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电子报曳2012 年 16 期发表王绍华老师的叶华光
牌 HG-8 型声光控灯原理与故障检修曳一文后袁先后有
多篇讨论文章发表遥 讨论的焦点是声光控灯电路中使
用的单向可控硅的触发导通条件遥 其中尹尧杨尧秦三位
作者认为袁在图 1 所示的电路中袁单向可控硅 Q渊这里
沿用了 2012 年 16 期文章插图标示的文字符号冤 要想
导通袁除了阳极相对于阴极应有正
向电压外袁控制极 G 与阴极 K 间也
应有适当的触发电流袁这个电流的
路径是院 电源 E 的+极寅电阻 R寅
按钮 SB寅控制极电阻 RG寅控制极
G寅阴极 K寅发光管 LED寅接地
端寅电源 E 的-极遥 为了维持触发
电流的存在袁要求控制极 G 对地电位比阴极 K 对地电
位高 0.7V 以上遥 而麻继超先生的观点与此向左袁并试
图用实验的方法证明上述说法是错误的遥本来袁这个问
题至 2014 年第 2 期电子报发表秦胤民老师的文章后
有了明确的共识袁可以认为已经盖棺定论袁即尹石荪等
人的观点是正确的遥 但麻继超先生执着坚持其观点袁
2014 年 51 期又发表文章 叶再谈可控硅的触发导通与
关断曳袁对尹尧杨尧秦等几位作者的文章逐一进行点评袁
指责他们文章中的野错误冶遥 看来袁技术知识的普及袁扭
曲思维模式的纠正还是很费力气的遥 这里仅就麻继超
先生 51 期文中的试验电路尧 技术原理的描述做些点
评遥

1. 关于 51 期的电路图 3
为了对照分析方便袁将麻继超先生 51 期的图 3 复

制为本文图 2遥 原文说袁按住 AN1袁LED 灯亮袁并测量
R8 和 R9 上的电压是 0.1V袁LED1尧LED2 上的电压约
为 219V遥如果 R8 和 R9 上的电压是 0.1V袁那么流过这
两个电阻上的电流即 BT169D 的触发电流 I=0.1V/
渊R8+R9冤=0.175滋A遥 这样小的电流是不能触发可控硅
的遥 说 LED1尧LED2 上的电压约为 219V 也不可能遥 电
子报对于整流电路的输出电压进行了多次讨论袁 其中

郝微娜在电子报 2014 年 34 期上的一篇文章 叶整流整
丢了 0.1曳给人印象深刻袁文章说桥式整流电路的输出
电压是交流输入电压的 0.9 倍袁 且万用表测到的就是
这个电压值遥 这样 AC220V 电压经桥式整流后的电压
用万用表测量应是 198V袁 不知麻继超先生测到的
219V 电压是哪里来的遥 既然麻继超先生做过试验袁编
辑老师也对该试验板作了验证袁 说明可控硅 BT169D
确实导通了袁这是为什么呢钥我们对图 2 电路再回头看
一下遥桥式整流电路输出 198V 电压袁经电阻 R8尧R9 和
按下的按钮给可控硅提供触发电流袁 这个电流通路从
桥式整流正输出端开始袁经 R9尧AN1尧R8尧可控硅控制
极尧可控硅阴极尧LED1尧110k赘 电阻尧LED2 到达桥式整
流的负输出端袁如果每个 LED 灯的正向压降为 3V袁可
控硅控制极与阴极间的电压为 0.7V袁则可控硅可以获
得的触发电流 I=渊198V-0.7V-3V伊2冤/渊330k+240k+
110k冤=281滋A袁 当然这样大的触发电流触发可控硅导
通是没有问题的袁 所以按下按钮时 LED 灯点亮是对
的遥 至于松开按钮后不能常亮是因为整流波形过零时
可控硅自行关断的缘故遥 显然袁麻继超先生上述 0.1V尧
219V 的电压值是不真实的遥

麻继超先生试图用上述试验证明 2012 年 16 期的
声光控灯电路 渊见本文的图 3冤 没有问题是对不上号
的袁因为 16 期的电路中袁在电阻 R9 之后有一个 12V
的稳压管 VS袁且可控硅阴极接有 55 只串联的发光管遥
麻继超先生的试验电路与 2012 年 16 期的声光控灯电
路根本不相同袁连类同也够不上袁所以袁不能用试验电
路去证明 16 期电路的正确性遥遥

