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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

包括：整流模块、与所述整流电性连接的控制模

块、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的恒流驱动模块、

与所述恒流驱动模块电性连接的调光模块、与所

述调光模块相连接的信号输入端口以及与所述

恒流驱动模块电性连接的LED调光灯组；其中，所

述控制模块与所述恒流驱动模块之间设置有变

压器，所述控制模块通过所述变压器与其恒流驱

动模块相连接。此电路中调光电路可进行多种调

光信号处理实现多种调光兼容，且PWM，线性，直

流三合一调光，可使得调光更精确，无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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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整流模块、与所述整

流电性连接的控制模块、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的恒流驱动模块、与所述恒流驱动模块

电性连接的调光模块、与所述调光模块相连接的信号输入端口以及与所述恒流驱动模块电

性连接的LED调光灯组；其中，所述控制模块与所述恒流驱动模块之间设置有变压器，所述

控制模块通过所述变压器与其恒流驱动模块相连接；

所述整流模块包括：EMI滤波电路、与所述EMI滤波电路电性连接的桥式整流电路；

所述控制模块包括：第一滤波单元、与所述第一滤波单元电性连接的功率因数控制电

路；

所述恒流驱动模块包括：整流单元、与所述整流单元电性连接的恒流控制电路以及与

所述恒流控制电路电性连接的第二滤波单元；

所述调光模块包括：调光信号处理电路、与所述调光信号处理电路电性连接的稳压供

电电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EMI滤波电路包括电感LF1、电阻R24、电阻R25、电感LF2以及电容CX1，其中，所述电阻R24与

电阻R25串联，且两端连接所述电感LF1输出端及电感LF2输入端，所述电容CX1两端与所述

电感LF2连接，另外所述电感LF1输入端还接有压敏电阻VR2以及保险丝F1，且可用于对电路

的过流及过压保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滤波单元包括电容C21、电感L4、压敏电阻VR1以及电容C3，电容C21两端与所述桥式整

流电路输出端3以及输出端4连接，电容C3两端与所述压敏电阻VR1连接，所述电感L4一端连

接所述压敏电阻VR1以及电容C3，另一端则连接电容C2，且所述电容C2另一端与压敏电阻

VR1及电容C3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功率因数控制电路包括控制芯片U1及其外围电路，所述外围电路一端连接一电容CY1，且电

容CY1另一端连接所述调光模块；所述控制芯片U1设置为PFC功率因数校正芯片，用于实现

功率因数可控，所述控制芯片U1的外围电路包括启动逻辑电路、电压调节电路、开关控制电

路以及检测电路；其中，所述启动逻辑电路包括电容C20、电容C5、以及电阻R23；所述电压调

节电路包括电阻R8、电阻R42、电阻R4以及电容C7；所述开关控制电路包括MOS管Q2、二极管

D3、电阻R12、电阻R10、电阻R13以及电阻R10；所述检测电路包括电容C12、电阻R14以及第一

检测电阻，其中，所述MOS管Q2栅极通过电阻R12以及电阻R10连接PFC功率因数校正芯片DRV

端口，源极为接地状态，且漏极接有二极管D4，所述二极管D4一端接有电阻R28、电阻R37，且

两者设置为并联，另一端连接电阻R9、电容C6以及电阻R16，所述电阻R9、电容C6以及电阻

R16设置为并联，且另一端与所述整流单元电性连接；另外，电阻R4一端接有二极管D5以及

电阻R18，且二者设置为串联，所述电阻R18一端连接所述PFC功率因数校正芯片VDD端口。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功率因数控制电路还包括启动电路，所述启动电路包括电阻R6、电阻R7、电容C4以及电容

C10；且所述所电容C4以及电容C10设置为并联；其中，所述启动电路还并联有电阻R39、电阻

R40以及电容C22，并且所述电阻R39、电阻R40以及电容C22设置为串联，所述电阻R40一端还

连接一电阻R41，且所述电阻R41另一端与启动逻辑电路中电容C5、以及电阻R23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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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整流单元包括整流二极管D1、第一滤波电容、以及第一分压电阻，其中，所述整流二极管D1

