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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包

含一位址收发器、一处理器与至少一电源供应

器。位址收发器存有一通讯位址，位址收发器接

收载有驱动位址的一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

(KNX)讯号，在驱动位址对应通讯位址时，位址收

发器产生一驱动讯号。处理器电性连接位址收发

器，并接收驱动讯号，以据此产生至少一电源启

动讯号。电源供应器电性连接处理器与至少一发

光二极体模组，并接收电源启动讯号，以藉此驱

动发光二极体模组，以降低灯光控制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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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其包含：

一位址收发器，存有一通讯位址，该位址收发器接收载有驱动位址的一智慧型节能建

筑通讯协定讯号，在该驱动位址对应该通讯位址时，该位址收发器产生一驱动讯号；

一处理器，电性连接该位址收发器，并接收该驱动讯号，以据此产生一电源启动讯号；

至少一电源供应器，电性连接该处理器与至少一发光二极体模组，并接收该电源启动

讯号，以藉此驱动该至少一发光二极体模组；一第一印刷电路板，其系具有相异二表面，该

位址收发器与该处理器设于该二表面的其中一者，该二表面的另一者设有一第一连接埠，

该位址收发器通过该第一印刷电路板电性连接该处理器；以及一第二印刷电路板，其上设

有该至少一电源供应器、一智慧  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与一第二连接埠，该智慧型节

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靠近该第二印刷电路板的边缘，该第二连接埠远离该第二印刷电路

板的该边缘，该第一连接埠电性连接该第二连接埠，以通过该第一印刷电路板与该第二印

刷电路板电性连接该智慧  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与该位址收发器，且该至少一电源

供应器通过该第一印刷电路板、该第二印刷电路板、该第一连接埠与该第二连接埠电性连

接该处理器，该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与该第二印刷电路板之间呈断路状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

讯号由电性连接该位址收发器的一主控装置所产生。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处理器停止产生该电源启

动讯号时，该处理器触发该位址收发器产生载有该通讯位址的回应讯号，并将其传送给该

主控装置。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电源启动讯号为脉冲宽度

调变讯号，该处理器电性连接一接地端与一讯号操控端，该讯号操控端电性连接该至少一

电源供应器，该处理器通过该接地端接收接地电压，并通过该讯号操控端接收高电压，以依

据该驱动讯号、该接地电压与该高电压在该讯号操控端产生该电源启动讯号。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处理器更包含：

一控制器，电性连接该位址收发器，并接收该驱动讯号；以及

一电子开关，其系电性连接该讯号操控端与该接地端之间，以接收该接地电压与该高

电压，该电子开关的控制端电性连接该控制器，该控制器配合该高电压与该接地电压以利

用该驱动讯号控制该电子开关的开关状态，进而在该讯号操控端产生该电源启动讯号，在

该控制器停止控制该电子开关的该开关状态时，该控制器触发该位址收发器产生该回应讯

号。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电子开关为N通道金氧半

场效电晶体，其闸极作为该控制端，该N通道金氧半场效电晶体的源极电性连接该接地端，

该N通道金氧半场效电晶体的汲极电性连接该讯号操控端。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处理器更包含：

一第一电阻，其系电性连接于该控制器与该闸极之间；以及

一第二电阻，其系电性连接该闸极与该源极之间。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至少一电源供应器为多个

时，该至少一发光二极体模组为多个，电源供应器分别电性连接发光二极体模组。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至少一电源供应器更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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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一变压器，具有一次侧与二次侧，该一次侧接收一固定电压，该二次侧电性连接该至少

