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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

数字控制方法。数字控制器通过采集PFC电路输

出电压和LED负载电流并进行加权反馈实现高功

率因数和恒流输出，通过采集整流电路输出电

压、LED负载功率确定半桥谐振电路开关管所需

的驱动信号的时序及占空比大小，当PFC输出电

压瞬时值增大时，开关管的工作占空比增加，当

PFC电路输出电压瞬时值降低时，开关管的工作

占空比减小，使半桥谐振电路开关管的工作占空

比能够自动跟随PFC输出电压的瞬时值变化，从

而有效地抑制了PFC电路输出电压的低频纹波，

减小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的容量，可以使用

薄膜电容替代电解电容，实现无电解电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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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数字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提供一无电解电容LED

驱动电源，包括整流电路、PFC电路、半桥谐振电路、两路LED均流电路、控制电路；所述半桥

谐振电路包括开关管S1、S2，电感L1、L2，电容C1、C2和变压器T1，两路LED均流电路包括均流

电容C3，二极管D1、D2，电容C10、C20和LED负载LED1、LED2；整流电路输入端与交流电源连

接，整流电路输出端与PFC电路输入端连接，PFC电路的第一输出端与S1的一端连接，PFC的

第二输出端与S2的一端、C2的一端、T1原边的一端连接，S1的另一端与S2的另一端相连接并

经C1、L1与L2的一端、C2的另一端连接，L2的另一端与T1原边的另一端连接，T1副边的一端

经C3与D1的阳极、D2的阴极连接，T1副边的另一端与C20的一端、LED2的正极、C10的一端、

LED1的负极连接，D1的阴极与C10的另一端、LED1的正极连接，D2的阳极与C20的另一端、

LED2的负极连接；所述方法实现方式为：控制电路通过采集整流电路输出电压、PFC电路输

出电压、LED负载电流、LED负载电压产生PFC电路所需的控制信号，以及使半桥谐振电路开

关管S1、S2的工作占空比能够自动跟随PFC电路输出电压的瞬时值变化，从而抑制PFC电路

输出电压的低频纹波，减小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的容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数字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电路包括数字控制器及与该数字控制器连接的PFC电路驱动电路和半桥谐振电路

驱动电路；数字控制器通过软件编程产生所需要的PFC电路驱动信号和半桥谐振电路驱动

信号，其中PFC电路驱动信号是通过采集PFC电路输出电压和LED负载电流并将它们进行加

权反馈产生的；半桥谐振电路驱动信号是通过采集整流电路输出电压、LED负载功率并根据

所提的控制方法产生的，该驱动信号的占空比能够自动跟随PFC电路输出电压的瞬时值变

化，从而抑制PFC电路输出电压的低频纹波，减小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的容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数字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该方法利用半桥谐振电路的恒流特性，即当半桥谐振电路工作在恒流谐振频率时，输出

电流：

i0＝kc×vPFC×sin(D×π)

其中，vPFC为PFC电路输出电压瞬时值，D为S1的工作占空比，kc为仅与恒流谐振参数有关

的系数，即当半桥谐振电路谐振参数一定时，输出电流仅与PFC电路输出电压和半桥谐振电

路开关管的工作占空比D有关；当PFC输出电压瞬时值增大时，半桥谐振电路上开关管的工

作占空比增加，输出电流瞬时值i0＝kc×vPFC×sin(D×π)增加；当PFC输出电压瞬时值降低

时，半桥谐振电路开关管的工作占空比减小，输出电流瞬时值减小，从而解决了LED驱动电

源输入输出瞬时功率不平衡的问题，有效地抑制PFC电路输出电压的低频纹波，减小PFC电

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的容量。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数字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控制电路通过采集整流电路输出电压、LED负载功率确定S1和S2所需的的驱动信号的时序