与所述变压器一端连接，所述第一滤波电容与所述第一分压电阻并联且分别连接变压器两

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恒流控制电路包括恒流芯片U2以及第二检测电阻，所述恒流芯片设置为PWM恒流芯，用于

PWM恒流控制，其中，所述第二检测电阻一端与所述PWM恒流芯SEN端口电性连接，且另一端

与所述整流单元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二滤波单元包括二极管D6、电感L2、电感LF3以及第一滤波电容，所述二极管D6一端与所

述恒流控制电路连接，且另一端连接所述电感L2一端，所述第一滤波电容与电感LF3输入端

相连，且所述LF3输出端连接所述LED调光灯组。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

调光信号处理电路包括跟随电路以及转换电路，其中所述跟随电路包括第二分压电阻、第

二滤波电容以及跟随器；所述转换电路包括运放A、电阻R35、电阻R45、电阻R32、电阻R33、电

阻R11以及电阻R27，且所述转换电路一端还连接一电容R26、二极管ZD1、电容C8以及电感

LF4，且所述电感LF4输入端与所述信号输入端口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其特征在于，所

述稳压供电电路包括电容C16、二极管ZD2、稳压三极管Q1以及稳压电阻，所述电容C6一端与

三极管Q1发射极连接，且另一端与二极管ZD2一端相连，所述三极管集电极与所述稳压电阻

一端相连，且基极分别连接所述稳压电阻以及二极管ZD2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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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源设备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涉及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

电源控制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智能调光电源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对于光源来说，调光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技

术，因为它不仅可以提供一个舒适的照明环境，更可以实现节能减排，LED产品须满足不同

应用环境的需求，因此，LED亮度控制功能也是十分重要的。

[0003] LED调光电源，是通过调整交流与直流输入电压来进行调光控制模式(亮度控制)，

可以匹配智能控制灯光系统调光。现有的LED调光电源通常利用市电电压经过整流、滤波

后，利用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技术，结合电压采样或电流采样电

路反馈给PWM主控芯片，实现电压或电流的稳定输出。由于脉冲调制控制是在较高频率下工

作，发光二极管驱动电路会使EMI(Electro  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问题更加

严重，当电流和电压被高频振荡信号调制时，就会产生电磁噪声并且电路的调光功能也较

为单一。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电磁噪声以及调光功能单一的

缺陷，提供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包括：整流模块、与所述整流电性连接

的控制模块、与所述控制模块电性连接的恒流驱动模块、与所述恒流驱动模块电性连接的

调光模块、与所述调光模块相连接的信号输入端口以及与所述恒流驱动模块电性连接的

LED调光灯组；当输入电流通过时，所述整流模块将其电流进行整流滤波，故所述整流模块

可实现EMC(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电磁兼容，并使得输入电流以直流电的形

式输入控制模块，控制模块进行进一步控制其功率因数，提高电力的利用率，所述恒流驱动

模块可进行PWM恒流控制，所述信号输入端口接收调光信号便输入至调光模块，调光信号经

所述调光模块处理后经所述恒流驱动模块传输至LED调光灯组并控制所述LED调光灯组的

亮度达到智能调光的效果；其中，所述控制模块与所述恒流驱动模块之间设置有变压器，所

述控制模块通过所述变压器与其恒流驱动模块相连接；所述整流模块包括：EMI滤波电路、

以及与所述EMI滤波电路电性连接的桥式整流电路；所述控制模块包括：第一滤波单元、与

所述第一滤波单元电性连接的功率因数控制电路；所述恒流驱动模块包括：整流单元、与所

述整流单元电性连接的恒流控制电路与所述恒流控制电路电性连接的第二滤波单元；所述

调光模块包括：调光信号处理电路、以及与所述调光信号处理电路电性连接的稳压供电电

路。

[0007] 优选的，所述EMI滤波电路包括电感LF1、电阻R24、电阻R25、电感LF2以及电容C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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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EMI滤波电路用于抑制高频干扰信号以实现滤波；其中，所述电阻R24与电阻R25串联，

