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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书籍推荐

<<开关电源工程化设计与实战---从样机到量产>>

写作及推荐原因：(历时三年半成书)
     当今国内从事电源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在少数。
大中专院校对应的专业课程给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了最基
础的电源电子设计知识。面对浩瀚的、良莠不齐的电源
设计类资料，一线工程技术人员只能以快餐式的消费方
式来汲取知识。工程技术人员在项目交期、成本和所处
工作环境等多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在著作初期，广泛的参阅了市场上的书籍，最终将
本书定性为工程化设计。本书的更多的是从产品的角度，
以商业的考量，以架起从研发端到量产端，从理论端到
产品端的桥梁。
   目前来看，市面上极少有同类书籍出版。这本书非
同与同类型的其他书籍，它的目的很纯粹；
   让你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中小型消费性电源的设计
的体系有一个完全的了解。满满的干货，避免复杂的公
式推导，避免术语化的解释，让最基础的你能够真正看
懂并理解。
   所以，如果你想在较短时间对电源最主流的拓扑有
所有了解;并对一些特定的拓扑想进一步深入了解; 你
想从容面对求职面试提出的一些问题;你想对电源的性
能要求、安规要求，以及法规要求的解读有进一步了解;
你想了解电源产品研发流程以及管控流程;那么此书将
是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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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内容

1. 简谈智能照明市场展望
2. 智能照明电源方案选择性
3. 智能照明电源特殊要求，与使用环境的考虑
4. 如何从有线到无线/”智能” (器件的选择以及功能的实现)
5. 智能照明现行全球区域的不同准入标准/最新要求(Erp,ES,DLC,CEC…)
6. 驱动电路设计过程中的挑战
v 主拓扑电路构架的选择
v PF/THD的合理性与合规性
v 启动电路设计技巧
v 待机控制电路设计技巧
v 辅助电源设计技巧与无线模组协议电流消耗的处理
v 关注频闪的意义及应对
v 调光混色电路，以及时序控制
v 其他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2. 市场: 雷声 vs. 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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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智能照明市场规模达387
亿元，同比增长46.6%。GGII预计，
2020年中国智能照明市场规模将达
到830亿元，未来具有良好的成长性。

来源：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

国内千亿，全球万亿
级市场，待需落地！

2. 市场: 雷声 vs. 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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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决定产品！

2.照明人出言必谈的智能照明产品全球渗透速度仍然缓慢，

远不像市场上”吹嘘”的一片火热，雷声很大，雨点很小！

这主要是因为，高端产品的价格因素，以及高端购买者的

理性需求，同时目前智能照明产品的生态友好性还不具备。

3.照明还是一种功能性产品，即主流消费者仍然还在买光，

离高端需求（买服务）还有一定的距离。

4.照明产品看亚洲，亚洲照明看中国，但不容乐观的是，在

产品分类上，在亚洲市场有近50%的产品处于低端产品水

平，这也占到了全球70%的份额！中国的制造之都如何转

型智造之都?

5.高端智能照明产品，北美领导着最快增速，欧洲次之。亚

洲潜力巨大（包括市场容量和技术变革）！

2. 市场: 雷声 vs. 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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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控制端：
平板,面板,手
机,音箱等终端

局域控制端： 
遥控器等

各种灯/
灯具…

端：感应器

网关/路由等
协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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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物联网照明/数字照明/智慧照明
Smart Lighting/IoT Lighting/Digital 

Lighting/Intelligent Lighting/Connected 
Lighting

基础在于：硬件
核心在于：软件
价值在于：服务

3.智能照明电源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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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 灯/灯具/感应器/遥控器/面板…

中间级• 路由器，网关，协议转换器

云
• 各种公有云，私有云以及大数据，服务器，
AI分析，数据挖掘…

硬件主导
软件为辅

软件为主

专用硬件+软件

3.智能照明电源架构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协议的趋势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4.智能照明电源特殊要求

