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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3639 是一款具有内部高端
和同步电源开关的高效率尧 降压型
DC/DC 转换器袁 在无负载条件下的
静态电流仅 12滋A遥它能够提供高达
100mA的负载电流袁 并具有一个可
编程峰值电流限值袁 从而提供一种
用于优化效率尧 减小输出纹波和组
件尺寸的解决方案遥

LTC3639 凭借其 4V 至 150V 的
宽输入电压范围和可编程过压闭
锁袁 使其成为一款适合对多种电源
实施稳压的高性能转换器遥 此外袁
LTC3639 还具有一个精准的 RUN
引脚门限和软起动功能袁 旨在保证
电源系统在启动尧 操作等任何环境
中均可处于良好受控的状态遥

LTC3639采
用 16 引脚 MSE
封装袁 其中有 4
个引脚序号为
空位袁如图 1 所
示遥

LTC3639具有三种可编程的固
定输出电压袁即 1.8V尧3.3V和 5V遥这
些固定输出的所谓编程其实很简
单袁采用一个内部反馈电阻分压器袁

并将 VPRG1尧VPRG2等引脚进行适
当连接即可遥 例如袁对于 3.3V输出袁
如图 2所示袁 把 VPRG1连接至地袁
并将 VPRG2 连接至 SS 引脚袁VFB
引脚直接连接至输出袁 而无需连接
外部电阻分压器遥

图 3 是固定输出 5V 时的电路
连接图袁 与输出 3.3V 时的区别是
VPRG1尧V PRG2与相邻引脚的连接
关系袁以及电感线圈的容量不同遥 另
外袁LTC3639是降压型转换器袁输入
电压不能低于输出电压袁因此袁图 3
电路的输入电压范围是 5V~150V袁

与图 2电路略有区别遥
LTC3639具有非常宽的输出电

压范围袁 可从 0.8V 至输入电压袁甚
至可以输出负电压遥 除了可选的上
述三种固定输出电压以外袁 还可以
利用外部电阻分压器来设定一个可
调的输出电压遥 图 4所示是采用一
个 4V~135V 输入产生一个原15V 输
出的稳压器实现方案遥 由于输出连
接至接地引脚袁因此袁最大输入电压

被限制为 150V与原15V的输出电压
之和袁即 135V遥 在这种由正电压转
换为负电压的配置中袁LTC3639 的
最大输出电流约为 100mA 伊VIN/
渊VIN+|VOUT|冤袁也就是说袁输出电压
的绝对值较小时袁 允许的负载电流
可能较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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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输入电压的降压型
DC/DC转换器 LTC3639

笔者去过大型的电解铜厂袁 他们所
用的直流电源袁电压仅 30 伏袁因此他们
用三相大变压器直接把 10kV渊1万伏冤交
流电源变成 30V袁 然后按每组 66只二级
管并联三组共用 198只 1kA的大功率二
极管整流出来袁如附图所示遥

但因电流约达 20万安袁为减少传输
损耗袁这么大的电流得用铜牌渊即很厚的
紫铜板冤来代替电线方可袁这在建厂时就
已经建好了袁不必操心遥

虽然第一项损耗减小了袁 可是还有
第二项损耗呢浴 笔者发现袁他们所用的二
极管袁全部都是普通的大功率硅二极管袁
它们的正向压降为 0.6V袁 由于院P=IV=
200000伊0.6=120000瓦袁 这 12 万瓦的电
功率袁就白白耗散掉了袁多可惜啊浴 每小
时耗散掉的电功率可供一家人用 2 个
月袁 这不但浪费电力袁 而且致使机架发
热袁 于是他们不得不使用鼓风机来冷却
这 198只二极管遥

其实袁 把这 198只大功率硅二极管
换成大功率的肖特基二极管袁 立马就可
以减少一半的损耗袁 因为肖特基二极管
的正向压降仅 0.3V 渊即 P=IV=200000伊
0.3=60000 瓦冤袁 或者改用大功率 CMOS
三极管袁把栅极通过电阻接到漏极袁以代
替二极管袁这样效果更好袁因为它们的正
向压降仅 0.2V而已袁 只需算一下 P=IV=
200000伊0.2=40000瓦袁 可见总的损耗功
率降得更多了袁 仅消耗 8万瓦的电能而
已渊120000-40000=80000冤遥 因此采用先
进的电子器件可带来很大的节约遥

最后笔者还需要申明三件事院渊1冤文
章中进行的计算都是近似的计算袁 因为
正弦交流以及正弦半波直流的精确计算
是比较困难的渊请参看本报 2014年第 46
期第 1版叶野整流冶中的乱象噎噎曳一文冤遥
渊2冤 由于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以及大功
率 CMOS三极管售价较贵袁 所以工厂要
仔细核算一下成本袁看到底合不合算袁才

能进行设备改造 遥
渊3冤 当工厂停电时袁
电解槽就会自动变
成巨大的伏打电池袁
能产生很大的电能袁
这也白白浪费掉了袁
这是另一个可惜之
处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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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监视家庭座机电话的使用状
况袁 可用附图的看门狗电路袁 该电
路简单袁 而且全部是无源元件遥 安
装时袁 只需将看门狗电路串联在二
根电话线的任何一根中袁 便可正常
工作遥