且两端连接所述电感LF1输出端及电感LF2输入端，所述电容CX1两端与所述电感LF2连接，

另外所述电感LF1输入端还接有压敏电阻VR2以及保险丝F1，且可用于对电路的过流及过压

保护。

[0008] 优选的，所述第一滤波单元包括电容C21、电感L4、压敏电阻VR1以及电容C3，用于

将所述整流模块输出的信号进行进一步滤波；所述电容C21两端与所述桥式整流电路输出

端3以及输出端4连接，电容C3两端与所述压敏电阻VR1连接，所述电感L4一端连接所述压敏

电阻VR1以及电容C3，另一端则连接电容C2，且所述电容C2另一端与压敏电阻VR1及电容C3

相连。

[0009] 优选的，所述功率因数控制电路包括控制芯片U1及其外围电路，所述外围电路一

端连接一电容CY1，且电容CY1另一端连接所述调光模块；所述控制芯片U1设置为PFC功率因

数校正芯片，与外围电路配合设置可用于实现功率因数可控；所述控制芯片U1的外围电路

包括启动逻辑电路、电压调节电路、开关控制电路以及检测电路；其中，所述启动逻辑电路

包括电容C20、电容C5、以及电阻R23；所述电压调节电路包括电阻R8、电阻R42、电阻R4以及

电容C7；所述开关控制电路包括MOS管(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场效应晶体管)Q2、二

极管D3、电阻R12、电阻R10、电阻R13以及电阻R10；所述检测电路包括电容C12、电阻R14以及

第一检测电阻，其中，所述MOS管Q2栅极通过电阻R12以及电阻R10连接PFC功率因数校正芯

片的DRV端口，源极为接地状态，且漏极接有二极管D4，所述二极管D4一端接有电阻R28、电

阻R37，且两者设置为并联，另一端连接电阻R9、电容C6以及电阻R16，所述电阻R9、电容C6以

及电阻R16设置为并联，且另一端与所述整流单元电性连接；另外，电阻R4一端接有二极管

D5以及电阻R18，且二者设置为串联，所述电阻R18一端连接所述PFC功率因数校正芯片的

VDD端口。

[0010] 优选的，所述功率因数控制电路还包括启动电路，用于启动所述功率因数控制电

路的运作，其中，所述启动电路包括电阻R6、电阻R7、电容C4以及电容C10；且所述所电容C4

以及电容C10设置为并联；其中，所述启动电路还并联有电阻R39、电阻R40以及电容C22，并

且所述电阻R39、电阻R40以及电容C22设置为串联，所述电阻R40一端还连接一电阻R41，且

所述电阻R41另一端与启动逻辑电路中电容C5、以及电阻R23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整流单元包括整流二极管D1、第一滤波电容、以及第一分压电阻，所

述整流单元用于对所述控制模块的输出电流信号进行再次整流；其中，所述整流二极管D1

与所述变压器一端连接，所述第一滤波电容与所述第一分压电阻并联且分别连接变压器两

端。

[0012] 优选的，所述恒流控制电路包括恒流芯片U2以及第二检测电阻，所述恒流控制电

路用于对PWM恒流控制；所述恒流芯片设置为PWM恒流芯，其中，所述第二检测电阻一端与所

述PWM恒流芯SEN端口电性连接，且另一端与所述整流单元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第二滤波单元包括二极管D6、电感L2、电感LF3以及第一滤波电容，所

述第二滤波单元用于对所述控制模块的输出电流信号进行再次滤波；所述二极管D6一端与

所述恒流控制电路连接，且另一端连接所述电感L2一端，所述第一滤波电容与电感LF3输入

端相连，且所述LF3输出端连接所述LED调光灯组。

[0014] 优选的，所述调光信号处理电路包括跟随电路以及转换电路，所述调光信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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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用于接收以及处理所述调光信号；其中所述跟随电路包括第二分压电阻、第二滤波电