一发光二极体模组；

一电子控制开关，电性连接该一次侧与该接地端；

一脉冲宽度调变器，电性连接该电子控制开关，并控制该电子控制开关的开关状态，以

利用该固定电压储存能量在该一次侧中，并由该二次侧转换该能量为输出讯号；

一比较电路，电性连接该二次侧与该讯号操控端，并接收该输出讯号与该电源启动讯

号，且比较该输出讯号与该电源启动讯号，以产生一比较结果；以及

一光耦合元件，电性连接该比较电路与该脉冲宽度调变器，该脉冲宽度调变器通过该

光耦合元件接收该比较结果，以据此改变该输出讯号，进而藉该输出讯号驱动该至少一发

光二极体模组，且调整该至少一发光二极体模组的亮度。

10.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至少一电源供应器更包

含：

一变压器，具有一次侧与二次侧，该一次侧接收一固定电压，该二次侧电性连接该至少

一发光二极体模组；

一电子控制开关，电性连接该一次侧与该接地端；

一脉冲宽度调变器，电性连接该电子控制开关与该讯号操控端，并接收该电源启动讯

号，且藉此控制该电子控制开关的开关状态，以利用该固定电压储存能量在该一次侧中，并

由该二次侧转换该能量为输出讯号；

一比较电路，电性连接该二次侧与一直流电压端，并接收该输出讯号与该直流电压端

的直流讯号，且比较该输出讯号与该直流讯号，以产生一比较结果；以及

一光耦合元件，电性连接该比较电路与该脉冲宽度调变器，该脉冲宽度调变器通过该

光耦合元件接收该比较结果，以据此改变该输出讯号，

进而藉该输出讯号驱动该至少一发光二极体模组，且调整该至少一发光二极体模组的

亮度。

11.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电源启动讯号为类比讯

号，该处理器电性连接一接地端与该至少一电源供应器，该处理器通过该接地端接收接地

电压，以依据该驱动讯号与该接地电压产生该电源启动讯号。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处理器更包含：

一控制器，电性连接该位址收发器，并接收该驱动讯号；以及

一电源启动器，电性连接该接地端与该至少一电源供应器，以接收该接地电压，该控制

器配合该接地电压驱动该电源启动器产生该电源启动讯号，在该控制器停止驱动该电源启

动器产生该电源启动讯号时，该控制器触发该位址收发器产生该回应讯号。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电源启动器更包含：

一放大器，其具有一负输入端、一正输入端与一输出端，该输出端电性连接该至少一电

源供应器；

一第一启动电阻，电性连接于该输出端与该负输入端之间；

一第二启动电阻，电性连接于该负输入端与该接地端之间，该放大器通过该第二启动

电阻接收该接地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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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动电容，电性连接于该接地端与该正输入端之间；以及

