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设计实例将一个新奇的拓扑结构加到一个振荡器上袁它采用一
个串联连接的 LC渊电感电容冤槽路电路袁比采用并联连接的 LC电路具
有更宽的调谐范围遥这种结构的振荡器渊正弦波冤容许宽范围的频率摆
动袁 其性能在最好的超突变结变容二极管之上遥 工程师们主张一个
VCO渊压控振荡器冤能覆盖一个倍频程的技术状态袁这种拓扑结构容许
4比 1比率的输出频率遥 LC槽路独自设置该频率袁以便其他元件的寄
生电容不限制该输出频率遥 与标准振荡器不同袁该电路在其频率极限
都能工作得很好遥

乍一看袁该振荡器的中心结构由两个晶体管组成袁构成一个闩锁
SCR渊硅控整流器冤结构袁见图 1遥 这种结构类似于一个晶闸管结构袁但
通过增加电阻使该电路保持在线性方式的工作状态遥 该电阻使这种
野SCR冶的增益比晶闸管结构要小袁并且它工作在直流稳态遥 串联谐振
槽路电路在共振频率上增加了增益袁导致该电路振荡遥 振荡不需要附
加的元件袁电感和电容之间的节点为自由连接袁意味着该电路只有可
变电抗元件电容器决定调谐范围袁频率变化为调谐元件的平方根遥 通
过两个因素来改变频率袁则需要一个四倍变化的调谐电容遥

与并联 LC槽路不同袁谐振电流通过有源元件袁因此受到限制遥 这
种限制相应地出现在调谐元件两端的交流电压比较小袁 通常小于
100mV遥 小信号减小电路非线性效应袁并且影响可变电抗元件上的信
号自偏置效果遥 在可变电抗元件的两端你能使用小于 0.3V的控制电
压遥 如果使用一个 1滋H的电感器袁 该电路仍然能振荡袁 用 4.7pF到
4.7滋F的电容值袁比率为 106比 1遥

图 2为详细的电路袁将 LC槽路移到 PNP晶体管 Q2的发射极袁低
速的 PNP管建立了较大的相位差并且促进了振荡遥 在电源轨的公共
电源点上连接 L2和 C2袁以强调该部分电路的临界布局遥该振荡器通过
C2和 C4野感应冶调谐的电路袁这个环路给 L2增加了非控的寄生效应遥这
些寄生效应将损害 AGC渊自动增益控制冤作用袁并且降低振荡器的性能
和精度遥

Q1和相应的元件完成自动增益控制袁并联 LC振荡器容忍削波信
号袁 而这个串联 LC电路假如让信号增长如此之大以致于削波出现时
就会衰减成一个多谐振荡器遥 自动增益控制的伺服作用袁具有产生规
格一致的输出幅度的额外优点遥 使用 D5产生 0.6V的直流偏置袁R11和R12构成一个分压器袁产生紧随肖特基二极管 D6正向电压降的直流偏
置电压袁这个偏置容许 D6对小输出信号进行更好的整流遥C8将该整流
过的信号整合成与该电路的输出成正比的一个直流电压袁通过由
R15和 C8组成的滤波器将这个直流信号加到自动增益控制放大器IC1上遥 该运算放大器伺服控制该滤波的直流信号袁以阻止发送给
该电路的 A-CTRL输入幅度信号遥 该信号容许将输出幅度设置到
0至 1V遥

在本例中袁 输出幅度为 0.9V袁 频率范围扩展到 35MHz 到
140MHz袁1 比 4 的比率袁两
倍于传统的高性能压控振
荡器袁并且需要在电容比率
中四倍增加遥总的电容比率
为 1比 16袁 恰好为可变电
抗器自身的比率遥在最低频
35MHz 和最高频 140MHz
的输出范围袁正弦波的质量
依然良好袁这都归功于自动
增益控制渊AGC冤电路的作
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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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电与放电时间估算
由于充电和放电电流是已知量袁 可得出充电期间

获得的电荷及流入 TL431 输出极的电荷的近似表达
式遥 在稳态振荡(类似于两步斗链式器件的过程)期间袁
这两个表达式是相等的袁也就是说袁充电期间获得的电
荷与放电期间损耗的电荷相等遥 在图 1 渊见上期的
野渊上冤冶文冤中袁

