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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TL431 精密稳压源的压控振荡器（上）

淤

VCO 即压控振荡器袁 是射频电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遥 射频电路多采用调制解调方式袁 因此严重依赖
本振遥 而现代通信技术要求复用尧 跳频等新技术袁
采用电压控制振荡回路中电容的电容量袁 进而改变
振荡回路谐振频率袁 就成为实现这些技术的手段之
一遥 TL431 是可控精密稳压源遥 它的输出电压用两
个电阻就可以任意的设置到 Verf 渊2.5V冤 到 36V 范
围内的任何值遥 该器件的典型动态阻抗为 0.22赘袁 在
很多应用中用它代替稳压二极管院 例如袁 数字电压
表袁 运放电路袁 可调压电源袁 开关电源等遥 TL431
为三端可编程并联稳压二极管袁 其电压基准如同低
温度系数的齐纳管一样运行袁 通过两个外部电阻袁
就可从 2.5V 编程到 36V遥 该器件还显示出宽工作电
流范围袁 在典型阻抗 0.22赘 时为 1.0mA~100mA遥 这
些基准的特性袁 使它们能在数字电压表尧 电源和运
放电路等许多需要精密电压
基准的应用中代替齐纳二极
管遥 现在袁 该器件被广泛应

用于各种开关电源遥
但是袁 在电源电压输入和电容负载等某些特定

条件下袁 TL431 会显示出不稳定性袁 引发 10kHz~
1.5MHz 的持续振荡 (频率大小取决于对输入电压的
控制)曰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袁 在上述条件下存在负阻
区遥 在本压控振荡器设计实例中袁 不稳定性既不是
由内部两极引起的袁 也不是由负载电阻串联的外部
电容器的第三极引起的袁 而是增设了单晶体管输出
级提供缓冲袁 使整个范围内产生 TTL 输出电平袁 如
图 1 所示遥

1.压控振荡器工作原理
要了解振荡器的运行原理袁 需从两个方面来考

量院 第一是 TL431 电压基准的底层操作遥 如图 2 所
示的振荡器等效电路袁 电流 I1 (见图 3) 是压敏恒流袁
其大小约为 (VCTRL-VKA) /R袁 VKA 为齐纳电压遥 假定开
始的时候电容器不带电 (此时 VKA=0V)袁 然后由来自
I1 处的电流为电容器逐渐充电袁 直到使电压达到

TL431 的均衡值袁 即院 VKA=2.49V遥 只要充电电流存
在袁 电容器就会继续充电遥 图 2 对电路的瞬态模拟袁
显示了电容器电压仅需超过 VKA 均衡值若干微伏袁
以启动均衡恢复反馈遥

在图于中袁 该充电电流为 I3袁 当电容器的值超
过 VREF 的均衡值时袁 电流 I2 快速流动并有效地吸收
电容器中储存的充电电流遥 I2 存在的时间较短暂袁
但却足以使电容器电压再次降低至均衡值遥 接下来袁
I1 会再次为电容器充电袁 在这一周期中会保持稳态
振荡遥 由于电容器的放电时间极为短暂袁 通过以下
计算公式可以得知放电期间的电流要远大于源电流
I1院 I=驻Q/驻t (其中 驻Q 是充电阶段电容器所获得的充
电电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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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固态继电器输出的
过压保护电路

电路如附图袁采
用一片六反相器数
字 集 成 电 路
74HCU04 组成袁可
同时输出矩形波尧
三角波和正弦波三
种信号袁信号频率在 10Hz耀1MHz
连续可调遥A耀F 为六个反相器袁A
和 C1 组成积分器袁 以生成三角
形波袁 如 B尧C尧R2尧R3 组成施密
特电路袁当把施密特电路的输出
信号通过 R1 和 RP1 反馈至积分
器输入端时袁就组成一个方波振
荡器遥 振荡频率可按下式近似表
示院fosc=1 辕 4 [(R1+RP1)C1](R3 辕
R2)遥 调整 RP1 可改变 fosc渊振荡
频率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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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频率范围（Hz） 

1μF 7.3~167.4 

100nF 71.6~1.657k 

10nF 747~17.115k 

1nF 7.231k~156.6k 

100pF 73.97k~1.197M 

 

在测试与测量应用中袁 必须为放大
器尧 电源以及类似部件的输出端提供过
压保护遥 实现这一任务的传统方式袁是在
输出节点中增加串联电阻袁 并在电源线
路或其他阈值电压上增加钳位二极管
渊如图 1冤遥 但这个电阻大大减小了
电流输出的能力袁以及低阻负载的
输出电压幅度遥另外一种方案是用
保险丝或其他限流器件袁它优于这
些钳位电路的高吸能能力袁如图 2
所示遥 当源电阻 R6 上的压降大于
耗尽型 MOSFET Q1 与 Q2 的栅极
阈值电压时袁图 2 电路是作为一个
双极电流源袁从而限制了通过钳位
二极管的电流遥这种方案的缺点是
在过载条件下袁串联元件上有大的
功耗遥

另一种合理的方
案是当输出端子上存
在过载电压时袁将放大
器输出节点与输出端
子断开一段时间遥几十
年来袁工程师都在音响
功率放大器中使用机
电继电器完成这种串
联断接袁 不过目的不
同袁此场合是用于扬声
器保护遥 固态继电器
SSR 渊包括光电子尧光
伏 电 池 尧OptoMOS 和
PhotoMOS 器件冤 适合
完成中等强度电流的
负载断接任务袁
因为其控制端
与负载端之间
具有电流绝缘遥

