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属探测器在选矿厂中有着广泛的应用遥 以前电
子管尧晶体管金属探测器袁存在以下问题院一是灵敏度
低袁抗干扰能力差袁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大曰二是体积
大袁结构复杂袁给使用带来一定的困难遥
本文介绍一种简单实用的 CMOS金属探测器遥 使

用元件均较小袁调试也比较简单袁抗干扰能力较强袁而
且还具有较高的灵敏度遥
一、整机工作原理
整机工作原理如图 1所示遥 由 LM399尧 电阻 R1尧

R2尧RP1尧R3尧R4尧C1尧C2尧LM725 组成一个精密基准电
压 6.7-7.2V袁确保振荡电路可靠的工作遥 振荡电路由
V1尧L尧C4尧C5尧C6尧R5尧R6尧R7尧R8尧R9尧RP2构成遥 产生
一个数 1000周等副正弦波振荡袁 振荡线圈 L套在运
输皮带上袁即运输皮带从线圈中通过袁平时等副正弦
波经交流电压放大袁 整流所得到直流分量加在 IC4的
反向输入端余脚袁这时 VB>VA,IC4的輥輲訛脚输出为低电
平袁V6尧V7截止遥 IC5的于尧愚脚为高电平袁盂脚输出低
电平袁继电器不动作遥 当有铁块经过线圈 L时袁就在它
交变磁场中引起涡流损耗袁降低了线圈的 Q值袁使振
荡器减负曰检波输出后的直流电压相应的减小遥 这时
VA>VB袁IC4 的輥輲訛脚输出高电平袁V6尧V7 导通袁IC5 的
于尧愚脚为低电平袁其盂脚输出高电平袁继电器 K 动

作袁其常开闭合袁发出信号遥
1尧振荡器院V1为振荡管袁采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

路遥 反馈量由电位器 RP2调整袁可以方便的改变振荡
电压的幅度袁这种振荡电路振荡频率比较稳定袁波形
好遥

2尧交流放大器院由 IC3 CMOS-CC4007 组成两级
交流电压放大器袁 这种电路具有较深的电压负反馈袁
所以温度稳定性较好袁电压增益比较高袁与倍压整流
电路达到了阻抗匹配遥 它的动态范围较宽袁振荡电压
在较大范围内变化时袁均能得到充分的放大袁为提高
探测器的灵敏度起了关键作用遥

3尧倍压整流和滤波电路院由二极管 V4尧V5和电容
器 C11尧C12组成倍压整流和滤波电路袁以提高输出的
直流电压袁电容 C12取值 100uF袁滤去交流成分袁减小
波纹袁以免后电路出现误动作袁同时提高了线路抗干
扰能力遥若不采用倍压整流袁R17上就不会得到直流电
压袁这说明倍压整流电路是必要的袁且有利于提高整
机的灵敏度遥

4尧电流尧电压放大电路院电压尧电流放大器的作用
是对直流电压信号进行放大并转换电流信号袁以驱动
后级单时基电路翻转遥 本电路采用两级电流并联负反
馈电路袁电流负反馈比无反馈的共发放大器更接近恒

流源输出遥 即当负载变化
时袁输出电流比无反馈时更
加稳定遥 同时也改善了放大
器的非线性失真遥 第二级采
用晶体管以降低成本袁使用
时调节 RP3袁 使 VB>VA袁使
三极管 V6 工作截止区边
缘袁二极管 V7接近导通袁一
旦有减振信号袁VA>VB,IC4
的輥輲訛脚输出高电平袁则三极
管 V6进入放大区袁 二极管
V7导通遥 单稳态电路翻转袁
继电器吸合袁 常开触点闭
合遥其中电阻 R23取值较大
(1M赘),使得三极管 V6 集电

极电流稍有变化就会使二极管 V7导通遥
5尧单时基延时电路院由 IC5与外围元件构成一个

单时基延时电路袁 延时时间取决于 R26尧C13, 即 T=
1.1R26伊C13袁当电路刚接通时袁由于 C13两端电压不
能突变袁IC5的盂脚输出高电平袁继电器吸合遥 随着充
电时间的延长袁 延时电路翻转袁IC5 的盂脚输出低电
平袁继电器断开遥
二、所用元件及调试方法
1尧所用元件院振荡线圈 L采用直径 1mm漆包线绕

制袁绕在塑料管弯成的椭圆框架里袁线圈为 60 匝袁塑
料管的直径为 50mm袁由于这种线圈漏磁小袁所以 Q值
得到了提高遥 CC4007为双互补反相器袁C5尧C6为油浸
电容器袁R均为 0.25W金属膜电阻袁 电解电容器的耐
压值为 25V袁二极管 V4尧V5尧V7尧V8 为 1N4007袁三极
管 V1尧V2尧V6尧为 C1815袁K为小型继电器型号 JRXB遥

2尧调试方法院检查元件焊接正确袁可以通电试验遥
第一袁将 V1集电极电流调整为 0.25mA,V2为 0.7mA遥
把真空毫伏表接在电阻 R9两端袁有电压指示袁说明振
荡器已工作遥 第二袁用万用表 10V直流电压挡测 R17
两端袁如有电压指示袁放大器已工作遥 第三袁调 RP2或
RP3袁找出最佳点袁这时用铁块通过线圈袁继电器动作袁
其常开触点闭合袁发出信号遥
三、稳压电源电路
由 TOP102Y构成的 15V-2A 开关直流稳压电源