2. 关于 51 期的电路图 4、图 5
这里将 51 期的图 4 重新绘制为本文图 4遥 麻继超

先生在文章中说袁野图 4 的电路袁 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
实验袁它确实能够触发可控硅的导通袁但它并不是什么
原理袁把它当成原理袁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冶遥 还说野图 4
的电路袁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袁那就是可控硅导通后袁控
制极就失去了控制作用了袁无法再使可控硅关断冶袁野这

样的话袁 可控硅不就失去作为开
关的意义了吗钥 冶

为了能使用控制极关断可控
硅袁 麻继超先生设计了一个图 5袁
现复制为本文图 5遥 麻继超先生
说袁野图 5 才是可控硅触发原理的

最佳电路冶袁因为这个电路野控制极触发正渊按下按钮
AN1袁笔者注冤袁导通曰触发负渊按下按钮 AN2袁笔者注冤袁
关断遥 冶为了说明单向可控硅可以使用控制极关断袁麻
继超先生又拿出了一个证据电路袁即 51 期文中的图 7
野航标灯冶电路渊见本文图 6冤遥51 期原文说袁航标灯就是
用单向可控硅控制极上的光敏二极管来控制其白天尧
晚上的亮灭交替的遥

这是否是天大的笑话钥 稍微有点电子技术知识的
人都知道这些论点与论据是如何的荒谬袁 我相信电子
报的读者有能力自己判断袁就不再评说了遥

3.关于电阻是否可以成为负载
麻继超先生为了证明 2012 年 16 期文中电路原理

的正确性袁 在 2012 年 33 期的文章中设计了一个电路
渊本文已复制为图 7冤袁2012 年 39 期杨电功老师的文章
认为袁33 期文章作者无意识地将压降超过 90V 的可控
硅主要负载渊100k赘 的电阻 R3冤移至阳极电路袁使得图
示电路中的可控硅可以被触发导通袁 这一实验结果不
能证明 16 期电路的正确性遥

麻继超先生对杨老师的这一说法极力反对袁说野图
中的 R3 100k赘 电阻不是负载袁它是降压限流电阻袁相
当变压器袁通常指用电器才是负载袁如发光尧发热尧发
声尧继电器尧电动机等冶遥 对此秦胤民老师在 2014 年 2
期的文章中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袁指出所谓负载袁就是把
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能量的元件或装置遥 而麻继超先
生在 2014 年 51 期的文章中又旧话重提袁 说电阻做负
载野不可以冶遥

我们没有义务
和权力反复地利用
电子报可贵的版面
去纠正麻继超先生
扭曲的观念和认识袁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
定袁图 7 的电路不能
证明 2012 年 16 期
电路没问题遥

殷山西 王道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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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谈 可 控 硅 的 触 发 导 通 条 件

为促进和检验大家的动手能力袁 单位
举办了控制电路设计大赛遥 题目是院采用一
只按钮的 3 次按动袁 来完成电动机的开机
Y要驻要停机操作遥 主要可用的设备是 3 只
交流接触器(线圈吸合电压 380V)尧3 只交流
中间继电器(线圈吸合电压 380V)尧热继电
器尧熔断器遥 如接触器尧继电器数量或它们
的触点袁使用的数量越少袁电路越简单袁成
绩就越优秀遥 设计的动作过程为院

第一次按动按钮袁 电动机进入 Y 接线
运行曰第二次按动按钮袁电动机进入 驻 接线
运行曰第三次按动按钮袁电动机停止运行遥

经过紧张的比赛袁 最终 1 张电路图获
得优胜遥现公布如下袁供大家参考渊见图 1冤遥
也欢迎各位读者能提供更简单的控制电
路遥

电路元件动作过程院
1.按按钮 SB袁L1寅FU4寅KH 动断渊常

闭冤触点寅SB寅KA2 动断触点寅KMY 动断
触点寅KA1 线圈寅FU2寅L2袁 中间继电器
KA1 得电吸合遥KA1 吸合后袁L1寅FU2寅KH
动断触点寅KA3 动断触点寅KM驻 动断触
点寅KA2 动断触点寅KA1 动合 (常开 )触
点寅KMY 线圈寅FU5寅L2袁接触器 KMY 得
电吸合并自保持袁接触器 KM 也得电吸合袁
电动机进入 Y 接线运行遥

松开 SB袁KA1 失电返回遥
2. 按按钮 SB袁L1寅FU4寅KH 动断触

点寅SB寅KA1 动断 触点寅KMY 动 合 触
点寅KA2 线圈寅FU5寅L2袁 中间继电器
KA2 得电吸合遥KA2 吸合后袁KA2 动断触点
断开 KMY 线圈的电源袁电动机 Y 接线停止
运行遥 同时袁L1寅FU4寅KH 动断渊常闭冤触
点寅KA3 动断触点寅KA2 动合触点寅KMY
动断触点寅KM驻 线圈寅FU5寅L2袁 接触器
KM驻 得电吸合并自保持袁 接触器 KM 也得