一第三启动电阻，电性连接于该正输入端与该控制器之间，该控制器利用该第一启动

电阻、该第二启动电阻、该启动电容与该第三启动电阻配合该接地电压驱动该放大器于该

输出端产生该电源启动讯号，在该控制器停止驱动该放大器产生该电源启动讯号时，该控

制器触发该位址收发器产生该回应讯号。

14.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至少一电源供应器更包

含：

一变压器，具有一次侧与二次侧，该一次侧接收一固定电压，该二次侧电性连接该至少

一发光二极体模组；

一电子控制开关，电性连接该一次侧与该接地端；

一脉冲宽度调变器，电性连接该电子控制开关，并控制该电子控制开关的开关状态，以

利用该固定电压储存能量在该一次侧中，并由该二次侧转换该能量为输出讯号；

一比较电路，电性连接该二次侧与该电源启动器，并接收该输出讯号与该电源启动讯

号，且比较该输出讯号与该电源启动讯号，以产生一比较结果；以及

一光耦合元件，电性连接该比较电路与该脉冲宽度调变器，该脉冲宽度调变器通过该

光耦合元件接收该比较结果，以据此改变该输出讯号，进而藉该输出讯号驱动该至少一发

光二极体模组，且调整该至少一发光二极体模组的亮度。

15.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至少一电源供应器更包

含：

一变压器，具有一次侧与二次侧，该一次侧接收一固定电压，该二次侧电性连接该至少

一发光二极体模组；

一电子控制开关，电性连接该一次侧与该接地端；

一脉冲宽度调变器，电性连接该电子控制开关与该电源启动器，并接收该电源启动讯

号，且藉此控制该电子控制开关的开关状态，以利用该固定电压储存能量在该一次侧中，并

由该二次侧转换该能量为输出讯号；

一比较电路，电性连接该二次侧与一直流电压端，并接收该输出讯号与该直流电压端

的直流讯号，且比较该输出讯号与该直流讯号，以产生一比较结果；以及

一光耦合元件，电性连接该比较电路与该脉冲宽度调变器，该脉冲宽度调变器通过该

光耦合元件接收该比较结果，以据此改变该输出讯号，进而藉该输出讯号驱动该至少一发

光二极体模组，且调整该至少一发光二极体模组的亮度。

1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第一印刷电路板的面积

小于该第二印刷电路板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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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系关于一种驱动装置，且特别关于一种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KNX)技术标准是一个广泛应用于各类建物中的专业控

制技术，且为控制领域「唯一的开放式世界性标准」，这些应用中，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

被批准为：欧洲标准(CENELEC  EN  50090&CEN  EN  13321-1)、国际标准(ISO/IEC  14543-3)、

美国标准(ANSI/ASHRAE  135)和中国标准(GB/T  20965-2013)，证明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

定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标的。

[0003] 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在中国有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中国用户组织委员

会进行推广，从复杂的办公室到普通住宅，通过一个触摸板，可以远程控制建物中所有的电

气控制设备，举凡照明、遮光/百叶窗、保安系统、能源管理、供暖、通风、空调系统、信号和监

控系统、服务界面及楼宇控制系统、远程控制、计量、视频/音频控制、大型家电等众多领域，

经由预先设定对周遭环境的需求，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系统可藉由各式的环境侦测器

了解现况，并自动开启空调或调整灯光明暗度，以符合预先设定，不须人为操控；不但增加

舒适感、安全性，更能执行空间情境、大幅提升节约能源、进而达到气候保护等需求。目前的

灯光照明主要以发光二极体(LED)为主，市面上符合KNX规范的驱动器为低压直流输入，以

及交流输入定电压输出的驱动器，用于LED混色用途。LED照明的应用多为交流输入，定电流

输出的模式，目前市面上尚未有与KNX规范相符合的交流输入，定电流输出的LED驱动器。

[0004] 因此，本发明系在针对上述的困扰，提出一种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以解决习知所

产生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系能直接使用智慧

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KNX)讯号来驱动发光二极体模组，而不需要先转换成其他不同的通

讯协定后，例如数位可定址照明介面(DALI)协定，再驱动发光二极体模组，以降低灯光控制

管理成本。

[0006] 为达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其系包含一位址收发器、一

处理器与至少一电源供应器。位址收发器存有一通讯位址，位址收发器接收载有驱动位址

的一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KNX)讯号，在驱动位址对应通讯位址时，位址收发器产生一

驱动讯号。处理器电性连接位址收发器，并接收驱动讯号，以据此产生至少一电源启动讯

号。电源供应器电性连接处理器与至少一发光二极体模组，并接收电源启动讯号，以藉此驱

动发光二极体模组。

[0007]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讯号由电性连接该位址收发器

的一主控装置所产生。

[0008]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处理器停止产生电源启动讯号时，处理器触发位址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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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产生载有通讯位址的回应讯号，并将其传送给主控装置。

[0009]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电源启动讯号为脉冲宽度调变讯号，处理器电性连接一

接地端与一讯号操控端，讯号操控端电性连接电源供应器，处理器通过接地端接收接地电

压，并通过讯号操控端接收高电压，以依据驱动讯号、接地电压与高电压在讯号操控端产生

电源启动讯号。

[0010]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处理器更包含一控制器与一电子开关。控制器电性连接

位址收发器，并接收驱动讯号。电子开关电性连接讯号操控端与接地端之间，以接收接地电

压与高电压，电子开关的控制端电性连接控制器，控制器配合高电压与接地电压以利用驱

动讯号控制电子开关的开关状态，进而在讯号操控端产生电源启动讯号。在控制器停止控

制电子开关的开关状态时，控制器触发位址收发器产生回应讯号。

[0011]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电子开关为N通道金氧半场效电晶体，其闸极作为控制

