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054551.5

(22)申请日 2016.01.2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01776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8.04

(73)专利权人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

技园北区新西路9号

    专利权人 深圳市大族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周云渠　崔存华　罗诚　高云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世联合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4385

代理人 汪琳琳

(51)Int.Cl.

H02M 1/1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768997 A,2006.05.10,

CN 103252314 A,2013.08.21,

CN 103567134 A,2014.02.12,

CN 104043577 A,2014.09.17,

CN 101372066 A,2009.02.25,

审查员 刘侠

 

(54)发明名称

一种小功率焊线机换能器的控制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小功率焊线机换能器的

控制系统，其功率输出前级电路的FPGA根据主机

的指令信息，分别输出控制信号到DDS和DAC，以

及模拟开关；DDS和DAC分别将其合成频率信号和

幅值信号；模拟开关选择相应的放大系数来实现

功率的档位调节；放大与滤波模块进行放大、滤

波后，输出给叠加器进行叠加后得到超声频率小

信号；二阶带通滤波模块进行二阶滤波，滤除带

通外的高频、低频干扰信号；高精度组合功放模

块进行放大后，得到一个满足换能器功率要求的

超声频信号；变压器将所述超声频信号进行匹配

后，高效率地施加到换能器上，从而激发换能器

振动，换能器将产生的电压/电流信号输出给功

率输出后级电路。本发明适用于小功率焊线机的

换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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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功率焊线机换能器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功率输出前级电路和功率

输出后级电路；

所述功率输出前级电路包括FPGA、DAC、DDS、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前级模拟开关、叠加

器、二阶带通滤波模块、高精度组合功效模块和变压器；

所述FPGA根据主机的指令信息，分别输出控制信号到DDS和DAC，以及前级模拟开关；

所述DDS根据接收到的控制信号，将其合成频率信号，并输出给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

DAC根据接收到的控制信号，将其转换成幅值信号，并输出给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

所述前级模拟开关根据接收到的控制信号，选择相应的放大系数来实现功率的档位调

节，并将所述放大系数输出给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

所述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将所述频率信号、幅值信号和放大系数进行放大、滤波后，输

出给叠加器进行叠加后，得到超声频率小信号；

所述二阶带通滤波模块将所述超声频率小信号进行二阶滤波，滤除带通外的高频、低

频干扰信号，并将二阶滤波后的信号输出给高精度组合功放模块；

所述高精度组合功放模块将所述二阶滤波后的信号进行放大后，得到一个满足换能器

功率要求的幅值且无失真的超声频信号；

所述变压器将所述超声频信号进行匹配后，高效率地施加到换能器上，从而激发换能

器振动，换能器将产生的电压/电流信号输出给功率输出后级电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功率焊线机换能器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功率输出

后级电路包括电压/电流检测模块、后级放大与滤波模块、求有效值模块、滤波模块、ADC转

换模块、后级模拟开关、过零比较模块、鉴相模块；

所述电压/电流检测模块对换能器输出的电压/电流信号进行闭环采样，并将采样得到

的电压/电流小信号输出给后级放大与滤波模块；

所述后级模拟开关根据FPGA的控制指令选择放大系数，并将所述放大系数输出给后级

放大与滤波模块；

所述后级放大与滤波模块根据所述放大系数，将所述电压/电流小信号进行放大与滤

波处理，得到放大滤波后的电压/电流信号；

所述放大滤波后的电压/电流信号分两路，其中一路进入所述求有效值模块进行有效

值转换，得到相应的直流信号；所述滤波模块将所述直流信号进行抗混叠滤波，滤除其中的

高频分量，得到滤波后的电压/电流直流信号；所述ADC转换模块将所述滤波后的电压/电流

直流信号进行转换，并将转换后得到的数字值输出给FPGA，由FPGA计算得到实际输出的电

压、电流、功率和阻抗；

另一路进入滤波与放大模块进行滤波与放大，并将滤波放大后的电压/电流输出给过

零模块；所述过零模块将所述滤波放大后的电压/电流进行过零比较，并将得到的过零比较

信号输出给FPGA；

所述过零比较信号进入FPGA，并由FPGA内部的鉴相模块计算出相位差FPGA根据所述相

位差实时地调整输出频率，从而使换能器工作在谐振频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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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功率焊线机换能器的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控制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特别涉及一种小功率焊线机换能器

的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焊线机换能器的超声波控制精度是提高焊线机整体性能的关键所在，它直接影响

