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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主要内容

1 LED驱动电源简介

2 单级PFC反激LED驱动电源相关技术

3 谐振变换器及其在LED驱动电源中的应用

4 低纹波、高可靠性照明驱动技术

5 多路输出LED驱动电源均流技术

6 高压线性LED恒流驱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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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LED光电特性

LED伏安特性 伏安特性随温度而变化

1、LED伏安特性呈非线性,正向电压的微小变化会引起正向电流的很大

变化；

2、LED伏安特性随温度变化，正向电压具有半导体特有的负温度特性；

3、LED光通量随电流变化，光色也与电流有关。

      
            

光色随电流而变化

LED恒流工作---LED理想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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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LED驱动电源组成及主要功能

驱动器主要功能：
–为LED提供恒流驱动
–实现高功率因数
–调光功能
–保护功能

驱动电路拓扑（虚框）：
–隔离和非隔离
–单级PFC、两级（PFC+DC/DC)
–线性电源、电荷泵、开关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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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LED对驱动电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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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LED驱动电源方案

线性恒流LDO
高压线性恒流
恒流二极管
能效低/无EMI

不含电感、
变压器
易于集成，
适用于小功
率

 PWM/PFM
非隔离/隔离
能效高
EMI问题

能效低
可靠性差
无EMI

成本最低
能效最低
无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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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隔离型  单级PFC+FB+PSR   
小功率   非隔离  Buck,Buck-Boost，阻容降压，恒流
         二极管CRD，高压线性恒流 

中功率   隔离型  PFC+FB(QR)(+SR),PFC+LLC
         非隔离  PFC+Buck 

            
大功率   隔离型  PFC+LLC（+SR)
          

PFC+FB(QR)(+SR)
PFC+LLC
PFC+Buck

单级PFC+FB+PSR         
PFC+FB(QR)
PFC+Buck

LED驱动电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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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LED驱动电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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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功率因数校正（PFC)电路常用拓扑

PFC:  无源PFC（PPFC）--电路简单（小功率）

      有源PFC(APFC)--功率因数高

PPFC: 无源逐流---填谷电路

      高频能量反馈--电荷泵

APFC：两级(中大功率）:Boost-PFC(BCM,CCM)

      单级PFC（中小功率）：

      DCM--Flyback 

      Boost(Buck)-flyback--集成

      Boost-LLC--集成（交错并联、无桥）

LED驱动电源方案--P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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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在半个工频周期内保持占空比恒定，则

反激变换器工作在DCM下具有PFC功能

解决了二极管反向恢复问题
零电流导通
恒频控制

单级PFC反激变换器

1.恒频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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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为了保持DCM工作模式，最大占空比D必须满足：

2倍频低频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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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单级PFC反激变换器

2.变频BCM（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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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频率与励磁电感、取样电阻、输入电压，反射电压

开关频率的最低值发生在最低输

入电压和重载下，最高值发生在

最高输入电压和轻载下。

变频控制，峰值处频率低，零点附近频率高

开关频率随负载减小而增大；
开关频率随线电压增加而增加。

由恒定导通时间和可变开关频率控制

解决了二极管反向恢复问题

零电流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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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组合式PFC---PFC与反激DC/DC共用开关管，只调节一个变量

开关频率远大于交流电源频率。

恒频恒占空比；

零电流导通，控制简单；

峰值电流大，EMI大

单级PFC反激变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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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DCM+DCM（BCM) 

---功率因数高，VCB小，                ；

2、DCM+CCM

---功率因数高,VCB大；

3、CCM+CCM

---功率因数低，VCB小。

在DCM方式下电路具有自然PFC能力,

控制简单。

PFC效果与输入电压和VCB有关，VCB
越高电流越正弦,PF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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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主要问题---电容电压应力; 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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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4.电荷泵PFC---通过电容对电荷的积累效应产生高压使电流由低电

势流向高电势

单级PFC反激变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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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准谐振反激变换器

导通损耗：

振荡频率：

导通损耗
二极管反向恢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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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反射电压

1.准谐振原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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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频率随电压瞬时值变化，峰值处频率最低
2、电感越大，频率越低
3、反射电压越大，频率变化范围越小
4、输入电压越高，频率越低

2.影响频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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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谷底锁定解决噪音问题

---通过减低开关频率提高轻载效率

----抖频技术抑制EMI

去抖动技术

频率折返

扩展频谱 

3.准谐振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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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原边反馈（PSR)反激变换器

无需光耦和基准；无需次级电流采样1.原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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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2.信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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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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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Ø PSR-----PFM控制

Ø PSR---PWM控制

3.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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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4.PSR新技术

利用寄生
耦合电容
C1和C2分
压来检测

去磁。

无启动电阻损耗
启动时间短
外围器件少
无辅助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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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Ø电路简单、成本低
Ø 效率高
Ø EMI小

Ø 多级控制芯片集成--PFC+QR,PFC+PSR,PFC+LLC
Ø 控制与MOS 集成—PI,NXP,IWATT,MPS

原边反馈（PSR)技术
成本低

准谐振（QR)技术

开关损耗小，效率高

QR+PSR

27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谐振变换器

  