端，N通道金氧半场效电晶体的源极电性连接接地端，N通道金氧半场效电晶体的汲极电性

连接讯号操控端。

[0012]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处理器更包含一第一电阻与一第二电阻。第一电阻电性

连接于控制器与闸极之间，第二电阻电性连接闸极与源极之间。

[0013]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电源供应器为多个时，发光二极体模组为多个，所有电源

供应器分别电性连接所有发光二极体模组。

[0014]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电源供应器更包含一变压器、一电子控制开关、一脉冲宽

度调变器、一比较电路与一光耦合元件。变压器具有一次侧与二次侧，一次侧接收一固定电

压，二次侧电性连接发光二极体模组。电子控制开关电性连接一次侧与接地端。脉冲宽度调

变器电性连接电子控制开关，并控制电子控制开关的开关状态，以利用固定电压储存能量

在一次侧中，并由二次侧转换能量为输出讯号。比较电路电性连接二次侧与讯号操控端，并

接收输出讯号与电源启动讯号，且比较输出讯号与电源启动讯号，以产生一比较结果。光耦

合元件电性连接比较电路与脉冲宽度调变器，脉冲宽度调变器通过光耦合元件接收比较结

果，以据此改变输出讯号，进而藉输出讯号驱动发光二极体模组，且调整发光二极体模组的

亮度。

[0015]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电源供应器更包含一变压器、一电子控制开关、一脉冲宽

度调变器、一比较电路与一光耦合元件。变压器具有一次侧与二次侧，一次侧接收一固定电

压，二次侧电性连接发光二极体模组。电子控制开关电性连接一次侧与接地端。脉冲宽度调

变器电性连接电子控制开关与讯号操控端，并接收电源启动讯号，且藉此控制电子控制开

关的开关状态，以利用固定电压储存能量在一次侧中，并由二次侧转换能量为输出讯号。比

较电路电性连接二次侧与一直流电压端，并接收输出讯号与直流电压端的直流讯号，且比

较输出讯号与直流讯号，以产生一比较结果。光耦合元件电性连接比较电路与脉冲宽度调

变器，脉冲宽度调变器通过光耦合元件接收比较结果，以据此改变输出讯号，进而藉输出讯

号驱动发光二极体模组，且调整发光二极体模组的亮度。

[0016]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电源启动讯号为类比讯号，处理器电性连接一接地端与

电源供应器，处理器通过接地端接收接地电压，以依据驱动讯号与接地电压产生电源启动

讯号。

[0017]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处理器更包含一控制器与一电源启动器。控制器电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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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位址收发器，并接收驱动讯号。电源启动器电性连接接地端与电源供应器，以接收接地电

压，控制器配合接地电压驱动电源启动器产生电源启动讯号。在控制器停止驱动电源启动

器产生电源启动讯号时，控制器触发位址收发器产生回应讯号。

[0018]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电源启动器更包含一放大器、一第一启动电阻、一第二启

动电阻、一启动电容与一第三启动电阻。放大器具有一负输入端、一正输入端与一输出端，

输出端电性连接电源供应器。第一启动电阻电性连接于输出端与负输入端之间。第二启动

电阻电性连接于负输入端与接地端之间，放大器通过第二启动电阻接收接地电压。启动电

容电性连接于接地端与正输入端之间。第三启动电阻电性连接于正输入端与控制器之间，

控制器利用第一启动电阻、第二启动电阻、启动电容与第三启动电阻配合接地电压驱动放

大器于输出端产生电源启动讯号。在控制器停止驱动放大器产生电源启动讯号时，控制器

触发位址收发器产生回应讯号。

[0019]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电源供应器更包含一变压器、一电子控制开关、一脉冲宽