着焊线机的焊线品质和速度。焊线机设备在设计生产过程中会根据实际的需求和成本的考

虑选择不同功率的换能器，(不同功率换能器的阻抗又不一样，比如：5W换能器美国UT的阻

抗一般在20Ω左右；而2.5W小换能器的阻抗各家差异更大通常都大于20Ω)。当原本设备使

用5W换能器换成2.5W时就会有如下问题，第一：随着换能器功率的不同，需要重新设计控制

板卡，使板卡的输出功率满足换能器要求并且不能超过它的额定功率；第二：根据焊接工艺

的要求，每个焊点在焊接过程中换能器并不是满功率输出而是输出三个不同百分比的功

率，(比如：2.5W小换能器输出10％的预备功率、20％的接触功率、40％的键合功率)，因此，

这就要求控制板卡的功率输出更精准。另输出功率越小即相应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也越

小，为保证换能器的有效输出功率，需通过对输出电压电流信号进行采样、过零比较和鉴

相，实现频率的自动跟踪，找到换能器的工作谐振点，因此必须对采样的电压电流小信号进

行有效的滤波、放大提高信号的波形质量和幅值，保证小功率换能器工作时不会出现锁相

异常的问题。综上所述，只要焊线机更换了不同功率的换能器时，就需要重新设计换能器的

控制板卡，这样就增加了设备的成本，延长了设备的交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小功率焊线机换能器

的控制系统，通过一张控制板卡来实现带小功率的换能器，并解决小功率换能器在小信号

工作时易发生锁相异常的问题，而不需要重新设计控制板卡，减少了设备的成本，缩短了设

备的交期。

[0004] 为了解决以上提出的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小功率焊线机换能器的控制系统，包括功率输出前级电路和功率输出后级电

路；

[0006] 所述功率输出前级电路包括FPGA、DAC、DDS、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前级模拟开关、

叠加器、二阶带通滤波模块、高精度组合功效模块和变压器；

[0007] 所述FPGA根据主机的指令信息，分别输出控制信号到DDS和DAC，以及前级模拟开

关；

[0008] 所述DDS根据接收到的控制信号，将其合成频率信号，并输出给前级放大与滤波模

块；DAC根据接收到的控制信号，将其转换成幅值信号，并输出给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

[0009] 所述前级模拟开关根据接收到的控制信号，选择相应的放大系数来实现功率的档

位调节，并将所述放大系数输出给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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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将所述频率信号、幅值信号和放大系数进行放大、滤波

后，输出给叠加器进行叠加后，得到超声频率小信号；

[0011] 所述二阶带通滤波模块将所述超声频率小信号进行二阶滤波，滤除带通外的高

频、低频干扰信号，并将二阶滤波后的信号输出给高精度组合功放模块；

[0012] 所述高精度组合功放模块将所述二阶滤波后的信号进行放大后，得到一个满足换

能器功率要求的幅值且无失真的超声频信号；

[0013] 所述变压器将所述超声频信号进行匹配后，高效率地施加到换能器上，从而激发

换能器振动，换能器将产生的电压/电流信号输出给功率输出后级电路。

[0014] 所述功率输出后级电路包括电压/电流检测模块、后级放大与滤波模块、求有效值

模块、滤波模块、ADC转换模块、后级模拟开关过零比较模块、鉴相模块；

[0015] 所述电压/电流检测模块对换能器输出的电压/电流信号进行闭环采样，并将采样

得到的电压/电流小信号输出给放大与滤波模块；

[0016] 所述后级模拟开关根据FPGA的控制指令选择放大系数，并将所述放大系数输出给

后级放大与滤波模块；

[0017] 所述后级放大与滤波模块根据所述放大系数，将所述电压/电流小信号进行放大

与滤波处理，得到放大滤波后的电压/电流信号；

[0018] 所述放大滤波后的电压/电流信号分两路，其中一路进入所述求有效值模块进行

有效值转换，得到相应的直流信号；所述滤波模块将所述直流信号进行抗混叠滤波，滤除其

中的高频分量，得到滤波后的电压/电流直流信号；所述ADC转换模块将所述滤波后的电压/

电流直流信号进行转换，并将转换后得到的数字值输出给FPGA，由FPGA计算得到实际输出

的电压、电流、功率和阻抗；

[0019] 另一路进入滤波与放大模块进行滤波与放大，并将滤波放大后的电压/电流输出

给过零模块；所述过零模块将所述滤波放大后的电压/电流进行过零比较，并将得到的过零

比较信号输出给FPGA；

[0020] 所述过零比较信号进入FPGA，并由FPGA内部的鉴相模块计算出相位差FPGA根据所

述相位差实时地调整输出频率，从而使换能器工作在谐振频率上。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2] 本发明中通过功率输出前级电路和功率输出后级电路，使得以后每次更换不同功

率换能器时，直接接上去就可以使用，不需要重新设计新的控制板卡，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节