容以及跟随器；所述转换电路包括运放A、电阻R35、电阻R45、电阻R32、电阻R33、电阻R11以

及电阻R27，且所述转换电路一端还连接一电容R26、二极管ZD1、电容C8以及电感LF4，且所

述电感LF4输入端与所述信号输入端口连接。

[0015] 优选的，所述稳压供电电路包括电容C16、二极管ZD2、稳压三极管Q1以及稳压电

阻，所述稳压供电电路用于对所述调光模块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所述电容C6一端与三极

管Q1发射极连接，且另一端与二极管ZD2一端相连，所述三极管集电极与所述稳压电阻一端

相连，且基极分别连接所述稳压电阻以及二极管ZD2一端。

[0016] 本实用新型带来的有益效果：此电路中，电流信号通过整流模块可进行整流滤波

实现电流形式的转换，将交流电转换为可用的直流电并同时实现EMC电磁兼容，减小电磁干

扰，所述整流模块电性连接控制模块进一步实现功率因数可控，提高电力的利用率，调光信

号通过控制模块处理后经恒流驱动模块进行恒流控制并输入至LED调光灯组进一步控制亮

度，其中，所述调光模块可对多种调光信号进行处理，实现多种调光兼容。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电路原理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电路结构框图。

[0019] 其中：1、整流模块，101、保护电路，102、EMI滤波电路，103、桥式整流电路，2、控制

模块，201、第一滤波单元，202、启动电路，203、启动逻辑电路，204、电压调节电路，205、开关

控制电路，206、检测电路，207，吸收电路，208、PFC功率因数校正芯片，3、变压器，4、恒流驱

动电路，401、整流单元，402、恒流控制电路，403、第二滤波单元，5、调光模块，501、稳压供电

电路，502、跟随电路，503、转换电路，6、信号输入端口，7、LED调光灯组。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

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1] 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及所述附图中的术语“包括”以及任何变形，意

图在于覆盖不排他的包含。例如包含了一系列步骤或单元的过程、方法、系统、产品或设备

没有限定于已列出的步骤或单元，而是可选地还包括没有列出的步骤或单元，或可选地还

包括对于这些过程、方法、产品或设备固有的其它步骤或单元。

[0022] 在本文中提及“实施例”意味着，结合实施例描述的特定特征、结构或特性可以包

含在本实用新型的至少一个实施例中。在说明书中的各个位置出现该短语并不一定均是指

相同的实施例，也不是与其它实施例互斥的独立的或备选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显式

地和隐式地理解的是，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可以与其它实施例相结合。

[0023] 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所提到的电阻R1-Rn、电容C1-Cn，电感L1-Ln、

LF1-LFn以及二极管D1-Dn，且所表示的是相应的元件标识，并非以权利要求或说明书中的

标识作限定，另外，这里的元件标识也可用其他形式进行表示，可包括字母、数字或字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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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的组合等，这里不作限定。

[0024] 如图1-2所示，一种超薄光电产品智能调光电源控制电路，包括：整流模块1、与所

述整流电性连接的控制模块2、与所述控制模块2电性连接的恒流驱动模块4、与所述恒流驱

动模块4电性连接的调光模块5、与所述调光模块5相连接的信号输入端口6以及与所述恒流

驱动模块4电性连接的LED调光灯组7；当输入电流通过时，所述整流模块1将其电流进行整

流滤波，可实现EMC电磁兼容，使得输入电流以直流电的形式输入控制模块2，控制模块2进

行进一步控制其功率因数，提高电力的利用率，所述恒流驱动模块4可进一步进行PWM恒流

控制，所述信号输入端口6接收调光信号便输入至调光模块5，调光信号经调光模块5处理后

经所述恒流驱动模块4传输至LED调光灯组7并控制所述LED调光灯组7的亮度达到智能调光

的效果；其中，所述控制模块2与所述恒流驱动模块4之间设置有变压器3，所述控制模块2通

过所述变压器3与其恒流驱动模块4相连接；所述整流模块1包括：EMI滤波电路102、以及与

所述EMI滤波电路102电性连接的桥式整流电路103，所述桥式整流电路103由四只二极管连

接成“桥”式结构，电路中用于将输入的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所述控制模块2包括：第一滤