度调变器、一比较电路与一光耦合元件。变压器具有一次侧与二次侧，一次侧接收一固定电

压，二次侧电性连接发光二极体模组。电子控制开关电性连接一次侧与接地端。脉冲宽度调

变器电性连接电子控制开关，并控制电子控制开关的开关状态，以利用固定电压储存能量

在一次侧中，并由二次侧转换能量为输出讯号。比较电路电性连接二次侧与电源启动器，并

接收输出讯号与电源启动讯号，且比较输出讯号与电源启动讯号，以产生一比较结果。光耦

合元件电性连接比较电路与脉冲宽度调变器，脉冲宽度调变器通过光耦合元件接收比较结

果，以据此改变输出讯号，进而藉输出讯号驱动发光二极体模组，且调整发光二极体模组的

亮度。

[0020]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电源供应器更包含一变压器、一电子控制开关、一脉冲宽

度调变器、一比较电路与一光耦合元件。变压器具有一次侧与二次侧，一次侧接收一固定电

压，二次侧电性连接发光二极体模组。电子控制开关电性连接一次侧与接地端。脉冲宽度调

变器电性连接电子控制开关与电源启动器，并接收电源启动讯号，且藉此控制电子控制开

关的开关状态，以利用固定电压储存能量在一次侧中，并由二次侧转换能量为输出讯号。比

较电路电性连接二次侧与一直流电压端，并接收输出讯号与直流电压端的直流讯号，且比

较输出讯号与直流讯号，以产生一比较结果。光耦合元件电性连接比较电路与脉冲宽度调

变器，脉冲宽度调变器通过光耦合元件接收比较结果，以据此改变输出讯号，进而藉输出讯

号驱动发光二极体模组，且调整发光二极体模组的亮度。

[0021]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更包含一第一印刷电路板与一第二

印刷电路板。第一印刷电路板具有相异二表面，位址收发器与处理器设于二表面的其中一

者，二表面的另一者设有一第一连接埠，位址收发器通过第一印刷电路板电性连接处理器。

第二印刷电路板上设有电源供应器、一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与一第二连接埠，

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靠近第二印刷电路板的边缘，第二连接埠远离第二印刷电

路板的边缘，第一连接埠电性连接第二连接埠，以通过第一印刷电路板与第二印刷电路板

电性连接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与位址收发器，且电源供应器通过第一印刷电路

板、第二印刷电路板、第一连接埠与第二连接埠电性连接处理器，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

连接埠与第二印刷电路板之间呈断路状态。

[0022]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第一印刷电路板的面积小于第二印刷电路板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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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的第一实施例的电路方块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的第二实施例的结构分解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的第三实施例的电路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的第四实施例的电路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的第五实施例的电路示意图。

[0028] 图6为本发明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的第六实施例的电路示意图。

[0029] 以下为附图标记：

[0030] 10 位址收发器

[0031] 12 处理器

[0032] 13 讯号操控端

[0033] 14 电源供应器

[0034] 16  主控装置

[0035] 18 发光二极体模组

[0036] 20  第一印刷电路板

[0037] 22  第二印刷电路板

[0038] 24  第一连接埠

[0039] 26  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

[0040] 28  第二连接埠

[0041] 32  控制器

[0042] 34 电子开关

[0043] 36  第一电阻

[0044] 38  第二电阻

[0045] 40  变压器

[0046] 42 电子控制开关

[0047] 44 脉冲宽度调变器

[0048] 46 比较电路

[0049] 48 光耦合元件

[0050] 49 直流电压端

[0051] 50 电源启动器

[0052] 52 放大器

[0053] 54  第一启动电阻

[0054] 56  第二启动电阻

[0055] 58  启动电容

[0056] 60  第三启动电阻

具体实施方式

[005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8] 以下请参阅图1，以介绍本发明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的第一实施例，其系包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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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址收发器10、一处理器12与至少一电源供应器14，其中位址收发器10电性连接一主控装

置16，电源供应器14电性连接至少一发光二极体模组18。位址收发器10存有一通讯位址，主

控装置16产生载有驱动位址的一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KNX)讯号K。位址收发器10接收