智能照明中电源应该实现的功能，以及特色：
• 远程/远距离可控，这是无线属性所决定的
• 软硬性的响应时间，无线指令的收发响应时间
• 满足法规的常规性能要求（如PF, THD,启动时间,安规要求,EMC要求)
• 效率（热会对硬件中其他子系统有影响），低待机功耗(0.2W ? 0.5W?)
• 调光的平滑性（无奇点）
• 调光的深度及范围（<=1%)
• 调光的一致性(5%)
• 调光渐变中的过程平滑性 
• 功率可扩展性，平台的可扩展性
• 故障诊断功能，灯失效故障报警，灯误操作故障报警，其他特别的报警功能

（如输入过欠压，过温，过流，误接等)---开始像其他工业通讯接口看齐！
• 功率检测，能量统计，温度检测，色温检测。
• 传感器扩展功能（温度，光感，运动…)
• EMC特殊要求，不同调光范围内的EMC要求
• 调光动态切换下的硬件应对能力
• 纹波电流，频闪等人眼安全的能力，不同调光范围内的频闪
• 对无线模组的干扰(热干扰，射频干扰)
• 掉电保持能力(MCU flash操作及记忆功能)以及掉电保护锁存功能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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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今LED照明的研发设计，主要在于方案的选择，选择好
的方案远比设计本身重要，芯片性能决定产品指标，前期货比
三家总是对的！但是越比较越心慌，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
只能折衷选择最适合你公司，你产品研发现状的方案！

2.一个好的方案服务团队很重要！人的精力有限，术业有专攻，
一个人不可能完成整个系统级的产品设计，所以选择方案的时
候多看看其后援团队。

3.尽量去靠拢自己熟悉方案去开发产品，哦，也不要轻易尝试
新的方案/器件，预研除外！现实的产品周期和风险管控，不
允许你多次试错！

4.少用未知器件，少看不要轻意去触碰那些低端低价的产品，
一分钱一分货总是对的！在智能照明领域，特别需要慎重，不
要因为省掉一个LDO而毁了所有！成本固然是重要的，但也
需要看是在什么产品上，智能照明中，电源驱动是成本中相对
来说比较小的因素！

关于智能照明的电源设计，几个建议：

5.如果有的话，多和模块团队或是软件团队交流，有时很多问
题，硬件上的解决要比软件上的解决还要更困难！软硬件接口
设计更需要多多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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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所面临的使用环境：复杂的电网系统之
                             ----真实的电网环境的考验

以史为鉴并不凑效，这特别对于电源采购厂家，
因为电源设计厂家并不会真正的告诉你太多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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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真实电网中会存在各种扰动，这种扰动会给LED灯具的稳定性带来一定冲击，屏幕上

的这几种现象，频率不稳、市电停电、初始相位改变以及高频噪音都是发生频率比较高的电

网扰动状况。这些波形都可以通过艾德克斯交流电源系列模拟出来。

应用优势：IT-M7700可仿真电网波动的曲线（如下图），除此外，产品还内建了30种谐波

模拟波形（THD）供用户调用

智能照明所面临的使用环境：复杂的电网系统之
                             ----真实的电网环境的考验

6.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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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所面临的使用环境：复杂的电网系统之
                             ----真实的电网环境的考验

6.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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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所面临的使用环境：复杂的电网系统应对 
（雷击抑制：专用防雷器件 ）

6.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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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最便宜，最实用，性价比最好的
浪涌抑制器件，同时也是最不安全的器
件（老化，漏电流，EOL失效模式..)

可是，由于成本，体积，以及残压
问题，大家都会把压敏电压选择得
比较低！如277V仍然选择561级别！

智能照明所面临的使用环境：复杂的电网系统应对 
（雷击抑制：专用防雷器件 ）

6.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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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保护型MOV越来越多
的用于LED驱动，电源适
配器，插座等产品中！

智能照明所面临的使用环境：复杂的电网系统应对 
（雷击抑制：专用防雷器件 ）

安全失效！！！

6.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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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所面临的使用环境：复杂的电网系统应对 
（雷击抑制：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虽说”制约了
LED照明的寿命，但在电

网扰动等抑制中功不可没！

6.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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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2-续：电路的仿真理论验证

7-1.电源电路设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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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RC，参数
难选，但选定
后对于一定频
率的PWM信号
具有很好的效
果！
二阶RC，参数
匹配更为灵活，
但可以适配更
宽的PWM调光
频率！

