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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涉

及液晶背光电路领域，包括：电源组件、DC‑DC转

换单元、背光控制单元、背光驱动单元、背光异常

复位单元和除雾单元，电源组件与DC‑DC转换单

元电性连接，背光控制单元和除雾单元均与DC‑

DC转换单元电源输出端电性连接，除雾单元和电

源组件电性连接，背光驱动单元与液晶驱动组件

电性连接，背光控制单元与背光驱动单元电性连

接，背光异常复位单元与背光控制单元电性连

接。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背光主控芯片由于

自带反馈功能优化了反馈功能，减去设计反馈采

集的电路，缩小了电路面积，有利于系统的小型

化设计及EMC设计，同时增加背光异常复位功能

和除雾功能，提高了背光板在温湿度易结露的环

境中正常运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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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源组件、DC‑DC转换单元、背光控制单元、

背光驱动单元、背光异常复位单元和除雾单元，所述电源组件与DC‑DC转换单元电性连接，

所述背光控制单元和除雾单元均与DC‑DC转换单元电源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除雾单元和

电源组件电性连接，所述背光驱动单元与液晶驱动组件电性连接，所述背光控制单元与背

光驱动单元电性连接，所述背光驱动单元接收背光控制单元和液晶驱动组件输送的PWM亮

度和使能信号并输出背光信号，调控背光亮度，所述背光异常复位单元与背光控制单元电

性连接，所述背光异常复位单元采集背光信号电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背光控制单元内集成

有除雾面板，所述除雾面板与除雾按键电性连接，所述除雾单元与除雾面板电性连接，所述

除雾面板用于接收除雾按键的指令，并根据指令生成除雾信号输送至除雾单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其特征在于，所述DC‑DC转换单元采用

HYM2596T‑5.0低压直流电源和SSP1117‑3.3低压线性电源，从电源组件输入DC24V电源，经

HYM2596T‑5.0转换后输出DC5V，DC5V经过SSP1117‑3.3转换成DC3.3V为背光控制单元提供

电源，DC5V同时为除雾单元提供5V使能信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背光驱动单元由

Boost型LED驱动控制芯片XC84624、JGB200G06A型号MOS管和SWPA8050S220MT电感以及外围

电路组成，将采集到的液晶驱动组件的背光使能信号和PWM信号，转换成LED背光灯的电流

大小输出，改变液晶显示器的亮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背光控制单元的主芯

片主为GD32F103C8T6单片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背光异常复位单元主

芯片采用SGMOP17作为比较输出，由DC3.3V电源驱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除雾单元由

JGB200G06A型号MOS管进行电流驱动，由UPC817光耦进行开关控制，由电源组件输出DC24V

作为MOS管驱动DS极驱动电源，由DC‑DC转换单元输出DC5V作为行MOS管驱动GS极偏置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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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液晶背光电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

背景技术

[0002] 发光二极管，英文简称为LED全称是light‑emitting  diode，目前广泛运用与照

明、灯饰、液晶屏背光源灯领域。在液晶屏背光源灯领域运，它不仅可作为绿色、红色、蓝色、

白色，还可以作为变色背光源，目前是作为国内外各类液晶显示器的背光源的主流方法。在

背光源使用上，LED相对于(CCFL)冷阴极荧光灯具有节能，寿命长，安全级别高，性能稳定，

支持多种调光模式等优点。

[0003] LED驱动电路主要有PWM或模拟调光调光接口，电源接口，背光输出接口。目前该领

域常用的驱动方法为背光为固定电压型调节，这样对于不同型号，尺寸的显示器，需要修改

对应的硬件电路来适配显示器的电压要求，无法做到用同种型号电路同时适配各类液晶显

示器；常用液晶显示器因为背光异常而黑屏，无法做到自动恢复；因为在结露环境下，显示

器表面雾化导致显示模糊现象。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本技术方案解决了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常用的驱动方法为背光为固定电压型调节，这样对于不同型号，尺寸的显示器，

需要修改对应的硬件电路来适配显示器的电压要求，无法做到用同种型号电路同时适配各

类液晶显示器；常用液晶显示器因为背光异常而黑屏，无法做到自动恢复；因为在结露环境

下，显示器表面雾化导致显示模糊现象的问题。

[0005]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包括：电源组件、DC‑DC转换单元、背光控制单元、背光驱动

单元、背光异常复位单元和除雾单元，所述电源组件与DC‑DC转换单元电性连接，所述背光

控制单元和除雾单元均与DC‑DC转换单元电源输出端电性连接，所述除雾单元和电源组件

电性连接，所述背光驱动单元与液晶驱动组件电性连接，所述背光控制单元与背光驱动单

元电性连接，所述背光驱动单元接收背光控制单元和液晶驱动组件输送的PWM亮度和使能

信号并输出背光信号，调控背光亮度，所述背光异常复位单元与背光控制单元电性连接，所

述背光异常复位单元采集背光信号电压。

[0007] 优选的，所述背光控制单元内集成有除雾面板，所述除雾面板与除雾按键电性连

接，所述除雾单元与除雾面板电性连接，所述除雾面板用于接收除雾按键的指令，并根据指

令生成除雾信号输送至除雾单元。

[0008] 优选的，所述DC‑DC转换单元采用HYM2596T‑5.0低压直流电源和  SSP1117‑3.3低

压线性电源，从电源组件输入DC24V电源，经HYM2596T‑5 .0转换后输出DC5V，DC5V经过

SSP1117‑3.3转换成DC3.3V为背光控制单元提供电源，DC5V同时为除雾单元提供5V使能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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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背光驱动单元由Boost型LED驱动控制芯片XC84624、  JGB200G06A型