电吸合袁电动机进入 驻 接线运行遥
松开 SB袁KA2 失电返回遥
3. 按按钮 SB袁L1寅FU4寅KH

动断渊常闭冤触点寅SB寅KA1 动断
触点寅KM驻 动合触点寅KA2 动断
触点寅KA3 线圈寅FU5寅L2袁中间
继电器 KA3 得电吸合遥 KA3 吸合
后袁KA3 的动断触点断开 KM驻 线
圈及 KM 线圈的电源袁电动机停止
运行遥再按 SB袁可进行下一轮开停
机过程遥 殷连云港 宗成徽

麻继超先生在 2014 年电子报第 51 期第 8 版文章中的图 2袁
是经鄙人改进后的等效电路渊见本文图盂冤袁改进后袁即使误将 55
只 LED 接在可控硅阴极袁LED 灯也可点亮遥麻先生引用时将该图
的野改进后的简化电路冶文字说明删除袁以误导读者遥

鄙人的原文中对该改进后的电路还有一个评价院
野需要增加一只电阻袁VT2尧VT3 的集电极与射极间的额定反向击
穿电压必须提高到 310V 以上渊取 400V冤袁显然该电路不是最佳
电路冶遥

本文中图于和图盂的根本区别是院
S1 的位置不同袁 图于的 S1 接在 R9 的左侧袁 图盂的 S1 接在 R9
的右侧袁 差之毫厘袁将谬以千里浴

本文中的图于袁才真正是叶华光牌 HG-8 型声光控灯原理与
故障检修曳 原文附图的等效电路遥 请麻先生按本文图于 再行试
验袁将试验结果如实告知编者和读者遥

殷江西 尹石荪

一只按钮完成电动机开机Y—驻—停机操作的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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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恒 DIY逆变 \充电产品

*JH-120CD: 智能脉冲充电器 ,12V8A, 适 充12V\7-80Ah 铅酸电池(充 85-200Ah 电池时间相
应延长)遥 主要功能:* 绝对安全的输出连接保护,
不怕短路,不怕反接和连续反接,无火花 \ 无冲击曰* 脉动充电,充电电流有停顿间隙,优化充电效果曰* 带正尖峰脉冲电流, 对防止电池硫化有积极作
用, 并有一定修复效果曰* 大 \ 中 \ 小 (8A-4A-1.8A) 三档电流选择, 常见 12V 系列电池通吃曰*LED 五灯电池状态指示,可根据亮灯个数粗略判
断充电进度或电池现存电量曰* 环境温度检测,自
动调整冬夏浮充电压,保证既充得满又不伤电池曰* 智能温控风扇,延长风扇寿命和减少机内进尘曰* 自动浮充,充满自停曰* 过热自动调整,保证充电
不停遥 内在素质:高档 PCB,进口主件,三片模块,四
个感温器件 ,EMI 齐备遥 外观 : 优质塑胶外壳(160*95*65),纯铜输入输出线,逆变器用镀铜大电
池夹曰85 元遥*JH-1000NB:大功率逆变器,12V,足 1000W,车载
逆变器波形遥 可带 1000W 以下对波形要求不高
的任何负载,如冲击钻 \ 电钻 \ 手提砂轮 \ 切割机
等, 瞬间过载能力非常强, 曾用它来推一台标称1600W 的铝合金切割机,开机瞬间超 2000W 一样
启动并正常切割(不提倡超载使用),其它可用负载
请参考车载逆变器遥 另一特点是本逆变器效率比
普通逆变器绝对要高,欢迎对比遥主要功能:* 进口
继电器极性保护, 满载持续工作触点压降不变曰*
输出短路保护,一次性快速关断,无重复检测冲击,
先短路负载开机无问题曰* 温控风扇,热转冷停,延
长风扇寿命和减少机内进尘曰*LED 五灯电池状
态指示,逐灯渐暗,直观指示电池消耗状况曰* 过热
保护, 超载或风扇失效情况下长时间使用自动暂
停曰* 电池欠压软性关闭输出,有效保护电池,又能
提醒关机曰* 铜带绕制变压器, 小个子 \ 大能量曰*
进口滚珠轴承风扇,强劲耐用遥 外壳:优质电工外
壳,螺丝孔内嵌铜螺母,箱体 26.5*18.5*9.5CM遥 重
量:1.6KG遥 240 元遥 *JH-300NB车载逆变器:12V,
足 300W,全保护,带 LED 五灯电量指示,铝合金外
壳, 彩盒包装,85 元遥 *JH-20NB 逆变板:DC12V-AC220V,方波,足 20W,推微型风扇和鱼缸氧泵极
佳, 数码供 \ 充电和节能灯照明等均不错,30 元曰*JH-100NB逆变板:DC12V-AC220V, 修正方波,
足 100W,适用普通小家电,45 元曰*JH-50SY 升压
板:DC12V-DC220V,足 50W,照明 \ 数码供充电 \
笔记本等适用 ,22 元 曰*JH-100SY 升压板 :足100W, 可供 电 脑 , 其 它 同 50SY,35 元 曰*JH-
1000SY升压板:300V, 足 1000W,120 元, 配 JH-1000NH 板组成 1000W 逆变套件 ,175 元曰*JH-
494QQ 逆 变 前 级 驱 动 模 块 :TL494 芯 片 +8550,12V 供电,频率 32KHZ,贴片工艺,排针结构,
带电感取样保护输入,10 元曰*JH-1510逆变后级
驱动模块:DC-AC 转换驱动,12V 供电,50HZ,修正
方波,贴片工艺,排针结构,只需连接四个场管即可
将 DC300V 电压转换成 AC220V 电压 ,16 元 曰*TQ-3525FD 大电流逆变前级驱动板 :SG3525
芯片,场管放大,变压器可隔离输出,低内阻,输出
电流大(2A),默认频率 20KHZ,轻松驱动数千瓦前
级 ,30 元曰*JH-2000NH 逆变后级板 :12V+300V
供电 ,2000W,50HZ, 修正方波 , 主要将前级的300VDC 电压转换为 220VAC 电压,由模块+四只
高电压超大电流场管+散热器组成,输出短路和电
池欠压保护,带 LED 五灯电池状态指示板,72 元曰*FB-10电池欠压保护驱动板:12V, 加场管或继
电器即可使用,专业芯片,温度稳定性极佳,8 元遥
其它如混频脉冲升压板(器)等及详细介绍请登陆
www.jhdzdg.com 了解遥
东莞佳恒电子,0769-88338141,13392398433,
QQ:597478733,地址:东莞市道滘镇金牛路 7 号,
覃沛霖遥 农行卡号:6228480603456152918, 覃江
先曰邮政卡号:6221886020053233923,覃江先遥 款
到两天内发货遥