及占空比大小，以整流电路输出电压过零点为起始点，控制半桥谐振电路的占空比以

规律变化，其中kd为占空比系数，Dmin为额定负

载时S1的最小工作占空比；当 时，D＝kd×Dmin；当 时，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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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D＝0.5kd；也即从整流电路输出电压过零点起，S1的工作占空比按正弦规律从

Dmin增加到最大值0.5，再减小到Dmin为止，完成一个工作周期，该工作周期为输入交流电源

工频周期的一半；开关管S2与S1互补导通，两者均以正弦规律变化。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数字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kd的选取由PFC电路输出电压和负载功率而定，当负载功率增加时，占空比系数kd越大，

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电压减小；当负载功率减小时，占空比系数kd越小，PFC电路输出端

储能电容电压增加。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数字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Dmin的选取由LED负载电压、PFC电路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及LED负载电流的峰

均比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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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数字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数字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LED技术发展迅速，它因其节能，长寿命和光效高等优点深受大众喜爱，成

为新一代照明光源。由于LED驱动电源需要电解电容平衡输入与输出功率，而电解电容的寿

命随温度升高而急剧下降，不能充分发挥LED灯长寿命的优点。因此发展与LED光源相匹配

的具有高可靠性、高功率因数和长寿命的LED驱动电源必不可少。

[0003] 针对大功率应用场合，LED驱动电源的性能要求通常采用两级结构，第一级功率因

数校正电路通常采用Boost电路，驱动电路简单，PF值高，总谐波失真小，效率高。第二级DC/

DC变换器通常采用半桥谐振变换器，实现电能的转换和恒流的控制，可以工作在更高的频

率范围，同时又可以实现软开关。对于具有高功率因数的LED驱动电源，交流输入电压和电

流相位相同，输入瞬时功率中含有两倍工频脉动，而输出功率为恒定值，其大小与输入功率

平均值相等。为了平衡交流输入功率和直流输出功率之间的脉动功率，通常在第一级功率

因数校正电路输出侧并联一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该电容一般采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

寿命往往只有1万小时左右，与LED  8～10万小时的的寿命极不匹配，而且电解电容的寿命

受环境温度影响极大，温度每升高10度，其使用寿命大约减少一半，因此电解电容成为影响

LED驱动电源寿命的主要因素，并且电解电容体积较大，限制了驱动电源功率密度进一步提

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数字控制方法，能够有效

地抑制了PFC电路输出电压的低频纹波，减小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的容量，可以使用薄

膜电容替代电解电容，实现无电解电容化。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数字控制

方法，提供一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包括整流电路、PFC电路、半桥谐振电路、两路LED均

流电路、控制电路；所述半桥谐振电路包括开关管S1、S2，电感L1、L2，电容C1、C2和变压器

T1，两路LED均流电路包括均流电容C3，二极管D1、D2，电容C10、C20和LED负载LED1、LED2；整

流电路输入端与交流电源连接，整流电路输出端与PFC电路输入端连接，PFC电路的第一输

出端与S1的一端连接，PFC的第二输出端与S2的一端、C2的一端、T1原边的一端连接，S1的另

一端与S2的另一端相连接并经C1、L1与L2的一端、C2的另一端连接，L2的另一端与T1原边的

另一端连接，T1副边的一端经C3与D1的阳极、D2的阴极连接，T1副边的另一端与C20的一端、

LED2的正极、C10的一端、LED1的负极连接，D1的阴极与C10的另一端、LED1的正极连接，D2的

阳极与C20的另一端、LED2的负极连接；所述方法实现方式为：控制电路通过采集整流电路

输出电压、PFC电路输出电压、LED负载电流、LED负载电压产生PFC电路所需的控制信号，并

使半桥谐振电路开关管S1、S2的工作占空比能够自动跟随PFC电路输出电压的瞬时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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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抑制PFC电路输出电压的低频纹波，减小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的容量。

[0006]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控制电路包括数字控制器及与该数字控制器连接的