号MOS管和SWPA8050S220MT电感以及外围电路组成，将采集到的液晶驱动组件的背光使能

信号和PWM信号，转换成LED背光灯的电流大小输出，改变液晶显示器的亮度。

[0010] 优选的，所述背光控制单元的主芯片主为GD32F103C8T6单片机。

[0011] 优选的，所述背光异常复位单元主芯片采用SGMOP17作为比较输出，由  DC3.3V电

源驱动。

[0012] 优选的，所述除雾单元由JGB200G06A型号MOS管进行电流驱动，由  UPC817光耦进

行开关控制，由电源组件输出DC24V作为MOS管驱动DS极驱动电源，由DC‑DC转换单元输出

DC5V作为行MOS管驱动GS极偏置电压。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4] 1)本实用新型简化了液晶显示器的背光驱动方案，背光主控芯片由于自带反馈功

能优化了反馈功能，减去设计反馈采集的电路，缩小了电路面积，有利于系统的小型化设计

及EMC设计，电路无须修改硬件即可适应多种型号和尺寸的液晶面板的背光驱动。

[0015] 2)本实用新型中通过设置背光异常复位单元采集背光信号电压，并对背光信号电

压与标准信号电压值进行对比，在背光信号电压出现异常时，能够迅速的反应，进行背光异

常复位；

[0016] 3)本实用新型中通过设置除雾单元，在结露环境下，通过除雾按键可控制除雾单

元对显示器进行除雾，可使液晶显示器在温湿度易结露的环境中正常运行。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系统框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的DC‑DC转换单元的电路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背光驱动单元的电路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背光控制单元的电路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背光异常复位单元的电路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除雾单元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描述用于揭露本实用新型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本实用新型。以下描

述中的优选实施例只作为举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想到其他显而易见的变型。

[0024] 参照图1所示，请参阅图1所示，一种国产恒流背光板包括：电源组件、  DC‑DC转换

单元、背光控制单元、背光驱动单元、背光异常复位单元和除雾单元，所述电源组件与DC‑DC

转换单元电性连接，所述背光控制单元和除雾单元均与DC‑DC转换单元电源输出端电性连

接，所述除雾单元和电源组件电性连接，所述背光驱动单元与液晶驱动组件电性连接，所述

背光控制单元与背光驱动单元电性连接，所述背光驱动单元接收背光控制单元和液晶驱动

组件输送的PWM亮度和使能信号并输出背光信号，调控背光亮度，所述背光异常复位单元与

背光控制单元电性连接，所述背光异常复位单元采集背光信号电压，所述背光控制单元内

集成有除雾面板，所述除雾面板与除雾按键电性连接，所述除雾单元与除雾面板电性连接，

所述除雾面板用于接收除雾按键的指令，并根据指令生成除雾信号输送至除雾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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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请参阅图2所示，DC‑DC转换单元采用HYM2596T‑5.0电源，最大电流3A，供电接口P9

的PIN1、PIN21接SS510二极管后外接470uF电解电容输入至  HYM2596T‑5.0的IN端，ON/OFF、

GND_PAD和GND接地，OUT端外接反向肖特基二极管SK33起到过压保护，通过33uH电感后经过

220uF电解电容滤波过输出DC5V。DC5V通过10uF的瓷片电容，接到SSP1117‑3 .3的VIN端， 

SSP1117‑3.3的Vout端通过10uF和0.1uF的瓷片电容滤波后，输出DC3.3V。

[0026] 请参阅图3所示，背光驱动单元单元采用XC84624芯片，GATE脚输出驱动信号，33uH

电感，MOS管和SS510共同驱动输出电压，经过4个2.2uF瓷片电容和一个100uF电解电容滤波

后输出稳定Vout；改变PWM_IN的占空比或者模拟量能直接改变驱动电流，调节液晶屏的亮

度；由液晶驱动组件的BackLight_EN_IN和背光控制单元的LED_EN信号通过CX1G708STNI经

过与运算后输出ENABLE信号至XC4624的使能端；XC4624的CADIM端外接并联  1uF电容和51K

电阻能让XC84624满足模拟调光能力；XC84624的RT端外接电阻能有效改变GATE脚的驱动频

率；XC84624的LED接收端全部短接(P13  端子)一起，具有满足大于4组LED的驱动要求，且各

路LED电流一致。

[0027] 请参阅图4所示，背光控制单元采用GD32F103C8T6单片机，check为背光复原单位

反馈信号，当该信号有上升沿且高电平大于100us时，单片机输出  LED_EN低电平100ms后再

输出LED_EN高电平，背光驱动单元复位。QW3.3V  和QW0V为除雾光耦的输入信号，KEY_QW为

除雾按键信号，当收到该信号为高时，QW3.3V和QW0V输出分别3.3V和0V，除雾开始，记时5‑

20分钟后，  QW3.3V和QW0V输出0V，除雾结束；JTAG_SWD和JTAG_SWC为下载端口。

[0028] 请参阅图5所示，背光异常复位单元使用SGMOP17C芯片，背光输出电压  Vout分压

后进入芯片负端输入，5V分压进入芯片正端输入。当Vout小于25V  后，Check为高电平，背光

驱动单元复位。

[0029] 请参阅图6所示，除雾单元使用JGB200G06A型号MOS管进行电流驱动，由UPC817光

耦进行控制开关，UPC817开光输出端由单片机控制，该电路能够在10分钟内将19寸波盾牌

加热面板由25℃加热至43℃。

[0030]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背光主控芯片由于自带反馈功能优化了反馈

功能，减去设计反馈采集的电路，缩小了电路面积，有利于系统的小型化设计及EMC设计，同

时增加背光异常复位功能和除雾功能，提高了背光板在温湿度易结露的环境中正常运行的

能力。

[003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行

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

的只是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会有各

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内。本实用新型要求

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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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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