波单元201、与所述第一滤波单元201电性连接的功率因数控制电路；所述恒流驱动模块4包

括：整流单元401、与所述整流单元401电性连接的恒流控制电路402与所述恒流控制电路

402电性连接的第二滤波单元403；所述调光模块5包括：调光信号处理电路、以及与所述调

光信号处理电路电性连接的稳压供电电路501。

[0025]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EMI滤波电路102包括电感LF1、电阻R24、电阻R25、电

感LF2以及电容CX1，所述EMI滤波电路102用于抑制高频干扰信号以实现滤波；其中，所述电

阻R24与电阻R25串联，且两端连接所述电感LF1输出端及电感LF2输入端，所述电容CX1两端

与所述电感LF2连接，另外所述电感LF1输入端还接有压敏电阻VR2以及保险丝F1，所述压敏

电阻VR2与保险丝F1可构成保护电路101，当电路输入电流电压过高时可自动切断电路，故

可用于对电路的过流及过压保护。

[0026]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滤波单元201包括电容C21、电感L4、压敏电阻

VR1以及电容C3，所述第一滤波单元201可用于将所述整流模块1输出的电流信号进行进一

步滤波；所述电容C21两端与所述桥式整流电路103输出端3以及输出端4连接，电容C3两端

与所述压敏电阻VR1连接，且电容C3与压敏电阻VR1设置为并联，所述电感L4一端连接所述

压敏电阻VR1以及电容C3，另一端则连接电容C2，且所述电容C2另一端与压敏电阻VR1及电

容C3相连。

[0027] 如图2所示，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功率因数控制电路包括控制芯片U1及其

外围电路，所述外围电路一端连接一电容CY1，且电容CY1另一端连接所述调光模块5，所述

电容CY1设置为滤波电容，对其电路起到一定的滤波作用；所述控制芯片U1设置为PFC功率

因数校正芯片208，与外围电路配合设置可用于实现功率因数可控，所述控制芯片U1的外围

电路包括启动逻辑电路203、电压调节电路204、开关控制电路205以及检测电路206；其中，

所述启动逻辑电路203包括电容C20、电容C5、以及电阻R23，可用于调节所述控制模块2的启

动逻辑；所述电压调节电路204包括电阻R8、电阻R42、电阻R4以及电容C7，用于调节所述控

制模块2的输出电压；所述开关控制电路205包括MOS管Q2、二极管D3、电阻R12、电阻R10、电

阻R13以及电阻R10，所述MOS管Q2作为电路中的开关管，用于切断电流，控制电信号传输；所

述检测电路206包括电容C12、电阻R14以及第一检测电阻，用于检测所述开关控制电路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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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流大小，其中，所述第一检测电阻包括电阻R1、电阻R2、以及电阻R3；所述MOS管Q2的栅

极通过电阻R12以及电阻R10连接PFC功率因数校正芯片208的DRV端口，源极为接地状态，且

漏极接有二极管D4，所述二极管D4一端接有电阻R28、电阻R37，且两者设置为并联，另一端

连接电阻R9、电容C6以及电阻R16，所述电阻R9、电容C6以及电阻R16设置为并联，且另一端

与所述整流单元401电性连接，其中，二极管D4、电阻R28、电阻R37、电阻R9、电容C6以及电阻

R16共同组成一吸收电路207，可吸收所述变压器3内部分能量；另外，电阻R4一端接有二极

管D5以及电阻R18，对所述外围电路能起到供电的效果，且二者设置为串联，所述电阻R18一

端连接所述PFC功率因数校正芯片208的VDD端口。

[0028]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功率因数控制电路还包括启动电路202，用于启动所