电路2-续：电路的仿真理论验证

7-1.电源电路设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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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3：信号隔离电路的设计技巧

1.最常规使用的PC817光耦，它
是一个非线性光耦，上升下降时
间过大，已经不适合此类PWM传
输或是串口数据传递了！如
PWM=2kHz，周期为
T=1/2kHz=500uS，考虑到1%的占
空比，即Ton=5uS，此信号将会
淹没在光耦的上升或下降时间中，
用于PWM传输会导致严重失真！
2.一般而言，为稳定性考虑，器
件的上升/下降沿时间<最低调光
占空比的5%，即对于2kHz的PWM
调光频率(1%调光深度)，其光耦
的上升/下沿时间< 5uS*5%=25nS
3.当然此上升下降时间越快越好！

光耦隔离，一是安全隔
离功能，一是不同的MCU
之间数据信号传递！
1. 满足安规要求，如耐

压等级，安全失效等
2. 信号传递不能失真！

7-1.电源电路设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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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3-续：信号隔离电路的设计技巧

    一般光耦传递失真表现如下，这样导致输出电流/功率与PWM的关系非线
性，设计考虑不周人为引入了误差

当然，这虽然可以通
过软件补偿，或是硬
件施加偏置来弥补，

但增加了设计复杂度！

一般的电源反馈中，
常用的光耦上升下降
时间在3-20uS左右！20-2000 Hz 

PWM

7-1.电源电路设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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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光耦表现如何？

电路3-续：信号隔离电路的设计技巧

高速，可以满足一般的PWM 
1K-5K的调光频率以及一定
速率的信号传递，1%的调光
深度支持！当然成本急剧上

升,大概6-10倍！
另外：温度范围有限，一般

为85度等级 

7-1.电源电路设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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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隔离芯片 ---- 数字隔离器: 
电容隔离/磁隔离

1.高速率，
比高速光耦
快10倍，广
泛用于I2C，
CAN，RS-485
等通讯用
2. 有车规级
认证，温度
等级可以更
高
3. 电路极为
简单
4. 贵！！！
5. 物料购买
困难！国内
少有代替料！

电路3-续：信号隔离电路的设计技巧

7-1.电源电路设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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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硬件方案二：旗舰型产品/公司

照明人言必谈智能，结果就
是一片混战，各方入局（服
务商，制造商，平台商，模
块商等等跑马圈地，抢占入

口）！！！决战点在中
国！！！

7.智能照明电源架构-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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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硬件方案二：灯里的电源/系统架构

LED智能
驱动电源(隔
离/非隔离)

AC/DC
输入

WIFI/Zigbee/
BLE等无线模块

辅助电源
3.3V/5V 各种传感

器模块

3.3V/5V

PWM/模
拟信号/
检测信
号反馈
和传输

APP终端
云服务器

光
源

恒流/恒
压输出

电平转换
调光/调
色/混色

调光调色驱动

7.智能照明电源架构-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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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硬件方案二：智能照明电源方案(芯片)主要玩家

https://www.dialog-semiconductor.com/applications/smart-lighting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en/integrated-power-solution-for-smart-lighting

https://www.st.com/en/applications/led-lighting-and-controls/lighting-controls.html

XXX微…

国际厂商 港台厂商 大陆厂商

1.一线国际厂商
退出、边缘化此
细分市场（甚至
于照明市场）
2.中国大陆厂商
百花齐放，市场
占有率和出货率
远超一线厂商，
落地更容易，服
务更接地气，但
仍旧面临着产品
稳定性和精细化
不足的问题.
3.照明IC看中国！

7.智能照明电源架构-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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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一：功率因数PF和THD

欧洲ErP+IEC61000-3-2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全球LED市场准入标准

能源之星Energy Star

加州Title24 JA8

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一：功率因数PF和THD

欧洲ErP+IEC61000-3-2

各说各话，各自为政！
ES: 只谈PF，而不管THD
欧洲：只管25W以上的灯
加州：只管PF
DLC：唯一确认二者的，但DLC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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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功率灯/灯具产品PF和
THD，真正是PF越高越好吗？

