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袁一个 LED的基本工作电压为 3.2V袁
一节 1.2V的可充电电池能够点亮它吗钥 对于电子
技术初学者来讲觉得有点奇怪袁那就让我们来点亮
LED灯吧浴

1.电路设计
一节可充电电池的标称电压只有 1.2V袁 而超

高亮 LED需要 3.2V以上的工作电压才能保证足
够的亮度遥因此袁必须设法将电压升高袁常见的升压
电路一般有二种形式袁即高频振荡电路和电磁感应
升压电路遥 图 1和图 2是可选择的两种电路遥
图 1的电路使用一个高频脉冲小变压器袁功率

管 VT将高频振荡信号放大袁加在 L1通过变压器 T
直接升压遥图 2是利用电感的自感电动势来实现对
电压的提升遥 当振荡信号输入 VT的基极时袁VT将
周期性地饱和导通或截止遥 当饱和导通时袁电感 L

通电袁电能转化为磁能储存在 L中袁此时二极管
截止袁 靠 C储存的能量向负载供电曰 当 VT截止
时袁电感将产生下正上负的自感电动势遥 二极管
VD导通袁该自感电动势与电源电动势叠加袁向电
容 C充电和负载供电袁 由于两个电动势的叠加袁
可以得到比电源更高的电压袁具体大小主要由负
载 VT饱和导通和截至的时间比率与通过电感 L
的电流来确定遥

这两种电路都可以将 1.2V 升高到 3.2V 以
上袁 图 1电路如果在变压器上加绕正反馈线圈遥
可以免去振荡电路袁电路更加简洁遥 但使用这种
电路计算较复杂袁输出功率较难调节袁变压器的
绕制也有些复杂遥 图 2电路只需一个小电感器袁电
感量也没有较大的要求袁 调节电感的驱动电流袁就
能方便地调节输出电压遥在此我们采用图 2电路来
制作一个能点亮 LED的升压电路遥
振荡电路见图 3所示的电路袁 虽然能在 1.2V

电压下正常工作的振荡电路有很多袁 但经实践证
明袁图 3的电路制作简单袁容易计算袁成功率高袁振
荡频率也容易确定遥 而且袁调节 R4的大小袁就能在
不影响信号频率的前提下调节信号的幅度袁因此采
用这种电路产生一个高频方波脉冲为升压电路做
准备遥这样一来袁电路设计完成袁由图 2和图 3共同
组成了一个 LED点灯电路遥

2.计算参数
关于电路参数计算袁关键在于功率遥 电感通电

后袁储存的电能为 E=LI2/2袁渊I为通过电感的电流冤
设 f为方波的频率袁 即每秒开关管将导通 f次袁这
样袁电感每秒储存的电能为 W=f伊E袁设这些能量转
化向负载的效率为 浊袁 那么功率为 P=浊伊W+Po袁Po
为电源直接向负载供电的功率部分(因为电源与自

感高压叠加袁必须考虑这一点)遥
估算如下袁 驱动一个额定功率 0.1W的 LED遥

Po设为 20mW遥为了保证供给袁按 P=120mW计算袁
取 浊=80豫袁选择一个几百 uH 的电感袁如 470 uH遥
另外根据能量守恒原理袁3.2V视为 1.2V 的 3 倍袁
考虑效率转换问题袁 取电感的驱动电流为 LED工
作电流的 3-4倍袁约为 120mA袁这样可算出振荡频
率约为 35kHz左右袁 这里取 R=2k赘袁C=0.01 uF便
能达到要求遥根据经验袁确定参数时袁频率可高不可
低袁电感宁大勿小袁这样才能保证输出功率足够大袁
才能有足够的调节空间遥

3.制作
元件可以在 2伊2cm的 PCB板上袁 只要焊接无

误袁接通电源电路即可工作遥 先不要接上 LED袁用
万用表测出输出电压袁这时候袁调节 R4的大小袁R4
越大袁输出电压越小遥反之亦然袁当输出电压在 3.3耀
3.4V时袁可接上 LED袁再调节 R4的大小袁使其足够
亮袁注意袁不可让 LED两端的电压超过 3.6V袁否则
有可能烧毁 LED遥 一盏简单的 LED照明灯就此制
作完成遥 殷国友

序号 位  号 型  号 备     注 
1 R1 RT14-500Ω-II  
2 R2 RT14-2kΩ- II  
3 R3 RT14-2kΩ- II  
4 R4 RT14-100Ω- II 可在 47～200Ω内调节 
5 C1 CH11-50V-0.01μF  
6 C2 CH11-50V-0.01μF  
7 C CD03-10V-47μF  
8 VT1  VT2 2SC9014  
9 VT 2SC8050  
10 L 470μH 电感 
11 VD 1N5819 高频二极管 
12 电池 7#或 5# 可充电电池 