此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讯号K，在驱动位址对应通讯位址时，位址收发器10产生一驱动

讯号D。处理器12电性连接位址收发器10，并接收驱动讯号D，以据此产生一电源启动讯号P，

电源启动讯号P可为脉冲宽度调变讯号或类比讯号。在第一实施例中，电源供应器14与发光

二极体模组18的数量分别以一为例。电源供应器14电性连接处理器12与发光二极体模组

18，并接收电源启动讯号P，以藉此驱动发光二极体模组18。因此，本发明能直接使用智慧型

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讯号来驱动发光二极体模组18，而不需要先转换成其他不同的通讯协定

后，例如数位可定址照明介面(DALI)协定，再驱动发光二极体模组18，以降低灯光控制管理

成本。此外，在处理器12停止产生电源启动讯号P时，处理器12触发位址收发器10产生载有

通讯位址的回应讯号R，并将其传送给主控装置16，以通知主控装置16处理器12出现问题

了。

[0059] 由于本发明亦可将位址收发器10、处理器12与电源供应器14全部整合在一起，故

使用本发明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时，不需要再外接任何的通讯协定转换器，可以直接使

用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KNX)讯号K来驱动发光二极体模组18，进而降低安装转换器的

成本。请同时参阅图1与图2，以下介绍本发明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的第二实施例，其与第

一实施例差别在于第二实施例更包含一第一印刷电路板20与一第二印刷电路板22。第一印

刷电路板20具有相异二表面，位址收发器10与处理器12设于第一印刷电路板20的二表面的

其中一者，第一印刷电路板20的二表面的另一者设有一第一连接埠24，位址收发器10通过

第一印刷电路板20电性连接处理器12。第二印刷电路板22上设有电源供应器14、一智慧型

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26与一第二连接埠28。由于电源供应器14的元件体积较大，故第

一印刷电路板20的面积小于第二印刷电路板22的面积，使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

26安装在第二印刷电路板22上，而不是第一印刷电路板20。如此一来，若位址收发器10与处

理器12坏了，也不用连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26一起更换，以避免浪费元件成本。

为了方便接收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讯号K，同时缩小整个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所占的

面积，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26靠近第二印刷电路板22的边缘，第二连接埠28远

离第二印刷电路板22的边缘。第一连接埠24电性连接第二连接埠28，以通过第一印刷电路

板20与第二印刷电路板22电性连接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26与位址收发器10，且

电源供应器14通过第一印刷电路板20、第二印刷电路板22、第一连接埠24与第二连接埠28

电性连接处理器12。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连接埠26与第二印刷电路板22之间呈断路状

态。第二实施例的运作方式与第一实施例相同，于此不再赘述。

[0060] 以下请参阅图3，以介绍本发明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的第三实施例，其与第一实

施例差别在于处理器12与电源供应器14的内部组成，且电源启动讯号P为脉冲宽度调变讯

号，又电源供应器14与发光二极体模组18的数量分别以多个为例，所有电源供应器14分别

电性连接所有发光二极体模组18。

[0061] 处理器12电性连接一接地端与一讯号操控端13，讯号操控端13电性连接电源供应

器14，处理器12通过接地端接收接地电压，并通过讯号操控端13接收高电压H，以依据驱动

讯号D、接地电压与高电压H在讯号操控端13产生电源启动讯号P。处理器12更包含一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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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一电子开关34、一第一电阻36与一第二电阻38。控制器32电性连接位址收发器10，并接