I3=I1-IBIASTL431中 IBIAS的值高出 VCTRL约 260滋A遥 由上式袁
可得出下列微分方程式院

I3= dQdt = CdVcdt 抑 VCTRL+VcRs -IBIAS

电阻 Rs为连接至控制电压的串联电阻遥 在稳态
振荡期间袁对含 VC(从低阈值到高阈值)的微分方程进
行求解袁可得出充电时间

t1=RsCln[ VCTRL-IBIASRs-VL
C

VCTRL-IBIASRs-VH
C

]
因为放电是通过动态电阻来实现的遥在放电期间袁

所获得的电荷通过有效电阻释放 渊而有效电阻的估算
方式见后述冤遥仿真与实验结果显示袁在稳态振荡期间袁
VKA 的值不会低于 1.60V 或超过 2.74V遥 仔细查看
TL431数据表袁 图 1展示了诸如二极管等器件的动态
电阻是如何变化的遥 该特性为类似二极管的正向偏压
特性袁可依据其功能得出近似值

IBIAS=Io渊eaV-1冤抑I0eaVKA

和正常的结式二极管不同的是袁由于 TL431位于
带隙基准源附近袁其电流没有明显的温度系数遥 动态
电阻计算方式如下院

R= dVdI 抑R0e-aVKA

依据数据表特征的线性拟合方法可得出 R0抑
135.9k赘,琢抑2.304V/k赘遥 因此袁在振荡区域袁电阻值会
在 1.7k赘~246赘这一范围内变动遥 在电容性放电的情
况下袁这就意味着袁当控制电压值增大时袁因为有效放
电通路的电阻值较低袁放电速度就会更快遥 因此袁预计
放电时间将缩短袁即院频率会随着控制电压值的增大而
增大遥 仿真结果显示袁 放电会涉及源自电容器的大电
流袁因此袁放电时间通常极短袁可以忽略不计遥

输出电流可直接从电容器中获取袁 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有必要采用外部缓冲防止电容器的加载遥 使用不
同的模型对图 1所示电路进行仿真袁 会发现所有模型
都呈现一致的振荡遥在实际实验中袁使用了不同生产商
生产的同等设备 袁 对 TL431A尧TL431B尧KA431 和
LM431 都进行了实验袁结果显示院尽管这些器件均产
生振荡袁 但振荡开始时的电压输入和频率振荡的范围
各有所异遥 此外袁这些器件的基准电压在 2.43V~2.53V
这一范围内变动遥

据观察袁 图 1中 OSC点振荡器的输出电压值袁会
随控制输入电压 V1的变化而变化袁V1 值变大时袁该
输出电压也变大遥在使用实际电路中电流的情况下袁频
率输出和控制电压输入呈正比袁 但在使用特定电流的

情况下袁测量值会呈现出和特定控制电压(区域 1)相同
的变化袁 振荡的频率随控制电压的增大而降低 (区域
2)遥 对于线性区域 1袁附表给出元件值及不同测试器件
的频率范围和控制输入电压值遥

尽管在 TL431 数据表中写明其可吸收高达
100mA 的电流袁但是在这些实验中袁控制电压值仍被
限定在 12V 左右袁 以确保能够将阴极电流限制在
10mA遥 此外袁仅 LM431呈现了区域 2的状态袁即院频率
随着控制电压值的变大而降低遥 当控制输入值位于
5.20V ~7.04V 之间且相应的频率值处于 433kHz ~
602kHz这一范围时袁上述现象才会产生遥 此时袁C1的
值为 100nF遥根据数据表 1袁当电容值处于 10nF~100nF
这一范围内时(与该表中的范围相同)袁不稳定的现象会
产生遥 该振荡器可应用于超低成本的实验室 TTL脉冲
发生器和适用于中波波段的低频锁相环压控振荡器遥
该装置已成功应用于二极环混频电路袁 使 AM波段可
使用软件无线电技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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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TL431 精密稳压源的压控振荡器（下）

KA431 LM431 
电容 C1 

（nF） 
控制电压 V1

范围（V） 

输出频率范围

（kHz） 

控制电压 V1

范围（V） 

输出频率范围

（kHz） 

10 2.69~3.39 52.1~150.1 3.90~5.75 934.0~1517.0 

100 2.69~11.6 12.4~211.5 7.47~11.60 383.0~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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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废弃的遥控玩具电动小汽车袁 将其进退和转弯电机及联动机械装置修复
后袁配上一个控制电路袁改造成一台新颖的玩具碰碰车遥 它具有识别障碍物和光线
照射方向两个特点院当车前方触碰到障碍物时袁正在前行的碰碰车立即停下袁并开始
向后倒退遥 数秒钟渊时间可调冤后袁停止后退袁并恢复向前行驶曰当左侧有光照时车右
转袁当右侧有光照时车左转袁实现光控自动转弯遥

