袁内置喇叭冤袁本机把音乐信息变成电子脉冲袁通过电极片作用于人体经穴遥 交直流
二用遥 配送 6V 电源适配器 1 只尧电极片 2 付尧耳塞 1 付尧立体声专用磁带 5 盒遥 20 元/台遥 见
叶电子报曳2007 年 41 期遥 63. A.拆机充电板袁IC 为 LM24 及 04/SM( 12C 671)袁0.5 元/片遥 B.该
板(全新)贴片元件安装袁IC 有院LT HEF4093 及 4040袁其余主要元件有院4 节 7 号电池夹袁压电
蜂鸣片尧开关尧LED 等遥用途不详遥1 元/个遥C. 有线电视频道转换板袁接 24VAC 即可使用遥 1.5
元/片遥D.音乐片袁带喇叭袁0.2 元/片遥 E. 游戏魔眼 LCD 板袁3 元/个遥F.射频调制器袁0.6 元/个遥
上述拆机板均无资料遥 64.红外遥控转发器套件袁CD4011尧红外发射头尧红外接收头尧万能
电路板渊5.4 8.1CM 冤三极管及所有阻容元件遥 CD4011尧红外发射头尧红外接收头均为拆机
品遥2.2 元/套遥附电路图袁IC 及数码管均为拆机品遥 65.防盗报警器袁报警信号拾取为干簧管
与磁铁的移位袁声音洪亮遥4.5 元/台遥 66. A. 英文旅游宝贝袁 液晶显示,30 键输入,功能多,信
息量大遥 可提供 160 个世界主要城市的路线信息,及酒店尧住宿尧加油站尧博物馆尧购物尧休闲
场所等相关信息遥2.5 元/个遥B.英文电子记事本袁有日历尧时间尧记事尧电话簿 等 14 项功能,缺
盖(不影响使用),1 元/个遥见电子报 2003 年 14 期遥C. 袖珍调频收音机袁IC 为 KA2297袁内置小
喇叭袁2.5 元/个遥 D.游戏机袁无卡袁无电池盖袁1 元/个遥 67.汽车手机免提器袁可夹放不同款式
手机袁连接手机信号为议2.5mm 双声插头袁电源输入为汽车点烟器插头袁3 元/个遥 68.拆机
品院A.直径 3mm3V 电珠袁1 元/100 只遥 B.光敏头袁由光敏电阻尧CR406 及电阻组成遥 0.35 元/
个遥 C.液晶显示表头袁0.4 元/个遥 D. 红外接收头袁型号不详袁0.2 元/个遥 69.A. 数码产品挂
绳袁长 42cm袁0.2 元/条遥 B. MP3 腰夹袁0.2 元/个遥 C. 耳机线夹袁黑色 0.1 元/个遥 D.五号电池
夹渊2 节冤袁0.2 元/个遥 E. 短路端子(跳线端子)袁1 元/50 个遥 F 9V 电池扣袁0.1 元/个遥 G.直插式
接线端子袁11P袁金属件为铜质袁1.5 元/个遥
温馨提示院现邮局包裹改电话通知袁邮购附言务必填写联系电话遥

邮资 苑 元/次遥 地址院福建省长汀县添丁下北路 员 号邮编院猿远远猿园园 联系人院胡师伟 曾祥海
电话院(0597) 6829065渊邮购部冤尧18950853576尧6829065(传真)短信院13950897059
农行金穗通宝卡院95599 8155 11115 12019 建行龙卡院4367 4218 8000 0542 238
工行牡丹灵通卡院9558 8014 1010 1052975 持卡人院胡师伟
支付宝账号院ctwxdc@sohu.net 网址: ctwxd.com 电子信箱院ctwxdc@sohu.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