收驱动讯号D。电子开关34电性连接讯号操控端13与接地端之间，以接收接地电压与高电压

H。电子开关34的控制端电性连接控制器32，控制器32配合高电压H与接地电压以利用驱动

讯号D控制电子开关34的开关状态，进而在讯号操控端13产生电源启动讯号P。在控制器32

停止控制电子开关34的开关状态时，控制器32触发位址收发器10产生回应讯号R。具体而

言，电子开关34为N通道金氧半场效电晶体，其闸极作为控制端，N通道金氧半场效电晶体的

源极电性连接接地端，N通道金氧半场效电晶体的汲极电性连接讯号操控端13。第一电阻36

电性连接于控制器32与N通道金氧半场效电晶体的闸极之间，第二电阻38电性连接N通道金

氧半场效电晶体的闸极与源极之间。

[0062] 每一电源供应器14更包含一变压器40、一电子控制开关42、一脉冲宽度调变器44、

一比较电路46与一光耦合元件48。变压器40具有一次侧与二次侧，一次侧接收一固定电压

F，二次侧电性连接对应的发光二极体模组18。电子控制开关42电性连接变压器40的一次侧

与接地端。脉冲宽度调变器44电性连接电子控制开关42，并控制电子控制开关42的开关状

态，以利用固定电压F储存能量在一次侧中，并由二次侧转换能量为输出讯号O，其中此输出

讯号O可为输出电压或输出电流。比较电路46电性连接二次侧与讯号操控端13，并接收输出

讯号O与电源启动讯号P，且比较输出讯号O与电源启动讯号P，以产生一比较结果T。若输出

讯号O为输出电流，则比较电路46可先将输出电流利用电阻转换为对应电压，再比较对应电

压与电源启动讯号P，以产生比较结果T。光耦合元件48电性连接比较电路46与脉冲宽度调

变器44，脉冲宽度调变器44通过光耦合元件48接收比较结果T，以据此改变输出讯号O，进而

藉输出讯号O驱动对应的发光二极体模组18，且调整对应的发光二极体模组18的亮度。本发

明能利用位址收发器10与处理器12直接使用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讯号来通过电源供

应器14驱动发光二极体模组18，而不需要先转换成其他不同的通讯协定后，例如数位可定

址照明介面(DALI)协定，再驱动发光二极体模组18，以降低灯光控制管理成本。

[0063] 以下介绍本发明的第三实施例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的运作过程。首先，位址收

发器10接收此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讯号K，在驱动位址对应通讯位址时，位址收发器10

产生驱动讯号D。控制器32接收驱动讯号D，并配合高电压H与接地电压以利用驱动讯号D控

制电子开关34的开关状态，进而在讯号操控端13产生电源启动讯号P。同时，变压器40的一

次侧接收固定电压F，脉冲宽度调变器44控制电子控制开关42的开关状态，以利用固定电压

F储存能量在一次侧中，并由二次侧转换能量为输出讯号O。接着，比较电路46接收输出讯号

O与电源启动讯号P，且比较输出讯号O与电源启动讯号P，以产生比较结果T，并将其通过光

耦合元件48传送给脉冲宽度调变器44。脉冲宽度调变器44根据比较结果T，改变输出讯号O，

进而藉输出讯号O再次驱动对应的发光二极体模组18，且调整对应的发光二极体模组18的

亮度。

[0064] 以下请参阅图4，以介绍本发明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的第四实施例，其与第三实

施例差别在于电源供应器14的内部组成。在第四实施例中，讯号操控端13电性连接脉冲宽

度调变器44，脉冲宽度调变器44接收电源启动讯号P，且藉此控制电子控制开关42的开关状

态，以利用固定电压F储存能量在一次侧中，并由二次侧转换能量为输出讯号O。此外，比较

电路46电性连接一直流电压端49，以取代讯号操控端。比较电路46接收输出讯号O与直流电

压端49的直流讯号DV，且比较输出讯号O与直流讯号DV，以产生比较结果T。第四实施例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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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技术特征与第三实施例相同，于此不再赘述。

[0065] 以下请参阅图5，以介绍本发明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的第五实施例，其与第一实