电路如图 2所示遥其特点是利用 2.5V可调式精密并联
稳压器 TL431来代替稳压管袁对输出电压进行自动精
细调节遥欲获得其它标称输出电压袁可通过改变 R4尧时
R5的分压比来实现遥 TL431的稳压值由 R4尧R5设定袁
C8可以改善 TL431的增益线性度袁 使 之工作更加稳
定遥R3除作 NEC2501的限流电阻外袁还决定高频回路
的增益袁C1尧C3尧C10为安全电容能够滤除因初尧 次级
线圈偶合电容而产生的共摸干扰遥
四、结束语
此金属探测器和自动除铁装置配合更加完善袁经

过两年的使用袁灵敏度比较高袁受稳度的影响比较小遥
震荡线圈绕制也比较简单袁 不需要在皮带上绕制袁绕
制好用插头连接即可遥 殷烟台 战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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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笔者想设计一种精密的
机械控制电路袁 实验开始是用普通直
流电机渊DVD激光头上的小电机冤袁由
于需要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控制袁 故设
计了正反向的驱动电路袁电路如图 1遥

装好后电机能正常的正转和反
转袁实验也非常成功袁但接着发觉问题
来了,由于采用高速直流电机袁运转速
度太快袁 而实验要求是电机转速控制
在每秒钟几转甚至 1转袁 看来速度过
快是不行的遥 如果要慢的话就需要设
计多种大小齿轮的组合袁 业余条件下
加工难度大袁所以不现实遥看来只能采
用另一种电机那就是步进电机来做动
力源了袁但是对于步进电机袁笔者并不
是很熟悉袁 只是两年前学单片机编程
时在实验板上练习过步进电机的实
验袁自己能行吗钥在患得患失的情形下
还是在淘宝网上咨询了步进电机及其
驱动电路的价格袁 店主说电机加驱动

电路要 260元袁哗野这么贵冶袁
二手电机才要 10多元袁还好
自己所用的实验板上有步进
电机驱动电路袁 倒省了一笔
钱袁购买驱动电路划不来袁况
且二手步进电机价格也不
贵遥 遂购了两个步进电机回
来袁用单片机 STC12C5A60S2
烧录了步进电机的实验源码袁 正准备
实验时却发现所购电机是 2 相 4 线
制袁单片机实验板用的是 2相 6线制袁
更无奈的是实验板上的驱动电路已损
坏袁 如果要实验就得自己设计驱动电
路袁 如是上网查阅了用分立元器件设
计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袁 但就是找不
到袁多次上网查找袁也无结果袁网上多
数是集成电路驱动和 2相 6线制的驱
动袁根本就没有 2相 4线制的袁看来得
自己设计了遥 遂在网上查阅了 2相 4
线制步进电机结构见图 2遥

经过详细比较袁
发觉电机每组线圈
用一个桥式驱动电
路来驱动应该可行袁
那么用两个直流电

机的电路就能驱动步进电
机了袁说干就干袁又做了一
个相同参数的直流电机驱
动电路袁 再把步进电机接

入单片机袁 连上实验板袁通
电后发觉步进电机已能转
动袁但驱动电流偏小袁步进
电机转矩力度也不是很大袁
为了增大步进电机的驱动
电流袁遂把相应的电阻减小
到 47欧袁 但这时步进电机
竟然不转了袁只是在原地振

动袁为何会这样袁再细分析电路也没有
问题啊浴 只得把电阻改为原来的 200
欧袁再通电步进电机又能转动袁看来是
电路有问题了袁 但摆弄来摆弄去就是
不行袁看来得重新设计电路了袁由于先
前直流电机的驱动全部采用 NPN 型
晶体管袁 重新设计电路时采用了 PNP
和 NPN互补的形式袁看看能否增大步
进电机的驱动电流袁这次用了 12个晶
体管袁组成了图 3电路遥
限流电阻用 47欧姆袁检查线路无

误后再测式袁 发现步进电机能正常转
动袁 再调整软件中控制步进电机速度
的代码袁 让电机能在慢和快中轻松转
换袁 电机的驱动电流增大至 0.6A~
0.8A袁 步进电动机的转矩力度大幅度
增加袁 至此总算设计好了 2相 4线制
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遥 渊注意院步进电
机还要注意相序的调整袁 因为 2相 4
线制步进电机有四个输出驱动信号袁
测式时要慢慢调整四个输出信号的顺

序袁如果驱动输出信号不对袁电机会在
5V时能顺畅转动袁而 12V却转动非常
慢袁有时甚至不转动袁调整相序比较要
耐心袁 笔者所购的步进电机接线顺序
是 A+白线尧A-是绿线尧B+红线尧B-黄
线袁 接线顺序为单片机 P2.4 接黄线尧
P2.5 接绿线尧P2.6 接红线尧P2.7 接白
线袁 笔者是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符

合步进电机的驱动相序信号袁 所以设
计步进电机驱动比较复杂袁 这就能理
解淘宝网上步进电机驱动电路为何那
么贵的原因冤袁 而对于全部采用 NPN
晶体管设计的驱动电路不能工作的原
因袁 可能应该是步进电机内阻比较小
而无法提供足够大的驱动电流袁 因为
步进电机的内阻只有 2.6 欧~3 欧袁而
普通直流电机的电阻比步进电机的大
吧袁究竟是何原因袁笔者由于电子理论
比较肤浅袁所以也不得而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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