谐振变换器--是利用谐振时电压、电流周期性过零，实现软开关，可以

降低开关损耗，提高变换器效率。

Ό

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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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串并联谐振变换器

  

Ø fs>fr1，开关管ZVS

Ø 直流增益小于1，谐振频率处增

益最大（良好电压调节）

Ø 轻载下增益曲线平坦，输出电压

调节困难

Ø fs>fr1，开关管ZVS

Ø 良好的电压增益特性，增益可

以大于1

Ø 轻载频率变化小，可以控制输

出电压，可以开路 29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存在两个谐振频率                            ,

开关管ZVS软开关，轻载也能实现ZVS

开关网络（全桥或半桥）--方波发生器---占空比0.5，变频控制

谐振网络--滤除高次谐波、方波电压转为正弦电流，电流滞后--实现ZVS软开关

整流网络--全波

变压器--隔离与变压

LLC谐振变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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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ZVS开通，--区域1

2、Lm不参与谐振，具备

      SRC特点

3、二极管反向恢复问题

4、MOS管关断电流大，  

      开关损耗大

1、ZVS开通--区域2

2、二极管零电流关断

3、轻载也能实现ZVS

4、原边环流损耗大

1、ZVS开通，关断电

     流为励磁电流；

2、二极管零电流关断

3、电压增益与负载无关

1.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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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t0-t1) Lr、Cr谐振，Lm线性增

加，二极管ZCS关断

（2）(t1-t2) Lr、Lm、Cr谐振,开关管

关断

（3）(t2-t3) 二极管换流，Lr、Cr谐振，

Lm线性减小

2.原理分析（f=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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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基波分析法

3.增益特性

33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4.设计考虑--Q值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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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4.设计考虑--K值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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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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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Ø  

Ø 间歇模式工作

Ø 假负载

Ø  

Ø MOS并小电容

增益失真--初次级杂散电容Ceq

增益失真--
轻载、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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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宽输出电压电源设计考虑

最佳工作点---谐振点

宽范围--K值小--斜率大--频率变化范围小

                斜率大--频率变化范围小,       电容电压应力大，短路电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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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LCC谐振变换器原理分析

特点：

1、兼具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变换器优点

2、利用寄生参数（漏感、分布电容）作为谐振元件---适用   

   于高压直流电源

3、ZVS软开关，减小开关损耗、提高开关效率

4、与LLC比，频率变化范围小，调光深度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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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LCC谐振变换器原理分析

1.原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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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2.增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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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3.设计考虑--Cn值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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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Q值越大，电压增益越小，电路特性趋于SRC，电压调节能力越差；

2、Q值越小，Cp作用越大，电路特性趋于PRC，电压调节能力越强；

3、Q值越小，Cn对电路特性（最大增益）影响越大

         k=12,Cn=0.1             k=12,Cn=0.3    

3.设计考虑--Q值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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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负载变化，Q值变化，电流汇聚在一个固定点--自然实现恒流

2、k值增加到一定值时，k值对电路特性影响很小----LCC特性

k=30,Cn=0.8    

  
输

出

电

流

I0   

Ό

Ό

         k=12,Cn=0.3    

  

输

出

电

流

I0   Ό

  

输

出

电

流

10   

k=30,Cn=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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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轻载时,Q值小，LCC频率变换范围小，电压调整能力好；

2、同样Q值，LCC增益高，具有宽电压输出---适应不同灯电压；

3、轻载下在较窄频率范围可以实现较宽增益变化和较小增益

   ---深度调光

4、开路、短路性能好。

4.LCC与LLC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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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流谐振变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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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交流等效电路

负载变化，输出电流几乎不变

1.恒流原理

47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等效负载Req上的电流峰值为：

令A=0

Lm趋于

无穷大

不同Lm时的输出电流差值曲线

2.Lm对恒流精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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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Io相对于Lr的灵敏度

不同Q值下的输出电流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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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输入电压与输入电流相位角之差：

3.谐振参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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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Kl越大，        、       越小  Kl略小于2

4.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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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低纹波LED驱动电源方案

Ø 无源逐流PFC+DC/DC变换器（PSR/QR/PWM/PFM/隔离/非隔离)

Ø 电荷泵（高频能量反馈）+DC/DC变换器（Flyback/LLC)

Ø 单级组合式PFC变换器（Boost-Flyback)

Ø 单级PFC+纹波抑制电路（去纹波/纹波对消）

           +线性恒流（CRD/CRT/压控恒流源/镜像电流源)

           +DC/DC变换器（内置/外置MOS/Buck/Boost/Buck-Boost)

Ø Boost-PFC+DC/DC变换器（PSR/QR/PWM/PFM/非隔离/隔离

                 /Boost+Flyback集成IC/Boost+LLC集成IC)

             +线性恒流（CRD/CRT/压控恒流源/镜像电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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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无源逐流(填谷式PFC)

  

Boost-LLC组合PFC

电荷泵PFC 去纹波电路（集成/分立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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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驱动电源可靠性分析

