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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电子报曳 2014 年 42 期 11 版刊出了一篇题目
为 叶通讯设备双电源供电的自动切换曳 的文章袁 介
绍了交流双电源和直流双电源的自动切换方案袁 具
有较强的实用性袁 尤其是文中介绍的交流电源自动
切换电路方案袁 可以直接拿来参考使用遥 笔者想就
这一话题谈点补充看法遥

1.关于原文通信电源系统图 1 的画法
原文介绍袁 通信电源系统的 野交流电源玉和交

流电源域分别来自两个电源点冶袁 野由交流电源自动
切换装置控制其中一回交流电源输出至整流装置袁
将 220V/380V 交流电源整流成原48V 直流电冶遥 而原
文电路图 1 并未如实地反映以上描述遥 原图 1 将两
路交流电源各自送到整流设备 1 和整流设备 2袁 将
野交流电源自动切换装置冶 这样一个重要的功能电路
遗漏袁 使文图对照分析原理变得比较困难遥

原文在 野直流电源自动切换冶 部分宣称袁 野直
流电源自动切换一般在通讯设备内完成袁 即两组相
互独立的直流电源均引入同一通讯设备冶遥 而原文电
路图 1 作为原理框图袁 并未将通讯设备内部的 野直
流电源自动切换电路冶 示意出来袁 显然也是一种缺
憾遥

根据以上分析袁 将原文图 1 电源系统框图修正
为本文图 1袁 使其对原文描述的交流尧 直流自动切换
功能表现得更准确袁 更容易理解遥

2.关于直流电源自动切换电路
42 期原文介绍袁 直流电源自动切换电路使用二

只肖特基二极管进行两路直流电源的切换遥 肖特基
二极管的显著特点是正向导通压降小袁 仅 0.25V耀
0.4V袁 且它的反向恢复时间极短袁 仅几个 ns遥 它的
这 些 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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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袁 将原文图 3 绘制为本文图 2 渊原文图 3 中无 D2-
2冤遥 原文描述袁 如果原48V1 作为主供直流电源首先
投入袁 则 野加在二极管 D1 上的电压为正向压降袁 二
极管 D1 导通冶袁 野通讯设备得电正常工作冶遥 之后即
便原48V2 送电袁 但由于 野二极管 D1 先导通袁 直流电
源原48V1 加至二极管 D2 正极袁 该电源对二极管 D2
正极为反偏袁 故二极管 D2 截止袁 直流电源原48V2 因
二极管 D2 的隔离作用未加至负载遥 此时即直流电
源原48V1 主供袁 直流电源原48V2 备用冶遥

笔者分析认为袁 二极管 D1 首先导通后袁 假若其
正向压降为 0.3V袁 则二极管 D1 和 D2 正极 渊图 2 中

A 点冤 电压为原47.7V袁 而不是原文所说的 D2 正极
有原48V 电压遥 这里的原47.7V 电压既可以使二极管
D1 导通袁 也可以使二极管 D2 导通袁 所以不能保证
直流电源原48V1 为主供袁 直流电源原48V2 为备用遥
除非两只肖特基二极管由于其参数离散型的原因袁
或者其型号根本就不同袁 致使它们的正向压降差别
较大袁 则正向压降小的二极管将导通袁 与导通二极
管接通的直流电源将是主供电源袁 其余一个为备用
电源遥 如果要人为地确定一个直流电源为主供袁 可
按图 2 那样袁 在备用直流电源回路中串联一只肖特
基二极管 D2-2袁 这时直流电源原48V1 就无可争辩地
成为主供电源啦遥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院 整流设备 1 和整
流设备 2 分别对蓄电池 1 和蓄电池 2 充电袁 之后未
见稳压即送至通讯设备遥 两路直流电源的原48V 电压
是标称值或称作额定电压袁 它们输出电压的绝对值
不能保证是准确的 48V袁 出现些许浮动是完全正常
的遥

例如原48V1 的实际输出电压是原47.5V袁 原48V2 的
实际输出电压是原48.5V袁 那么无论哪一路直流电源
先投入袁 在两路电源同时存在且已先后投入时袁 作
为主供电源的应是输出电压为原48.5V 那一路电源袁
而另一路只能是备用电源遥 当然此时的主尧 备电源
的自动切换功能仍然是有效的遥

