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 粒 LED 白光节能灯非常适合
电子爱好者袁是青少年电子技师的认证
项目之一遥 它有电路简单实用的特点袁
但它有一定的焊接制作难度袁主要是因
为 LED 高亮度发光二极管数量多袁在焊
接调试电路中时有出现不亮的故障现
象遥 本电路大家要解决实际问题袁既动
了手袁又动了脑袁更重要的是分析解决
电路的能力遥 可应用在 20 平方米的房
间照明袁 工作照明交流总电流也只有
32mA 左右袁很省电遥 它还具有发光时间
长袁不容易发生故障的特点遥 LED 照明袁
是国家今后发展的方向遥

1. 工作原理
电路如图 1 所示院220V 的交流电经

电容 C1 降压袁电阻 R1 泄流袁以保证安
全遥晶体二极管 D1耀D4 组成桥式整流电
路袁电容 C2尧电阻 R3 组成 RC 滤波稳压
电路袁 电阻 R2 分成 2 路的直流电压提
供给 LED 白光高亮度发光二极管点亮袁
每一路 60 粒串联袁共计 2 路遥 它的计算
是 LED 白光高亮度发光二极管 60 粒 1
路伊单粒 LED 白光发光二极管的直流电
压约 3V抑180V 的总直流点亮电压遥

2. 制作
图 2 是 220V 的电源印刷线路板尧

图 3 是 120 粒 LED 白光高亮度发光二
极管的印刷线路板尧表 1 给出了元器件
的清单尧 首先把 220V 的电源印刷线路
板上的电容袁电阻尧晶体二极管把它们
全部插在印刷线路板上的相应位置遥 这
里要注意防止晶体二极管的正负极不
能插错遥 判断的方法如下院数字万用表
置野二极管冶挡袁正向测量袁即将红表笔
接到被测二极管的任何极袁黑表笔接到
被测二极管的另一极袁 如果无数字显
示袁把表笔对调袁直到找出正极尧红表笔
接被测二极管的正极袁黑表笔接到被测
二极管的负极袁万用表显示二极管正向
压降的近似值遥 反向测量袁同上反之显
示野OL冶遥 电解电容 C2 的正负极不能插
错袁电解电容上面有标记袁正负极很好
区分遥 用尖嘴电烙铁把电容尧电阻尧晶体
二极管全部焊接好袁不能有假焊尧虚焊袁
然后把 220V 的 2 根电源进线焊上遥 输
出 2 根线也焊在相应的正负极印刷线
路板上袁见图 4 照片遥

LED 白光高亮度发光二极管认清
正负极遥把 LED 全部插到对应的印刷线
路板的孔里袁 正负极相连不能插错袁要
防止手上的静电击穿 LED遥 全部插好的
LED 用手拿好袁 在印刷线路板插好的
LED 的正面袁 找一块
硬的书或者平的塑料
板袁 两手拿着印刷线
路板左右边袁 将 LED
正面全部压平袁 然后
把焊接面朝上袁 摆放
固定好以后袁 就可以
正常焊接了遥 焊接的
时候把电烙铁的时间
控制在 3 秒袁 不能过
长袁 否则会损坏高亮
度发光二极管袁 还会
把印刷线路板上的铜
泊面烫断袁 笔者也出
现过同样的问题遥 解
决的方法是院 把 LED
的焊接面正负极搭到

另外的 LED 的焊点上面再进行焊接袁焊
接的成品见图 5遥然后把 220V 的电源印
刷线路板的焊接面上的长引脚用钳子
把它们全部剪断遥 长引脚也同样剪断遥
而后把 220V 的交流电接上数字万用表
测量其输出端的直流电压遥 如果测量发
现无显示袁 就要重点检查晶体二极管
D1耀D4袁一般即可排除故障袁正常以后把
220V 的电源板的输出直流电压 2 根引
线焊在 120 粒 LED 白光高亮度发光二
极管的印刷线路板上袁野注意冶分清正负
极袁千万不能接错袁如果焊接错袁就会把
发光二极管全部损坏遥

最后接上 220V 的交流电源袁LED
全部点亮袁如果出现不亮袁就要重点检
查每一只 LED 发光二极管袁要非常仔细
的排查袁一般的情况都是虚焊或者 LED
发光二极管某一只插反袁只要补焊或者
把插反的重新焊下袁把它的位置重新调
整后袁再焊接就可工作了遥