PFC电路驱动电路和半桥谐振电路驱动电路；数字控制器通过软件编程产生所需要的PFC电

路驱动信号和半桥谐振电路驱动信号，其中PFC电路驱动信号是通过采集PFC电路输出电压

和LED负载电流并将它们进行加权反馈产生的；半桥谐振电路驱动信号是通过采集整流电

路输出电压、LED负载功率并根据所提的控制方法产生的，该驱动信号的占空比能够自动跟

随PFC电路输出电压的瞬时值变化，从而抑制PFC电路输出电压的低频纹波，减小PFC电路输

出端储能电容的容量。

[0007]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该方法利用半桥谐振电路的恒流特性，即当半桥谐振电路

工作在恒流谐振频率时，输出电流：

[0008] i0＝kc×vPFC×sin(D×π)

[0009] 其中，vPFC为PFC电路输出电压瞬时值，D为S1的工作占空比，kc为仅与恒流谐振参

数有关的系数，即当半桥谐振电路谐振参数一定时，输出电流仅与PFC电路输出电压和半桥

谐振电路开关管的工作占空比D有关；当PFC输出电压瞬时值增大时，半桥谐振电路上开关

管的工作占空比增加，输出电流瞬时值i0＝kc×vPFC×sin(D×π)增加；当PFC输出电压瞬时

值降低时，半桥谐振电路开关管的工作占空比减小，输出电流瞬时值减小，从而解决了LED

驱动电源输入输出瞬时功率不平衡的问题，有效地抑制PFC电路输出电压的低频纹波，减小

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的容量。

[0010]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控制电路通过采集整流电路输出电压、LED负载功率确定S1

和S2所需的的驱动信号的时序及占空比大小，以整流电路输出电压过零点为起始点，控制

半桥谐振电路的占空比以 规律变化，其中kd为

占空比系数，Dmin为额定负载时S1的最小工作占空比；当 时，D＝kd×Dmin；当

时， 当 时，D＝0.5kd；也即从整流电路输出电压过零点起，S1的工

作占空比按正弦规律从Dmin增加到最大值0.5，再减小到Dmin为止，完成一个工作周期，该工

作周期为输入交流电源工频周期的一半；开关管S2与S1互补导通，两者均以正弦规律变化。

[0011]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kd的选取由PFC电路输出电压和负载功率而定，当负载

功率增加时，占空比系数kd越大，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电压减小；当负载功率减小时，占

空比系数kd越小，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电压增加。

[0012]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Dmin的选取由LED负载电压、PFC电路输出电压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以及LED负载电流的峰均比确定。

[0013]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有效地抑制了PFC电路输出电

压的低频纹波，减小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的容量，可以使用薄膜电容替代电解电容，实

现无电解电容化。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及控制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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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2为本发明半桥LCL谐振网络等效电路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主要工作波形。

[0017] 图4为本发明半桥谐振电路开关管驱动信号占空比工作波形。

[0018] 图5为Dmin＝0.1，kd＝1时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主要仿真波形。

[0019] 图6为Dmin＝0.2，kd＝1时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主要仿真波形。

[0020] 图7为Dmin＝0.2，kd＝0.8时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主要仿真。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具体说明。