   PF的二个影响因子，相移因数，以及THD。

  相移因数是一个矢量，所以感性和容性的低

相移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

参考： <<开关电源工程化设计与实战: 从样机到量产>>， 文天祥，符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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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一：功率因数PF和THD

1.一体化灯中：主流为非隔离高PF Buck线路，如果考虑全电压输入，Buck的LED

电压需要控制在80V以下，才能实现较高的PF和THD.由于是降压拓扑结构，因此

必须将该输出电压设定为远低于最小输入电压峰值，这样才能维持至少50%的输

入导通角和大约0.90的功率因数。当输出电压小于80V时，即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当然，在更低输出电压时，功率因数会更高，但此时输出电容的保持时间减少，

这是两个相反的要求。无论如何，因为输出母线电压比升压时的380 V大为降低，

所有后级器件的电压应力也将大大降低。

2.部分线性方案，能满足PF之要求（对于北美产品合适），但分次谐波需要考虑

（欧洲和亚太市场）

3. 单级PFC的方案，一般来说通过对桥后解耦电容的优化，以及匝比的调节，能

够实现较宽电压下的PF和THD满足法规。

4. 双级(PFC+反激/PFC+LLC等)，调节Boost Vbus电压的话，可以实现更宽范围

下的PFC和THD要求，一般用于灯具大功率灯的场合。

5. 无源的方式，譬如填谷，或是高频电荷泵式电路，在LED中用得较少，因为其

器件占空间，以及调试繁杂不具通用性，所以慢慢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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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二：启动时间

能源之星Energy Star

加州Title24 JA8

<0.5S启动时间成为主流

欧洲ErP 

8.实现的困难点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高压快速启动电路，对于大功率的电
源十分有效！且损耗极小！
2.小功率的可以选择带HV高压启动的IC，
这样可以加速启动！

图中VCC端口连接一个比较大的电解
电容，容量一般为100-330uF，假设为
220uF，R7起到限流作用，假设VCC的电
压达到20V所需的时间为0.3s，则：

关断时刻：VCC达
到需要的电压后，主拓
扑回路开始工作 ,VCC
被其他供电接管，Vgs
为主拓扑的驱动信号，
通过R1/C1，让Q1一直
处于导通状态，从而
Q6的G一直处于低电平，
Q6在后级工作后处于
关断状态。假设最大VIN
为375V，则在后级开始
工作后，在R4/R5/R6上
的损耗：

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二：启动时间

8.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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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尽型MOS选择
1, 电压等级，小电流等级
2.封装： SOT23

英飞凌增强型
MOS BSS127

英飞凌耗尽MOS 
BSS126

缺点：
1. 可供选择的物料太少，只有IFX/

华晶等少数厂商提供此类沟道耗
尽型产品，其他非品牌厂家的参
数不明确（抄板变得不可能？）

2. 大家对其理解不充分，限制了真
正应用条件

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二：启动时间

8.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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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足启动时间要求！
>0.5S

1. 整个时序：AC
上电，主开关管充
电，辅助电源得到，
3V3得到，无线模
组初始化，开启
PWM输出，主开关
管动作，输出电解
充电，从而LED电
流缓慢上升！
2.硬件时间比较快，
上电到3.3V建立的
时间为几十mS
3.而由于软件构架
的问题 这个时间
可以通过优化软件
解决！即t_软件时
间是受软件架构决
定的！

t_软件

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二：启动时间

8.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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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难点之四：协议消耗电流

8.实现的困难点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四：辅助电源
对于一个芯片来说，很难全部满足，我

们只能理想化的要求我们所选择的芯片能
尽量多的满足以上要求。现在我们来看看，
此类产品的设计难度在哪，因为目前许多
芯片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但总体下来，
都不够完美。
1. 产品的稳定性问题，从极高压的400多V

降压输出到3.3V或是5V，其占空极小，
有时仅为1%左右，受限于芯片的关断和
开通极限时间，这种情况下系统一般工
作于深度DCM或是突发工作模式，容易
导致系统不稳定或是输出纹波增加。