广州蓝舰影音精品渊2冤
1.数字家庭影音娱乐中心渊64 位 4 核处理
器袁支持 4K X 2K 高清解码袁一机多用院1.
高清点歌机;2.3D 蓝光高清硬盘播放机曰3.
高清网络播放机曰4. 数字音频播放机曰5.家
用影音库遥支持智能手机尧平板电脑遥控操
作点歌遥 歌库 4T+数字母带音频 4T 硬盘冤
接受订制遥 2. WAV尧APE尧FLAC 插卡数字
音频播放机渊音频 DSP 处理,96KHZ/24BITDAC, 蓝牙 4.0 音频接收冤 套件 198 元/台
起遥 3.发烧 CD 机 998 元/台遥 4.发烧 5 寸两
分频书架箱 1680 元/对曰 配套音频解码器
与功放 1398 元/台遥 5.电子管前级渊马兰士7尧和田茂士尧JP200尧马蒂斯等线路冤遥 6.10-400 瓦发烧功放渊甲类功放尧数字功放尧功
放套件冤遥 7. 7.1 声道解码器与解码板遥 8.4 寸全频音箱套件 398 元/对 遥 9.50W-2000W 专业功放与音箱曰 如双 15 寸音箱998 元/对曰15 寸专业音箱 680 元/对遥 10.4-12 路调音台曰双 31 段均衡器曰卡拉 OK
处理器曰无线话筒曰19尧22 寸触摸屏遥 11. 全
新 2G 手机 75 元/台起曰 供 4 寸尧5 寸尧6 寸
屏高清摄像智能手机曰9 寸屏平板电脑遥12.13.3 寸屏全新笔记本电脑 渊双核 1.87G
处理器,2GB 内存 500GB 硬盘)1398 元/台遥13.供 4/8/16/32 路 1080P 家用或工程用高
清监控录像系统曰 手机远程监控摄像头398 元/套起遥 电话邀请读者加入蓝舰公司
影音技术交流网袁 服务更多袁 优惠更多浴
通讯地址院 广州市荔湾路 94 号 A1原79 室
广州蓝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秦福忠曰
电话:13246490885曰
网站WWW.LJAV.net 或 WWW.LJAV.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