[002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数字控制方法，提供一无电解电容

LED驱动电源，包括整流电路、PFC电路、半桥谐振电路、两路LED均流电路、控制电路；所述半

桥谐振电路包括开关管S1、S2，电感L1、L2，电容C1、C2和变压器T1，两路LED均流电路包括均

流电容C3，二极管D1、D2，电容C10、C20和LED负载LED1、LED2；整流电路输入端与交流电源连

接，整流电路输出端与PFC电路输入端连接，PFC电路的第一输出端与S1的一端连接，PFC的

第二输出端与S2的一端、C2的一端、T1原边的一端连接，S1的另一端与S2的另一端相连接并

经C1、L1与L2的一端、C2的另一端连接，L2的另一端与T1原边的另一端连接，T1副边的一端

经C3与D1的阳极、D2的阴极连接，T1副边的另一端与C20的一端、LED2的正极、C10的一端、

LED1的负极连接，D1的阴极与C10的另一端、LED1的正极连接，D2的阳极与C20的另一端、

LED2的负极连接；控制电路通过采集整流电路输出电压、PFC电路输出电压、LED负载电流、

LED负载电压产生PFC电路所需的控制信号，并使半桥谐振电路开关管S1、S2的工作占空比

能够自动跟随PFC电路输出电压的瞬时值变化，从而抑制PFC电路输出电压的低频纹波，减

小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的容量。

[0023] 本发明一种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数字控制方法，利用半桥谐振电路的恒流

特性，即当半桥谐振电路工作在恒流谐振频率时，输出电流：

[0024] i0＝kc×vPFC×sin(D×π)

[0025] 其中，vPFC为PFC电路输出电压瞬时值，D为S1的工作占空比，kc为仅与恒流谐振参

数有关的系数，即当半桥谐振电路谐振参数一定时，输出电流仅与PFC电路输出电压和半桥

谐振电路开关管的工作占空比D有关；当PFC输出电压瞬时值增大时，半桥谐振电路上开关

管的工作占空比增加，输出电流瞬时值i0＝kc×vPFC×sin(D×π)增加；当PFC输出电压瞬时

值降低时，半桥谐振电路开关管的工作占空比减小，输出电流瞬时值减小，从而解决了LED

驱动电源输入输出瞬时功率不平衡的问题，有效地抑制PFC电路输出电压的低频纹波，减小

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的容量。

[0026] 以下为本发明的具体实现过程。

[002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两级式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及其控制原理图。PFC电路采

用Boost变换器；半桥谐振电路由开关管S1、S2，电感L1、L2，电容C1、C2和变压器T1组成，半

桥谐振电路工作在LCL谐振网络的恒流频率处。LED负载由两路均流电路驱动，一路由D1、

C10和LED1组成，另一路由D2、C20和LED2组成，C3为两路LED负载的均流电容。

[0028] 图2为半桥LCL谐振网络等效电路图，输入电压为一占空比为D的方波信号，幅值为

Vin，工作频率为f，Req为LED负载折算到变压器原边的等效电阻。假设变压器励磁电感Lm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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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大，忽略其对负载电流的影响。根据基波分析法可得输入电压的基波分量幅值为