2. 全范围下的线性调整率，有些时候，我
们希望通过一级来实现5V或3.3V输出，
而省掉LDO，这种情况下，希望纹波小，
且动态时超调或是失调也小，这和1有
点矛盾。

3. 效率不高，一般在50-60%左右，这样在
某些情况下，待机功耗比较高，一般在
100-200mW等级，如果想实现更高的待
机功耗（10mW级别），仍然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

从一个输入全电压范围的AC交流转换成一个极低电压的
电源，拓扑一般为非隔离降压浮地拓扑，针对于此应用
场合，要求也就很明确，如下是选择一个设备辅助电源
的清单。
• 能处理的功率等级，有的仅需要十几mA，而有的场

合需要几百mA。待机和通讯时的电流相差很大，需
要考虑峰值电流能力。

• 内置开关管的额定电压水平，一般从500V-900V不等。
• 输出电压的范围，以及精度
• 线性调整率，因为需要从全电压输入，可能是90-

305Vac的输入条件。
• 待机功耗，越小越好。
• 动态响应，环路稳定性，因为无线模块等很可能工

作于间隙模式，负载的快速变化而不能产生任何不
利影响。 

• 完善的保护功能，因为它直接供电于控制系统，不
希望当有异常发生时会导致控制系统紊乱。

• 频率的选择性，以满足高频小型化设计，并同时良
好的EMI兼容能力。

• 设计友好，外围元件少，PCB空间占用少。
• 供应链管理，成本，交期，以及是否有PIN对PIN直

接替换的型号，这在未来越来越重要。

8.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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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ut的初始设定值需要补偿
掉二个二极管的电压偏差

• Vout为了直接兼容3.3V无线
模块，其电压纹波需要控制
在100mV以内(一般应用场合)

• 辅助电源虽小，但意义重大！

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四：辅助电源

8.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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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四：辅助电源-动态

• 一定要进行动态测试！因为MCU模组的供电不
是稳定持续的

• 动态测试模拟是有效检验此电源的关键
• 一般测试参数：CC模式，0-200mA，斜率1-

2A/uS，频率1 kHz或更低, 占空比10%或其他
• 其纹波或是过冲/下冲均不能超过MCU模组的

供电/保护范围

http://www.itechate.com/uploadfiles/2018/12/2018122510
46584658.pdf

8.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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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种架构：目前看来纹波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原因还是此种结构受周围参数
(特别是二极管的影响很大)，所以温度进一步恶化了这个结果。为了满足0.5/0.2W
的要求，我们尽量将3V3低降低。而有时了MCU的安全操作，加入了掉电保护功能。

小结 

8.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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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闪烁”各种现象我们想要的“闪烁”

• 救护车、消防车和警车上的灯

• 飞机降落时的机翼指示灯

• 音乐会、酒吧的灯光

…有些是我们不想要的

频闪效应
（stroboscopic effect）

闪烁（flicker）

体育转播中慢动作回放时的画面明暗不均 光的闪烁引起超市红外扫描仪发生错误

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五：频闪

8.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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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调光点，不同电源拓扑
的输出纹波比较！

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五：频闪

8.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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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背景：二极管有正向导通电压的存在，只有当二极管被正向导通且电压

达到导通电压时，LED才会导通。一般电子负载无法模拟上述真实情况

n   普通电子负载的CR模式

下模拟出LED的伏安特性曲线    

n   真实LED灯的伏安特性曲线    

真实的LED带载波形

普通电子负载CV 模式下拉载
的波形

LED特性拉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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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案架构的实际对比

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五：频闪

8.实现的困难点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1.PFC+LLC/LCC/反激，天然无工频纹波，大功率灯具/灯

驱动电源首选架构！

2.单级PFC反激+低压DC-DC，后级消除了工频纹波，低成

本中功率等级的选择！

3.Boost PFC+高压DC-DC，后级消除了工频纹波，一般在

一体化灯中使用！用于全电压的需求场合！

4.非隔离高PF+去纹波芯片，无源去除方法，损失效率！

一般在30W以内的产品中使用，广泛用于各种球泡灯，灯

管等产品中，特别是单电压输入场合。

智能照明电源驱动的痛点之五：频闪

8.实现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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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eric.wen198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