13 LED 3.2V—0.1W(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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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报 2014年 47期 9版刊出了一
篇题目为叶一款实用电器安全保护电路曳
的文章袁读后很受启发袁作者将过压尧过
流尧漏电保护等功能试图融合为一体袁构
思很独特遥 而认真学习后感到袁原文电路
的设计布局尧 元器件型号参数的选择及
其对工作原理的分析似有可探讨之处袁
这里笔者谈点不同看法供参考遥
一、原文电路再分析
原文电路的功能涉及过压保护尧过

流保护和漏电保护等袁现分别对其工作
过程进行再分析遥

1.过压保护
交流输入电压经电容器 C1 降压尧

VD1耀VD4桥式整流袁 在电位器 RP1 中
间头上获取过压取样信号袁再经稳压管
VD5后触发单向可控硅 VS1袁继而触发
双向可控硅 VS2袁最终实现过压保护遥这
里有两点问题需注意遥 一是取样信号达
到过压保护动作值时袁须先击穿稳压管
VD5袁 而稳压管的特性曲线在击穿与截
止的拐点处有一个过渡圆弧袁这将使过
压保护的动作阈值具有不确定性遥 应选
用电压比较器检测过压保护的阈值袁当
电源电压达到 AC250V 渊原文设置的过
压动作值冤 时袁VS1和 VS2能及时准确
地作出反应遥 二是过压信号与直流工作
电源取自同一个整流桥袁当工作电流变
化时袁取样电压也会随之变动袁从而影
响过压保护的精度遥 应直接将交流输入
电压整流袁并专用于过压取样袁而不是
像原文那样经电容器降压后整流袁并与
工作电源共用遥

2.过流保护与漏电保护
原文使用一只 5W变压器袁 将其次

级绕组拆除袁改制成电流互感器 T袁用它
同时检测过流及漏电故障袁似乎是不可
行的遥 原文将 CZ2确定为检测漏电的插
座袁调试时袁按压按钮 S3袁使电阻 R6 中
有电流袁当 R6中的电流达到一定值时袁
经改制的电流互感器 T及相关电路实
现漏电保护遥 原文电路给出的 R6阻值
为 47k袁 该值应是作者验算或实验得到
的漏电动作典型值遥在交流电源为 220V
时袁47k电阻的电流约为 4.68mA袁 这样
小的漏电电流就让漏电保护动作袁不符
合国家标准 GB6829 叶漏电电流动作保
护器渊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冤曳中的相关

规定袁该标准规定的额定漏电电流动作
保护值有 院6mA尧10mA尧30mA尧100mA尧
300mA尧500mA尧1A尧3A尧5A等遥

在现实电气运行中袁上述计算所得
的 4.68mA电流袁 尚不足以对人身造成
任何伤害袁此时漏电保护动作只能给电
气设备的正常运行制造麻烦袁影响生产
或生活遥 况且袁原文在调试漏电保护时袁
按住按钮 S3袁调整 R6的阻值袁至保护继
电器动作就算调试完毕遥 岂不知正常运
行时按钮 S3是断开的袁将 R6调整到任
何值都与保护电路的运行没有关系袁如
此的漏电保护调试完全是徒劳的袁没有
任何意义遥

原文调试漏电保护的思路袁是通过

按压按钮 S3袁 使电流互感器 T的绕组
L1中有一个额外的电流袁并达到一定的
数值从而实现漏电保护的袁如上分析可
知袁L1中只要有大于等于 4.68mA 的额
外电流就能实现保护遥 而被原文定义为
检测过流尧短路的负载插座 CZ1袁允许负
载是 1kW渊原文介绍说冤袁对应的工作电
流应是 4545mA袁 这个插座 CZ1与 S3尧
R6是并联的袁CZ1的电流同样会流过互
感器 T的绕组 L1袁因此袁都可以认定为
漏电保护的启动电流遥 介绍到此袁问题
已经一目了然袁R6中 4.68mA的电流就
能实现漏电保护袁CZ1 中 4545mA 的负
载电流是 4.68mA的大约 1000倍袁漏电
保护更应该启动遥 有鉴于此袁电流互感
器 T 要想兼作漏电保护和过流保护的
检测元件袁恐怕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遥