笔者对直流电源自动切换电路的分析与原文不
同袁 不知妥否袁 请原作者及各位读者朋友继续参与
讨论遥

殷山西 杨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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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温度的自动控制方案与电路袁
电子报刊登过很多有参考价值的文章袁
例如 2014 年第 6 期第 9 版尧 2014 年 16
期 12 版尧 2014 年 25 期 9 版尧 2014 年
34 期 12 版和 44 期 12 版等袁 2014 年 32
期 9 版还刊出了一篇题目为 叶一款采用
时基电路的温度控制器曳 的文章袁 37 期
9 版又对 32 期电路进行了改进遥 实际上
温度的自动控制袁 按照项目规模的大小袁
以及对控制灵敏度和控制精度的要求不
同袁 控制方案会有较大的区别袁 本文拟
就这一话题进行一些探讨遥

为了探讨温控的灵敏度和控制精度
问题袁 这里介绍一个维修实例遥 某单位
的恒温箱温控装置损坏袁 寻求维修遥 客
户介绍袁 恒温箱经常使用的恒温温度是
110益袁 原来的控温效果可使温度保持在
110依10益左右袁 希望维修后恒温箱温度
控制范围尽可能与原来相同遥 这里出现
了一个问题袁 既然有自动控温装置袁 为
何还允许有上下 20益的温差变化遥

经过分析可知袁 恒温箱的电加热器
安装在恒温箱内袁 其通电工作时的表面
温度会大幅度的超过设定要求的 110益
恒温温度袁 感温传感器检测恒温箱内达
到设定温度时断开电加热器的电源袁 但
感温传感器检测的是恒温箱内的温度袁
而不是电加热器通电时的表面温度袁 所
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袁 电加热器的余热
仍然会使恒温箱内温度继续升高袁 最终
恒温箱内温度在什么温度值上停止升高袁
这与箱内的负荷有关院 如果恒温箱内是
空的袁 温度上升幅度可能较大曰 如果箱
内物品较多袁 热容量较大袁 则电加热器
断电后箱内温度上升的幅度就比较小遥

由此可见袁 温度控制有它的特殊性袁
它不像水位控制那样袁 水位达到一定高
度袁 切断水泵电源袁 水位立即稳定在该
高度上遥 所以袁 温度控制的灵敏度与控
制精度问题袁 以及电路设计尧 元件参数
选择与调整等袁 往往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袁
尤其是一些简易的温控电路袁 不能仅靠
理论上的计算尧 推演评价方案的可行性
与优劣遥

温度控制电路方案设计必须考虑的
问题之一袁 就是电加热器的功率与受控
环境或空间的的比率问题袁 相对加热功
率大袁 升温快袁 但加热器断电后的温度

继续上升幅度大袁 不利于温度的较精准
控制遥 相对加热功率适当或较小袁 虽然
升温稍慢袁 但温控的精度可能较高遥 尤
其是需要长时间温度稳定的场合袁 选择
不太大的适当加热功率是明智的遥 有时
需要反复实验才能确定电加热器的功率遥

根据以上分析袁 温控场合袁 尤其是
简易温控电路袁 控制灵敏度通常不是必
须首要考虑的问题袁 应根据尽可能高的
控制精准度要求尧 尽可能少的电加热器
通尧 断电次数等要素总体考虑袁 定夺最
佳的方案与电路遥 如果控制灵敏度选定
得很高袁 例如袁 设定温度 80益袁 则温度
达到 80益袁 电加热器断电曰 温度低至
79.99益袁 电加热器又通电袁 电加热器这
样频繁地断电与通电袁 虽然控制灵敏度
很高袁 但显然不具备经济技术上的合理
性遥

电子报 2014 年 32 期 9 版的文章袁
题目为 叶一款采用时基电路的温度控制
器曳袁 文中提供的电路似有瑕疵袁 其中作
为控制电路的核心元件时基电路 NE555袁
它的舆脚和虞脚连接在一起袁 外接 R2
和 C3 构成的充放电回路袁 是错误的遥
37 期 9 版杨德印老师的文章对此进行了
纠正袁 将上述虞脚释放袁 改为舆脚和愚
脚外接 R2 和 C3 构成的充放电回路袁 使
电路恢复正常遥