述功率因数控制电路的运作，其中，所述启动电路202包括电阻R6、电阻R7、电容C4以及电容

C10；且所述所电容C4以及电容C10设置为并联；其中，所述启动电路202还并联有电阻R39、

电阻R40以及电容C22，并且所述电阻R39、电阻R40以及电容C22设置为串联，所述电阻R40一

端还连接一电阻R41，且所述电阻R41另一端与启动逻辑电路203中电容C5、以及电阻R23连

接。

[0029]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整流单元401包括整流二极管D1、第一滤波电容、以

及第一分压电阻，所述整流单元401用于对所述控制模块2的输出电流信号进行再次整流；

所述第一滤波电容与所述第一分压电阻设置为并联，其中，所述第一滤波电容包括电容C1、

电容C2、电容C13以及电容C15，所述第一分压电阻包括电阻R34、电阻R22、电阻R20以及电阻

R21；所述整流二极管D1与所述变压器3一端连接，所述第一滤波电容与所述第一分压电阻

并联且分别连接变压器3两端。

[0030]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恒流控制电路402包括恒流芯片U2以及第二检测电

阻，所述恒流控制电路402用于PWM恒流控制；所述恒流芯片设置为PWM恒流芯，所述第二检

测电阻一端与所述PWM恒流芯SEN端口电性连接，且另一端与所述整流单元401连接，其中，

所述第二检测电阻包括电阻R29、电阻R30以及电阻R31，可用于检测所述恒流控制电路402

的电流大小。

[0031]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第二滤波单元403包括二极管D6、电感L2、电感LF3以

及第一滤波电容，所述第二滤波单元403用于对所述控制模块2的输出电流信号进行再次滤

波；所述二极管D6一端与所述恒流控制电路402连接，且另一端连接所述电感L2一端，所述

第一滤波电容与电感LF3输入端相连，且所述LF3输出端连接所述LED调光灯组7；其中，所述

第一滤波电容包括电容C11以及电容C14，且两者设置为并联。

[0032]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调光信号处理电路包括跟随电路502以及转换电路

503，所述调光信号处理电路用于接收以及处理所述调光信号；其中，所述跟随电路502包括

第二分压电阻、第二滤波电容以及跟随器，所述第二分压电阻包括电阻R36以及电阻R38，所

述第二滤波电容包括电容C17、电容C18以及电容C19，所述跟随器包括二极管D7以及运放B；

所述转换电路503包括运放A、电阻R35、电阻R45、电阻R32、电阻R33、电阻R11以及电阻R27，

所述转换电路503用于将所述信号输入端口6输入的调光信号转换成调光电压信号进行传

输；所述转换电路503一端还连接一电容R26、二极管ZD1、电容C8以及电感LF4，且所述电感

LF4输入端与所述信号输入端口6连接。另外，所述调光信号同时支持0-10V调光信号、0-

100K电阻、10V  PWM信号，若输入的是0-10V调光信号，且信号直接通过运放B跟随后直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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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给后级电路，若为0-100K电阻则运放A负责检测电阻的阻值，转换成调光信号经过运放B

传输给后级电路，若为PWM信号，且信号经过运放B跟随滤波后便传输至后级电路，故实现对

多种调光信号进行调光控制。

[0033]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稳压供电电路501包括电容C16、二极管ZD2、稳压三

极管Q1以及稳压电阻，电路用于对所述调光模块5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其中，所述稳压电

阻包括电阻R15、电阻R17以及电阻R19，且三者设置为并联状态，所述电容C6一端与三极管

Q1发射极连接，且另一端与二极管ZD2一端相连，所述三极管集电极与所述稳压电阻一端相

连，且基极分别连接所述稳压电阻以及二极管ZD2一端。

[0034]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

认定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

当视为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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