图 3 中的
串联保护电路袁
使用一只串接
的高电压固态
继电器袁切断放
大器的输出端遥
当输出电压升
高到正基准电

压以上或低于负基准电压阈值时袁就会使
IC2 或 IC3 比较器变换自己的输出状态袁
通过与逻辑器件 IC5袁 关断固态继电器
IC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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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晶体管 渊Giant Transistor冤简
称 GTR袁是耐高压尧大电流的双极结
型晶体管袁 其英语名称为 Power BJT遥
在电力电子技术的领域内袁GTR 和
BTJ 是等效的两个名称遥

GTR 与普通的双极结型晶体管
的工作原理是相同的袁 在电力电子电
路中袁GTR 常工作在开关状态袁 其主
要特点是耐高压尧 大电流尧 开关性能
好袁 其结构常用两个晶体管按达林顿
接法组成单元器件遥

电力晶体管的工作参数有基本参
数和其他参数袁其基本参数是院电流放
大倍数 茁尧直流电流增益 hFF袁集电极
与发射极间的漏电流 Iceo袁 集电极和
发射极间的饱和降压 Vces尧开通时间
ton 和关断时间 toff 等遥 其他参数是院

渊1冤 最高工作电压 BVCE袁它不
仅因管子而异袁 而且与外电路的接法
也有关袁例如若 GTR 的基极电路接线

方式不同袁 而引起集电极的击穿电压
各异袁 或者在发射结上施加反向偏压
渊发射极接上一个电阻冤也可提高集电
极的击穿电压值遥

渊2冤 集电极的最大电流 ICM袁通
常定义直流电流的放大系数 hFE 下
降到规定值的 1/2~1/3 时袁 所对应的
集电极电流为 Ic袁 为集电极的最大电
流 ICM袁在实际应用中应当有余量遥一
般用到 ICM 的 1/2 多一点遥

渊3冤 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 PCM遥
指 GTR 在最高工作温度下允许耗散
功率遥 在产品书中通常同时给出 PCM
和壳温 Tc袁以间接表示其最高工作温
度遥

在电力电子应用中袁GTR 常工作
在开关状态袁在共发射极接法时袁其输
出特性与普通双极结型晶体管相似袁
也分为截止区尧放大区和饱和区遥在开
关工作过程中袁 即在截止和饱和区之
间过度时袁都会经过放大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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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亮度 LED 灯珠 院7-8LM曰超大台湾芯
片 袁 防 静 电 大 于2000V: 标准参 数 院3.2v -3.4v20MA袁 售
价院200 元/1000 只遥
渊整袋 1K只起发货冤
配套直插玻纤灯板院44mm20 珠院0.50 元/
片曰57mm21 珠/35 珠52 珠院0.70 元/片
渊100 片起发袁 运费
12元冤

电子报读者服务部
LED灯具系列

一体化固态电源可调光HV-LED 铝灯板渊焊线
在 220V 交直流点亮袁需
另加散热片,耐频繁开关
十万次,无需降压开关电
源,LED 球泡灯专用冤3W-32mm 灯板院4.30
元/片 5W-40mm 灯板院6

元/片,7W-44mm 灯板院8 元/片 12W-60mm
灯板院14 元/片渊十片起发货袁运费十元)

220V 交直流两用袁一体
化固态电源可调光 HV-LED 铝球泡灯成品3W:48伊94mm: 9 元/只5W:58伊108mm: 12 元/只12W:80伊150mm: 30 元/
只
渊十只起发货请咨询运费冤

12W 一体化固态电源 HV-LED 环形灯院
直径 185mm 和 161mm渊请注
明需要直径大小,无注明随机
发货,自带强磁柱吸在吸顶灯
等场合代替荧光管环形灯冤遥
售价院20 元/片遥
渊五片起发货冤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100W;18v5.5A.外形院1.2 米伊0.54 米540 元/张渊两张起发货袁请
咨询运费冤50W:18V2.7A.外形院0.68/0.70 米伊0.54 米300 元/张
渊两张起发袁请咨询运费冤

软性可弯曲太阳能
电池板遥18V100W:1500 元/
张袁渊两张起发袁其他
电压电流可定制袁一
周出货袁比如定制72V 的板子适合电
动车顶充电用袁重量1 公斤/张袁默认发顺
丰袁请咨询运费冤

太阳能和车载
专用 12V 转 5V
手机充电器院
10 元/只遥 渊绝
大部分智能手
机可以匹配)
渊两只起发货冤

邮购汇款地址院 成都市府城大道西段 399
号天府新谷 7 号楼 2-1503 电子报读者
服务部收,
邮政卡院6210 9865 1001 1293 938
户名院陈红君,邮编院610041
服务电话院028-65113930 汇款请注明详细
地址袁姓名袁电话号码渊必填冤默认发韵达等
快递袁或者物流渊需自己取货冤遥 邮局不发电
子产品遥 偏远地区可能要到县袁镇一级才能
取货遥新疆袁西藏袁青海袁黑龙江等偏远省份
请咨询运费遥

低压 LED 灯院
太阳能专用院12V7W-LED 铝
球泡院18 元/只
交直流 24V- 72V 输入 院7WLED 铝球泡院20 元/只遥 渊10
只起发货冤12VLED 软灯带 8w/米遥 :12 元/米

渊10米起发货袁需 12V电源及运费请咨询冤
太阳能控制器院防止铅酸
蓄电池过充过放袁带光控
自动点亮负载袁延时关断
等多种功能12V/24v30A院120 元/台
渊一台起发冤
充 48V 电动车蓄电池专
用院48V20A:140 元/台

便携式 10W 小型太阳能照明发电系统院
重量小于 1.5 公斤遥 全套成品含大容量锂
电 池 及 充 电 电 路 板 袁5 米 线 材 袁3.7 -4.2V3W-LED 铝球泡灯袁 开关位置开盖自
调袁照明时间 6-12 小时冤
售价院200 元/套渊一套起发袁运费需咨询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