当电话摘机时袁 或者 Modem尧
传真机使用时袁 就会有电压出现在
D1尧 D2尧 D3 及 D4 或 D1尧 D5尧 D6
及 D7 两端袁 该电压用来驱动双色
渊红尧 绿色冤 LED 即 D1发光袁 按照
电流流动的方向不同袁 双 LED的红
色或绿色部分袁 总有一只会发光遥

根据线路的极性不同袁 电流要
分流往一个支路或另一个支路流动遥
10赘 电阻 R1 用作限流袁 因此不论
是发红光或是发绿光袁 其亮度都是
一样的袁 一旦挂机时袁 LED 光即熄
灭袁 若未熄灭袁 说明挂机不良而有
故障遥

在有些国家里袁 电话线的极性袁
会在几秒后反转袁 这时看门狗电路
并无妨碍袁 因为电路是双向的只会
引起发光的色彩改变而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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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测试仪可对电动机尧 发电
机尧变压器等含铁心的线圈进行短
路测试袁不仅可检测单匝以上的短
路故障袁还可用来检查鼠笼式转子
铸铝条有否断条故障遥 在重绕电机
绕组时袁可边下线尧边检测袁避免操
作不当形成短路后袁未能及时发现
而前功尽弃遥

一、工作原理
原理电路如附图所示袁它由音

频振荡信号源 渊IC1冤尧 功放输出
渊IC2-A1冤尧检测探头渊T1冤尧接收功
放渊IC2-A2冤四部分组成遥

IC1 为单时基电路 LM555袁接
成无稳态多谐振荡器工作模式袁产
生音频信号袁 振荡频率通常按 f=
1.443/[(RP1+2伊R1)伊C3)袁 调整 RP1
可使振荡频率在 547Hz~3280Hz范

围内变化袁以改变音调遥 IC2为双功
放电路 TDA2822M袁内含 A1尧A2两
个音频放大器遥 IC1输出音频信号
经电位器 RP2 衰减和 C5 耦合至
A1袁 放大信号经 C7耦合至检测变
压器 T1的发送线圈 L1曰 而检测信
号经接收线圈 L2返回袁 经音量电
位器 RP3尧C8耦合至 A2 进行功率
放大袁 再经 C10 耦合至杨声器 BL
发出声音遥

检测变压器 T1的铁心为马蹄
野U冶 形袁L3是被检测线圈了袁S1为
模拟短路开关渊实测无此开关冤遥 在
T1 铁心接触待测线圈铁心时袁T1
主磁路经待测线圈铁心形成磁路袁
若被测线圈 L3未短路 渊相当于 S1
断开冤袁 则 L2 感应有音频信号电
压袁 经 A2放大使扬声器 BL发声遥

反之袁 若被检测变压器 T1的电感
量将大幅度下降袁L2感应信号大大
减小或元感应信号袁BL 无声或减
小遥

二、制作与调试
附图电路无特殊元件袁按标准

参数选择即可遥 T1用 100VA野U冶形
铁 心 自 制 渊 铁 心 截 面 积 为
2cmx3cm冤袁L1尧L2 均 用 椎0.21mm
漆包线绕制袁L1 为 100 匝 袁L2 为
200匝遥

调试时袁先将 S1断开袁测量被
测线圈 L3使 BL发出响声袁调 RP1
可改变音调袁 调 RP2尧RP3 改变音
调曰再将 S1 闭合袁调 RP2尧RP3袁使
BL无声或声音最小遥

殷西安 王平编

简易绕阻短路测试仪的制作

殷

成
都

史
为
编
译

医学传感器是一种测量装置袁
它能把人体中某些物理尧 化学信息
转换成与之对应的电信息袁 从而提
供表征人体生理状态的可靠依据遥
由于人体的特殊性袁 医用传感器不
同于其它技术领域用的传感器袁所
以不能简单地搬用工业用的传感
器遥 医用传感器的特点院渊1冤测量对
象是生物体袁 而人的人体之间的差
别很大袁即使是同一生体袁由于人的
心理因素袁 也会使检测的结果发生
变化遥 渊2冤生体信息的信噪比很小袁
只有经过处理才能获得相应的精
度遥渊3冤传感器应用时多半会与人的
身体直接接触袁为了确保安全使用袁
不得不牺牲传感器的一些性能遥渊4冤
医用传感器检测结果的判断袁 往往
基于检测者的主观意念袁 因此难于

绝对评价传感器的好环遥
医用诊断仪的组成袁 包括传感

器袁信息处理及显示与记录三部分遥
传感器用于获取人体信息是诊断仪
器的主要组成部分遥 检测人体不同
信息要用不同的传感器袁例如袁检测
心电尧脑电和肌电袁要用到能够把离
子流转换成电流的电极作为传感
器遥超声诊断仪袁采用能发射和接收
声波的压电晶体探头作为传感器遥
由电脑控制的 X 射线断层扫描装
置袁采用能探测 X射线吸收率的内
烁晶体作为传感器遥选用传感器时袁
要充分考虑人体信息的性质和特
征袁特别是信息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袁

以及这些信息的变化范围和频率范
围遥

近年来袁 在新型功能材料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物理型传感器袁 已逐
渐成为医用传感器的发展中心袁只
要一种新型功能材料的出现袁 有时
就会用于制作医用传感器袁但是袁物
理型传感器多半仅能用于检测人体
的生理现象袁 但人体是一种复杂的
生物化学的有机体袁 而现象仅是生
理化学变化的外在表现袁 只有化学
传感器和生物传感器袁 才能识别人
的生理现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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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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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