由交流分析法推导可得：当半桥工作频率等于电感L1和C2的谐振频

率，即 时，负载电流 kc为仅与

半桥LCL谐振网络参数有关的常数，即当谐振参数一定时，输出电流仅与半桥LCL谐振网络

的输入电压Vin(即PFC电路的输出电压vPFC)有关，与负载电阻无关。因此当半桥LCL谐振网络

的输入电压一定时，半桥LCL谐振网络可以实现恒流输出，谐振网络输入电压越高，负载电

流越大，反之，负载电流越小。本发明正是利用半桥LCL谐振网络输出电流与负载无关而随

PFC输出电压变化的特性，通过输出电流与PFC输出电压的加权反馈，实现了输入瞬时功率

与输出功率的平衡以及对LED负载的恒流控制。

[0029] 从图3可以看出，以交流输入电压vac过零点为起始点，当 时，PFC电路输出电

压处在最小值，当 时，PFC电路输出电压处在最大值。为尽可能抑制PFC电路输出电

压的纹波大小，PFC电路输出电压瞬时值越大，半桥谐振电路开关管的工作占空比越大；PFC

电路输出电压瞬时值越小，半桥谐振电路开关管的工作占空比越小。因此半桥谐振电路开

关管的最小工作占空比Dmin选取在整流电路输出电压过零后的 (即 )的位置，最大工作

占空比Dmax设在整流电路输出电压过零后的 (即 )的位置，由于半桥谐振电路开关管

的工作占空比为0.5时的输出功率最大，因此取Dmax＝0.5。由于整流电路输出电压与交流输

入电压同相，因此以整流电路输出电压过零点为起始点，控制半桥恒流谐振电路的占空比

以 规律变化，其中kd为占空比系数(额定负载

时kd＝1)，Dmin为额定负载时半桥谐振电路上管S1的最小占空比。当 时，D＝kd×Dmin；

当 时， 当 时，D＝0.5kd；也即从起整流电路输出电压过零

点起，半桥谐振电路的上管S1的占空比按正弦规律从Dmin增加到最大值0.5，再减小到Dmin为

止，完成一个工作周期，该工作周期为输入交流电源工频周期的一半；开关管S2与S1互补导

通，两者均以正弦规律变化；占空比系数kd与负载功率和PFC电路输出电压有关，当负载功

率增加时，占空比系数kd越大，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电压减小；当负载功率减小时，占空

比系数kd越小，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电压增加。最小占空比Dmin的选取由LED负载电压、

PFC电路输出电压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及LED负载电流的峰均比确定；

[0030] 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的控制电路采用数字控制。PFC电路采用恒频DCM工作模

式实现功率因数校正功能，数字控制器通过检测PFC输出电压和LED负载电流，并将它们进

行加权反馈产生BOOST变换器开关管的驱动信号，实现高功率因数，并通过调节PFC电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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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电压实现对LED负载的恒流控制。

[0031] 半桥谐振电路采用恒频PWM控制，工作频率设在恒流谐振频率处。数字控制器通过

采集整流电路输出电压、LED负载功率确定半桥谐振电路开关管S1和S2所需的的驱动信号

的时序及占空比大小。如图4所示，当PFC输出电压瞬时值增大时，开关管的工作占空比增

加；当PFC输出电压瞬时值降低时，开关管的工作占空比减小，使半桥谐振电路开关管的工

作占空比能够自动跟随PFC输出电压的瞬时值变化，从而有效地抑制了PFC电路输出电压的

低频纹波，减小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的容量。

[0032] 本发明采用PFC输出电压与LED负载电流加权反馈的闭环控制方法，使LED负载电

流保持恒定，具有恒流精度高的优点。半桥谐振电路采用恒频控制，控制简单、便于变压器、

电感等的优化设计。

[0033] 为验证控制方案的可行性，对本发明所提的电路及控制策略进行了仿真。仿真参

数如下：交流输入电压为220V,负载电流为2A，输出电压为70V，PFC电路输出端储能电容采

用10uF的薄膜电容。仿真结果如下：图5为Dmin＝0.1，kd＝1时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主要

仿真波形图，图6为Dmin＝0.2，kd＝1时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主要仿真波形图，图7为本发

明Dmin＝0.2，kd＝0.8时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主要仿真波形图。可以看出，PFC电路输出

端储能电容采用10uF的薄膜电容，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在Dmin＝0.1，kd＝1和Dmin＝0.2，

kd＝1时均能够正常工作，输出电流恒定在2A左右，交流输入电流可以跟踪交流正弦输入电

压变化，而且PFC电路输出电压的纹波均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既可满足PFC电路输出电压

始终高于交流输入电压以实现高功率因数，又可抑制PFC电路输出电压峰值以减小储能电

容和开关管的电压应力。无电解电容LED驱动电源在Dmin＝0.2，kd＝0.8时PFC电路输出电压

峰值接近500V，因此在Dmin一定时，kd越小，传递到负载的功率越小，PFC输出电压纹波越大。

比较图5和图6还可以看出，在相同kd值下，最小占空比Dmin取值越小，PFC电路输出电压纹波

也越小，输出电流纹波越大，电流峰均比增加。

[0034] 以上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技术方案所作的改变，所产生的功能作

用未超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时，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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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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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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