省了设备成本，缩短了设备的交期；此外，本发明还提高了小信号过零比较准确性，进一步

提高了焊线机的焊线品质。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功率输出前级电路的原理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功率输出后级电路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给出了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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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的理解更加透彻

全面。

[0026]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

[0027] 参阅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小功率焊线机换能器的控制系统，包括功率输出

前级电路和功率输出后级电路。

[0028] 控制板卡连接不同功率的换能器，首先控制板卡的上位机对换能器进行超声波校

正得到DAC值与输出功率的对应关系，在实际工作中若要换能器输出某一功率，此时只需

FPGA输出对应的控制信号给DAC。

[0029] 所述功率输出前级电路包括FPGA、DAC、DDS、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前级模拟开关、

叠加器、二阶带通滤波模块、高精度组合功效模块和变压器。

[0030] 所述FPGA通过采用PCI总线接口与主机进行通讯，可提供高达132MB/s的数据传输

速率。由于换能器控制板卡在焊线机工作中需要完成大量的数据实时交互，因此其能满足

系统的数据处理需求。FPGA芯片根据主机的指令信息，分别输出控制信号到DDS和DAC，以及

前级模拟开关。

[0031] 所述DDS(直接数字合成器)根据接收到的控制信号，将其合成频率信号即换能器

的谐振中心频率，并输出给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DAC(数模转换器)根据接收到的控制信

号，将其转换成幅值信号，并输出给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

[0032] 所述前级模拟开关根据接收到的控制信号，选择相应的放大系数来实现功率的档

位调节，以满足不同焊线工艺的需求，并将所述放大系数输出给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

[0033] 由于不同的换能器其谐振中心频率和功率不一样，通过DDS、DAC以及前级模块开

关可以得到需要的谐振中心频率和功率。

[0034] 所述前级放大与滤波模块将所述频率信号、幅值信号和放大系数进行放大、滤波

后，输出给叠加器进行叠加后，得到超声频率小信号。

[0035] 所述二阶带通滤波模块将所述超声频率小信号进行二阶滤波，滤除带通外的高

频、低频干扰信号，从而获得高质量的超声频率小信号，并将二阶滤波后的信号输出给高精

度组合功放模块。

[0036] 所述高精度组合功放模块将所述高质量的超声频率小信号即二阶滤波后的信号

进行放大后，得到一个满足换能器功率要求的幅值且无失真的超声频信号。

[0037] 所述变压器将所述超声频信号进行匹配后，高效率地施加到换能器上，从而激发

换能器振动，换能器将产生的电压/电流信号输出给功率输出后级电路。

[0038] 如附图2所示，所述功率输出后级电路包括电压/电流检测模块、后级放大与滤波

模块、求有效值模块、滤波模块(抗混叠)、ADC转换模块(电压ADCV/电流ADCI转换)、后级模

拟开关(电压/电流增益切换)、过零比较模块(电压/电流过零比较)和鉴相模块。

[0039] 为实现功率的闭环精确控制，所述电压/电流检测模块对换能器输出的电压/电流

信号进行闭环采样，并将采样得到的电压/电流小信号输出给后级放大与滤波模块。

[0040] 所述后级放大与滤波模块将所述电压/电流小信号进行放大与滤波处理，得到放

大滤波后的电压/电流信号。其放大系数通过模拟开关进行相应的增益切换，即后级模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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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根据FPGA的控制指令选择放大系数，并将所述放大系数输出给后级放大与滤波模块，以

保证电压/电流信号进入ADC转换的信号幅值，从而提高ADC的精度。

[0041] 所述放大滤波后的电压/电流信号分两路，其中一路进入所述求有效值模块进行

有效值转换，得到相应的直流信号。所述滤波模块将所述直流信号进行抗混叠滤波，滤除其

中的高频分量，得到滤波后的电压/电流直流信号。所述ADC转换模块将所述滤波后的电压/

电流直流信号进行转换，并将转换后得到的数字值输出给FPGA，由FPGA计算得到实际输出

的电压、电流、功率和阻抗。

[0042] 另一路进入滤波与放大模块进行滤波与放大，并将滤波放大后的电压/电流输出

给过零模块。所述过零模块将所述滤波放大后的电压/电流进行过零比较，并将得到的过零

比较信号输出给FPGA。通过在过零比较前，将信号经过所述滤波与放大模块后，这样可以提

高了小信号过零比较的准确性。

[0043] 所述过零比较信号进入FPGA，并由FPGA内部的鉴相模块计算出相位差(实际工作

时实测小信号的过零比较相位误差为-1°～+2°)，FPGA根据计算出的相位差实时地调整输

出频率，从而使换能器工作在谐振频率上。

[0044] 本发明适用于6W以下小功率焊线机换能器的高精度控制，但又不仅限于6W，针对

其它小功率也均可适用。

[0045]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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