1.电解电容--容

量大、寿命短

2.减小电容容量-

-薄膜电容--延长

寿命

LED驱动器是灯具寿命的短板，而电解电

容是影响LED驱动器寿命的主要因数。

失效分析

l 温度---温度升高、电解液挥发、电容容量小、ESR变大；

   温度每提高     ,寿命缩短一半;

l 纹波电流---纹波电流大--发热--寿命下降;

l 工作频率--容量随频率升高而减小。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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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电容与输出电压纹波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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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Ø 输出电压瞬时值始终大于输入

电压瞬时值---PF工作

Ø CB减小，输出电压最大值增加，

开关管电压应力增大

减小电解电容---增大电压纹波法

---采用较小电容可以平衡输入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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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减小电解电容---谐波注入法

---降低输入电流峰均比减小输入

输出功率不平衡

电容量---PF---谐波大小
57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减小电解电容---能量存储法--将输入输出功率之差通过有源储能单

元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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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减小电解电容---低频纹波对消法--产生与主输出电路纹波同频、等

幅、反向的低频纹波，通过纹波叠加消除低频纹波----电压叠加、

电流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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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减小电解电容---脉动电流法--使瞬时输出功率与瞬时输入功率波形

相近，采用较小电容可以平衡输入输出功率---峰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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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当k=0.3时，D=0.8，储能电容两端的电压纹波为
     

纹波抑制与电容大小和峰均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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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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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每路电流独立控制，恒流
精度高，易于模块化

  

当需要高通量光输出时，需要使用多串LED连接；
如何连接：串联，并联，混联?
—电路结构、效率、成本、可靠性综合考虑

各LED电流相同，输出电压高,可靠性低

串并联连接,驱动效率高，
各支路LED电流不一致

各支路LED电流不
一致，均流性能差

多路LED恒流驱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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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线性恒流方式

驱动灵活，电流精
度高，可扩展性强。

降压型，恒压电路大于最大一路LED

灯电压；

调整管承受恒压源与LED灯电压压差，

不适用于宽输出电压；

效率低，用于小功率

多路LED恒流驱动技术

多路线性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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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控制输出电流达到稳定值时刻检测电压最小值或电压最大值

电压自适应---控制电压源输出电压，使其尽可能接近LED驱动电压以

提高效率。

I1=I2=...In≈Iref=

[Vref-Ub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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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隔离/非隔离
两级/三级

均流效果好
成本高

多路开关电源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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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利用无源器件实现均流，无需外加控制电路，电路简单、
成本低，效率高，可靠性高

多路均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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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耦合电感均流原理

耦合电感均流--利用磁链平衡原理实现两条支路电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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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增加交流阻抗均流--利用电容的高阻抗来平衡电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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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容电荷平衡均流--利用电容电荷平衡原理，支路间的电压差异由电容

来承受，实现两路输出电流均衡

当副边上正下负时，电流过D1、负载LED1对

电容Cb充电，有：

当副边上负下正时，电流过D2、负载LED2对

电容Cb反向充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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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荷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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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谐振变换器---励磁电感不参与谐振，可以设计得很大，适合

采用原边串联的均流方式。

等效电路

原边绕组串联均流---励磁电感足够大，原边串联电流相等，则副边

电流也相等，实现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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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原边串联+电荷平衡

耦合电感+

电荷平衡

复合均流方法

73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感和变压器

拓展成n路并

联输出结构

复合均流方法(电容均流+变压器并联均流）

2n路交流等效电路

74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四路灯电压分别为36V、

54V、18V、18V

仿真结果

没有均流电容Cb3 加入均流电容C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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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线性驱动技术发展

Ø 阻容降压--成本低，但恒流精度低、PF低、可靠性低、

   电容耐压高。

Ø 单开关线性控制

   恒流二极管（CRD)/恒流三极管（CRT)/MOSFET(压控恒流源） --电         

   流恒定、可控，线路简单，但二极管导通角小，PF低、暗灯时间长、 

   频闪。

Ø 分段式开关线性控制---根据输入电压高低分段开通LED负载

   ---效率高、PF高、调光兼容性好

高压线性驱动是一种“去电源化”的LED驱动方案

u 无电解电容,长寿命。

u 无电感、变压器，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

u 无EMI问题，无EMI滤波器。

u 调光兼容性好

76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高压线性驱动方案

阻容降压

恒流二极管伏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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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流三极管(CRT)
恒流三极管(CRT)电路

高压线性驱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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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高压线性驱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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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0-t1):S1、S2、S3、S4均断

2、(t1-t2)(t7-t8)：S1通

3、(t2-t3)(t6-t7)：S2通

4、(t3-t4)(t5-t6)：S3通

5、(t4-t5)：       S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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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通过检测输入电压的大小分段控制开关管的通断，点

亮相应段LED；

u 通过高阶分段来提高电源效率。

分段高压线性驱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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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高压线性驱动方案

动态配置--电压低时各LED串并联，电压高时各LED串串联--分段持
续点亮，提升光效和灯珠利用率。

1) 灯珠利用率和效率低
2) 线性调整率差，压闪
3） 工作电压范围窄
4) 工频频闪

5)  抗浪涌性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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