3.关于原文电路的元件型号参数选
择
原文电路的元件选择和语言文字也

有几处瑕疵遥 估计作者向报社投寄的是
手写稿袁报纸排版印刷时校对不严格留
下遗憾遥

渊1冤野VS1选择触发灵敏度很高的单

向可控硅 2N2343袁工作电压 200V袁工作
电流 1A袁 触发电流 20mA冶遥 触发电流
20mA的 1A单向可控硅不能算是野灵敏
度很高冶袁有的单向可控硅袁例如 BT169袁
工作电压 600V袁工作电流 1A袁触发电流
仅为微安级袁 甚至几十微安就能触发遥
况且型号为 2N2343的元件压根就不是
单向可控硅袁 它是 100V尧1A尧15W尧茁=
40耀100的硅材料 NPN型三极管袁 通常
用作音频功率放大遥

渊2冤野继电器 K使用 JZX22F型交流
220V继电器袁可驱动毛瓦级功率负载冶遥
这里的野毛瓦级冶不知是什么级袁据原文
野调试方法冶部分介绍袁应该是 kW级遥但
据我国著名的正泰电器集团的产品资

料介绍袁该款继电器有 2Z渊2 组转换触
点冤尧3Z尧4Z三种触点形式遥 2Z和 3Z触
点的 袁 最大切换功率为 1250VA袁或
140W曰4Z触点的切换功率更小遥 达不到
原文所说的可驱动 kW 级负载的要求遥
根据原文的设计要求袁 可选用 JTX-3C
型继电器 袁 该继电器线圈电压为
AC220V袁有三对转换接点袁接点额定负
荷为 AC250V/10A遥这款继电器驱动 kW
级负载应是可靠的遥

渊3冤原文插图中的电源开关 S1 不
应是按钮类元件袁况且它既不同于原文
图中的常闭按钮 S2袁也不同于原文图中
的常开按钮 S3袁 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画
法遥 这里的电源开关可以选用刀开关或
DZ47系列断路器遥 另外袁电流互感器 T
的 L3绕组连接的整流桥图符袁 内部的
二极管正负极方向画反袁应旋转 180毅遥

二、电路改进
改进后的电路见附图遥
直流工作电源的整流电路和过压

保护取样电压整流电路各自独立袁直流
电源采用电容降压尧 二极管 D1尧D2 整
流尧稳压管 DW 稳压的方式曰由于工作

电流不是很大袁这种电路简单实用的优
点得以显现遥 将输入交流电压直接经二
极管 D3半波整流袁 并由一只容量适当
的电容器 C3 滤波获取过压取样信号遥
C3容量过大袁会影响过压保护动作的响
应速度遥

过电压的检测使用了四运放
LM324袁 由于电路连接时没有使用负反
馈袁 所以这里的运放变成了电压比较
器遥 过压检测由 IC1-1 渊1/4 LM324冤完
成遥 负输入端?脚电位由电阻 R4 和 R5
对稳压管输出的 12V 电压进行分压获
得袁为 6V曰正输入端?脚从电位器 RP1
中间头上获取取样信号遥 按照原文的设
计思想袁输入电压为 250V时袁调整电位
器 RP1袁 使? 脚电位刚好等于或略大于
6V袁此时 IC1-1 的输出端?脚状态发生
翻转变为高电平袁经电阻 R6尧二极管 D4
触发 VS1 单向可控硅 BT169袁接着双向
可控硅 VS2 被触发袁 继电器 K 线圈得
电袁其常闭触点 K-1尧K-2 断开袁切断输
出插座上的电源袁防止过电压损坏用电
设备袁实现过压保护遥 过压异常消失后袁
按压按钮 S2袁电路复位袁继电器 K释放袁
负载即可继续用电遥

电路的过流保护由改制的电流互
感器 CT尧整流桥 D6耀D9尧电位器 RP2以
及电压比较器 IC1-2等元件构成遥CT可
按原文介绍的方法改制袁取 5耀10W变压
器一只袁拆除次级绕组袁用 椎1.0 左右的
漆包线绕制 10耀20匝袁在 5匝处将漆包
线双线绞扭袁引出一个抽头遥 这样就可
使用 5 匝尧15 匝尧20 匝的圈数进行调
试遥 这个新绕制的绕组就是附图中的
L1遥在插座 CZ1上连接意欲启动过流保
护的负载袁例如 1.2kW渊原文数据冤袁将电
位器 RP2中间头调至下端袁合闸开启电
源袁待负载电流稳定后渊例如电炉丝已
充分烧红并稳定冤袁 将 RP2中间头缓慢
向上调整袁到刚好保护动作袁过流保护
即已调好遥如果 RP2调整到顶还不能保
护动作袁可更换 CT中 L1的抽头再试遥

原文题目就是野一款实用电器安全
保护电路冶袁 是对电器安全进行保护的
一款制作电路袁加上漏电保护关乎人身
安全袁故不提倡爱好者 DIY遥本文改进电
路也未涉及漏电保护问题遥

殷山西 王道川

关于《一款实用电器安全保护电路》的补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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