3. 装配
先把 220V 的电源印刷线路板固定

在外壳袁里面有一小孔袁用 M3 的自攻螺
丝把它拧紧袁见图 6遥 而后把 1 根电源出

线一头伸到灯头中间袁把线上的铜丝卡
在旁边袁然后用镙钉卡在中间的孔里按
紧袁 见图 7遥 另一根线卡在塑料灯壳外
面袁 然后把灯头卡在灯壳外面拧紧袁见
图 8遥 把 LED 的印刷线路板卡在灯壳里
面袁 用 M3 的自攻螺丝把它拧紧袁 见图
9遥然后把灯罩卡上袁见图 10遥最后袁一款
实用的 120 粒 LED 白光节能灯就全部
制作完成遥

元器件 型   号  数量 
C1 105/400V 绦纶电容  1 
C2 4.7μF/400V 铝电解电容  1 
R1 510K    1/4W 1 
R2 220Ω   1W 1 

R3 510K    1/4W 1 
D1～D4 1N4007 4 

 
 

LED 发光二极管 

￠5mm 草帽型散光  
发光角度 15 
工作直流电压 3～3.2V 
工作直流电流 10～20mA 
发光强度 2800～3200mcd 

 
 

120 

印刷线路板  220V 电源板和 120 粒 LED 线路

板  
2 套 

配套塑料外壳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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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粒 LED 白 光 节 能 灯

附表是某专业工作者对 5 种电容测试中的电解电容测试结果遥由表
可见袁电解电容的频率特性是很差的袁10kHz 时容量基本就跌没了遥到了
100kHz 甚至于就相当于一个电感了遥 介质损耗渊D冤很大袁Q 值都没有超
过 2遥

由表可见袁100滋F 的电解电容袁100Hz 时袁 容量有 92%曰1kHz 时袁容
量为 64%曰10kHz 时袁容量为 3.5%曰100kHz 时袁容量为-5%遥 由表可知袁
100Hz 内袁用电解电容滤波比较好曰1000Hz 还勉强能接受曰10kHz 后袁几
乎无法使用遥

真的是这样吗钥 我要对一个 12V/3A 的开关电源进行次级滤波试
验遥

该电源分别使用 2 个 1000滋F 的电解作滤波遥 测得该稳压电源工作
在 53kHz 脉冲状态遥 按频率算袁该电路的工作频率为 100Hz 电路的 500
倍袁总容量为 2000滋F 的滤波电容袁在 50kHz 状态下袁等同于 4滋F 的滤波
电容遥于是用 5滋F 的电磁炉电容替代 2 只各 1000滋F 的电解电容后仍以
10W/12V 汽车灯为负载袁测得输出电压为 12.46V袁比之前的 12.68V 略
低遥

试验说明袁在如此高频状态下袁滤波电容的容量可以倍减遥 如表所
示袁 在 20kHz 时袁100滋F 的电容降低到 1.16滋F袁 那么原用 2000滋F 的电
解袁在 20kHz 状态下使用袁仅相当于 23.2滋F 的容量遥

当然袁试验者对电解的频率特性测试结果不可能是唯一的遥 对另一
只或另一种电解的测试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遥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袁就是
电解电容的频率特性肯定会比其他电容差很多遥

笔者的试验结果也可以推理院 如果制造一些低耐压袁 大容量尧 体
积略大的 CBB 电容 (如高 25mm尧 直径 13mm尧 脚距 6mm袁 容量
10滋F尧 20滋F尧 47滋F尧
100滋F 等 袁 耐 压 10V尧
25V尧 50V尧 100V尧
200V 等 )袁 可以替代如
计算机尧 高频开关电源
中的滤波电解曰 或和电
解混用袁 这样袁 电脑死
机尧 LED 灯短命和电解
鼓包等问题有可能得到
较好的解决遥殷曾广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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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滋F/35V

Cp Q D 频率

91.9滋F 0.7 0.09 100Hz

64.1滋F 1.6 0.6 1kHz

3.5滋F 0.2 4.2 10kHz

1.16滋F 0.1 6.9 20kHz

-4.9滋F/500滋H 10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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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院由于编校疏忽袁本版第 2 期叶用基尔霍夫电压定律轻松估算静态工作点曳
一文袁在排版时将野三尧带有电压负反馈的共射电路"配图与冶四尧射极输出器野所配
图位置放错曰三尧四的图位应为互换浴 现特此更正浴 在此特向读者尧作者致歉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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