杨老师还对感温元件的连接电路进
行了改进遥 对于以上改进袁 王学文先生
在 48 期 9 版载文言称袁 37 期的文章
野对电路的缺陷和错误没有任何纠正浴冶
并且应用数学表达式计算袁 得出 野温度
感应灵敏度变小冶 的结论遥

笔者认为院 设计简易温度控制器袁
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用温度控制器达到
较高的控温精度袁 又要使电加热器的通
断电次数不至于过于频繁 渊可以降低故
障率冤袁 所谓的 野温度感应灵敏度变小冶袁
并不会影响电路的正常运行遥 杨老师还
在 48 期的 野质疑回复冶 中对笔误进行了
说明袁 经分析应是真实可信的遥 因此袁
37 期电路应是一个成功的方案遥 王学文
先生的评价过于武断袁 并缺乏客观公正
性遥 我们愿为杨德印老师的改进电路点
赞浴

殷山西 崔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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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电子报曳 读者论谈栏目很好袁 敢于刊载有悖理论的文章袁
笔者是经过认真思考袁 也知道有悖传统理论的文章会捅马蜂窝袁
也因退休无奈袁 但有一颗出于求真的心遥 叶电子报曳 于 2013 年
35 期刊出笔者 叶由标准联想到电流互感器曳 一文袁 很高兴引来
读者的探讨遥 我是继 叶电工技术杂志曳 2000 年 8 期 野谈电流互
感器二次开路能否产生高压冶 一文之后进行实验袁 再次证实
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并无高压产生且铁芯并无发热现象冶 之
事实袁 也有了自己工作快速应对的办法 遥

目前的目的是希望广大读者热心实验研究袁 不受理论束缚袁
从实践中来到理论中去袁 拔开密雾袁 还事实一个真相遥 不切实
际的浮夸不可取遥 当今抵制日货风行袁 网络中经常有呼吁国人
不买日货欲拖垮日本经济袁 使之无力战事遥 但日本人的细心尧
务实尧 求真尧 奋进还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渊事例已有很多报导,这
里从略冤遥 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袁 而是要树自己的善良与勇敢尧 虚
心与威风遥 如高铁技术源于袁 但我国发展高铁却比日本强盛并
走出国门遥 这是为什么钥 践行是需要实干加巧干袁 说白了就是
不要照本宣科袁 要渗入自己的研究与思考袁 不然将永远跟在别
人屁股后面转袁 那将是永无出头之日遥

不食嗟来食袁 办法总是有的遥 叶电子报曳 去年 18 期刊载的
野降额使用非 LED 灯提高能效的理想之道冶袁 文中关于 30pA 测
量不可行袁 是因为没有见过这么灵敏的电流表而不知天有多大袁
可是 叶电子报曳 就有人想出办法来遥 应了一句话叫 野不怕做不
到袁 就怕想不到冶袁 你想不到不等于别人想不到遥 明代有个叫万
户的人袁 他在飞机火箭还未问世前就想到了坐火箭上天成为火
箭祖师爷袁 至今月球上有以万户命名的山袁 那就是中国人的骄
傲遥 不要戴上斯文眼镜去看别人遥 娃哈哈总裁宗庆后袁 一个没
上过大学更不要说什么 MBA 了袁 可是他却占有世界资产排名第
83 位袁 成为屈指可数的中国富豪遥 这能说明什么呢钥 他没有文
凭袁 能用数万元的资金从三人建纸箱厂起家袁 一路践行摸爬袁
从生产到销售到转行袁 再到生产到销售中建立完整的生产经营
模式遥 这是实践加思维的模式遥 叶货币战争 3 金融高边疆曳 一
书中谈到袁 早期苏区红军的苏维埃银行以毛泽民尧 曹菊如尧 赖
永烈等五人组成袁 对货币实践远比西方的货币理论更前卫袁 他
们亲手实践干出来的感觉和纸面上的理论探讨袁 根本不是一个
级别遥 尽管当时有美国和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袁 却奈何不了
共产党遥 不践行不吃苦袁 不栽树无果摘遥

学习是多方面的袁 理论要联系实际袁 切合实际袁 脱离实际
空洞泛力袁 宗庆后就是国人学习的榜样遥 从实践中探索袁 再到
实践中再探索袁 以达去伪存真袁 找出真理所在袁 是人们共同追
求的目标遥

在新的一年里袁 愿爱好者们事事顺心袁 叶电子报曳 红红火
火遥

殷重庆 李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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