施例差别在于处理器12与电源供应器14的内部组成，且电源启动讯号P为类比讯号，又电源

供应器14与发光二极体模组18的数量分别以多个为例，所有电源供应器14分别电性连接所

有发光二极体模组18。

[0066] 处理器12电性连接一接地端与至少一电源供应器14。在第五实施例中，电源供应

器14亦以多个为例。处理器12通过接地端接收接地电压，以依据驱动讯号D与接地电压产生

电源启动讯号P。处理器12更包含一控制器32与一电源启动器50。控制器32电性连接位址收

发器10与电源启动器50，并接收驱动讯号D。电源启动器50电性连接所有电源供应器14与接

地端，以接收接地电压。控制器32配合接地电压驱动电源启动器50产生电源启动讯号P。电

源供应器14接收电源启动讯号P，以藉此分别驱动所有发光二极体模组18。在控制器32停止

驱动电源启动器50产生电源启动讯号P时，控制器32触发位址收发器10产生回应讯号R。

[0067] 电源启动器50更包含一放大器52、一第一启动电阻54、一第二启动电阻56、一启动

电容58与一第三启动电阻60。放大器52具有一负输入端、一正输入端与一输出端，输出端电

性连接电源供应器14。第一启动电阻54电性连接于放大器52的输出端与负输入端之间。第

二启动电阻56电性连接于放大器52的负输入端与接地端之间，放大器52通过第二启动电阻

56接收接地电压。启动电容58电性连接于接地端与放大器52的正输入端之间。第三启动电

阻60电性连接于放大器52的正输入端与控制器32之间，控制器32利用第一启动电阻54、第

二启动电阻56、启动电容58与第三启动电阻60配合接地电压驱动放大器52于放大器52的输

出端产生电源启动讯号P。在控制器32停止驱动放大器52产生电源启动讯号P时，控制器32

触发位址收发器10产生回应讯号R。

[0068] 每一电源供应器14更包含一变压器40、一电子控制开关42、一脉冲宽度调变器44、

一比较电路46与一光耦合元件48。变压器40具有一次侧与二次侧，一次侧接收一固定电压

F，二次侧电性连接对应的发光二极体模组18。电子控制开关42电性连接变压器40的一次侧

与接地端。脉冲宽度调变器44电性连接电子控制开关42，并控制电子控制开关42的开关状

态，以利用固定电压F储存能量在一次侧中，并由二次侧转换能量为输出讯号O，其中此输出

讯号O可为输出电压或输出电流。比较电路46电性连接二次侧与电源启动器50的放大器52

的输出端，并接收输出讯号O与电源启动讯号P，且比较输出讯号O与电源启动讯号P，以产生

一比较结果T。若输出讯号O为输出电流，则比较电路46可先将输出电流利用电阻转换为对

应电压，再比较对应电压与电源启动讯号P，以产生比较结果T。光耦合元件48电性连接比较

电路46与脉冲宽度调变器44，脉冲宽度调变器44通过光耦合元件48接收比较结果T，以据此

改变输出讯号O，进而藉输出讯号O驱动对应的发光二极体模组18，且调整发光二极体模组

18的亮度。与第三实施例相同，第五实施例也能达到相同的目的。

[0069] 以下请参阅图6，以介绍本发明的发光二极体驱动装置的第六实施例，其与第五实

施例差别在于电源供应器14的内部组成。在第六实施例中，电源启动器50的放大器52的输

出端并未电性连接比较电路46，电源启动器50的放大器52的输出端电性连接脉冲宽度调变

器。脉冲宽度调变器44接收电源启动讯号P，且藉此控制电子控制开关42的开关状态，以利

用固定电压F储存能量在一次侧中，并由二次侧转换能量为输出讯号O。此外，比较电路46电

性连接一直流电压端49。比较电路46接收输出讯号O与直流电压端49的直流讯号DV，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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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讯号O与直流讯号DV，以产生比较结果T。第六实施例的其余技术特征与第五实施例相

同，于此不再赘述。

[0070] 综上所述，本发明能直接使用智慧型节能建筑通讯协定讯号来驱动发光二极体模

组，而不需要先转换成其他不同的通讯协定后，再驱动发光二极体模组，以降低灯光控制管

理成本。

[007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一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来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故举

凡依本发明权利要求所述的形状、构造、特征及精神所为的均等变化与修饰，均应包括于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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