原理电路如附图所示袁该电路是由碰撞后退控制电路和光控自动转弯电路两部
分独立电路组成袁分别控制进退驱动电机 M1和转弯驱动电机 M2的正尧反转袁实现
碰碰车前进尧后退尧左转尧右转等功能遥

单时基电路 IC1渊LM555冤接成单稳态触发器工作模式遥 碰撞开关 S1安装在车
前部袁 闭合电源开关 S2后袁IC1处于稳态袁 盂脚输出低电平袁M1由电源 GB2获 6V
工作电压而正转袁碰碰车向前行驶袁同时 LED2发光遥 在前进过程中袁若有障碍物碰
撞保险杆使 S1瞬间闭合时袁IC1被触发进入暂态袁盂脚输出翻转为高电平袁M1由电
源 GB1获 6V反向电压而反转袁碰碰车向后倒退袁同时 LED1发光遥 M1反转时间可
按 t=1.1伊R1伊C1进行估算遥

单时基电路 IC2渊LM555冤接成双稳态触发器工作模式遥 RT1尧RT2是两只光敏电
阻渊暗电阻>5M赘袁亮电阻<5k赘冤袁分别装在车左窗和右窗渊或前尧后冤内袁光照动作灵
敏度由 RP进行平衡调整遥 当 RT1受光照后袁其阻值急剧变小袁IC2的愚尧于脚呈高
电平袁IC2复位袁盂脚输出低电平袁M2由电源 GB2获 6V工作电压而正转袁碰碰车向
右转弯曰当 RT2受光照后袁其阻值急剧变小袁IC2的愚尧于脚呈低电平袁IC2置位袁3脚
输出高电平袁M2由电源 GB1获 6V反向电压而反转袁碰碰车向左转弯遥 LED3尧LED4
为转弯方向指示灯袁选用黄色频闪发光二极管 BTS13405等遥 殷西安 王平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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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逸 BTS-1蓝牙接收器
让 HiFi音响走进全媒体时代

天逸 BTS原1蓝牙无线音频接收器
很好地解决了移动媒体与 HiFi 的互
联袁 它利用上述移动媒体的蓝牙 SBC
或蓝牙 aptx传输功能袁 接收蓝牙音频
信号后支持三种输出方式院模拟输出曰
同轴输出曰光纤输出袁再输入传统 HiFi
音响袁 完美解决了移动多媒体的 HiFi
重放袁可以说全媒体一个都没少遥

蓝牙 aptx 是 CSR 公司研发的现
今最优秀的无线音频传输专利技术袁
可以提供一个完全跟 CD一样高质量
音效的音频传输遥 Aptx传输的音频带
宽为 20Hz-22kHz, 延时小于 3ms袁与
CD 音质的带宽和取样一致遥相比其它
高质量的无线音乐串流技术袁aptx 使
用最简洁的编码技术来提供高效能和
稳定性遥 aptx 需要蓝牙接收端也能够
支持 aptx技术袁可以实现包括蓝牙 4.0
和低功耗支持尧宽带语音尧aptx高保真
音频尧CVC消噪以及其它技术等遥

天逸 BTS原1 获得了 aptx 的专利
使用认证遥 它既能接收普通蓝牙 SBC
信号袁 也能接收蓝牙 aptx后自动实现aptx无损无线音频传输的解码遥 使用
非常简单院手机等移动设备打开蓝牙袁
找到野tonewinner冶就可自动配对袁只要
移动设备是蓝牙 aptx传输袁BTS原1 就
自动进行 aptx解码遥 需要模拟输出时
开关拨到野Analog冶袁需要光纤或同轴
输出时拨到野Digital冶遥下面是两种典型
的应用方式遥BTS原1模拟输出至 hifi功放遥 利
用 BTS原1 内置 DAC 解码成普通双声
道模拟信号袁 这种方式可以满足一般
需求遥BTS原1 同轴或光纤数码输出至
具有 DAC的功放遥这种方式如果移动
媒体的蓝牙传输支持 aptx 就是无损CD音质袁堪称最完美解决方案遥 我用iphone5和三星袁袁 播放发烧友耳熟能
详的 ape 格式经典歌曲和交响乐袁声
场尧定位尧厚度尧动态与 CD 音质根本
就听不出差别遥
当然袁BTS原1还有很多玩法袁比如

接驳多媒体音箱尧耳放等等遥
渊详细介绍参见院叶电子报曳2014 年第16期 16版冤
叶电子报曳特约销售院天逸 BST-1 蓝
牙接收器 288元/个 渊包邮快递冤袁
注院仅发快递能到达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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