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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一 种 LED 背 光 驱 动 电路
( 1 ) 、背光模组和液 晶显示装置 。

该背光驱动 电路 （1 ) 包括 与市 电直
接 连 接 的整 流 模 块 （10 ) ，与整 流
模块 （10 ) 耦合 并采用 PWM 控制 的
降压模块 （2 0 ) 和与降压模块 （2 0 )
耦合 的 LED 灯条 （30) 。

AA 220V alternating current mains power supply
BB Input 300V
CC Output voltage V。



【技术领域 】

本发 明涉及液晶显示领域 ，更具体 的说 ，涉及一种 LED 背光驱动电路 、背

光模组和液晶显示装置。

【背景技术】

液晶显示装置 包括液晶面板和背光模组 ，所述背光模组 包括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现有的 LED 背光驱动电路都采用升压线路 ，如 图 1 所示。输入 24V 直流

电压 由 220V 交流市电通过变压器 T 和桥式整流电路 (AC/DC) 整流后得到 ，LED

恒流驱动芯片控制调压 MOS 管 Q 导通与关断，电感 L 完成储 能和释 能的过程 ，

给 LED 灯条提供较 高的直流电压 ，升压线路的输 出电压 Vo=Vin/(l-D)( D 为 MOS

管驱动信号的 占空比 ）。

采用升压线路无法升压的幅度有 限，一般都在 100V 以 内，如果需要进一步

增 大电压则需要额外扩充变压器等升压器件 ，造成成本上升。

【发 明内容 】

本发 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低成本的、能提 高输 出电压的 LED

背光驱动电路 、背光模组和液晶显示装置。

本发 明的 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一种 LED 背光驱动电路 ，包括与市电直接连接 的整流模块，与整流模块耦

合 、采用 PWM 控制的降压模块，与降压模块耦合 的 LED 灯条。

进一步的，所述整流模块 包括全波整流桥 。全 波整流桥转换效率 高，可 以

实现不间断的直流电能输 出，可以将 220V 交流市电转换成约 300V 的直流电压 ，

完全可以满足各种 LED 灯条的亮度需求。

进一步的，所述降压模块 包括调压可控开关、电感 、二极管以及调节调压

可控开关 占空比的监控单元；所述整流模块的正极通过调压可控开关和 电感 串



接到所述 LED 灯条 ；所述二极管 负极耦合到调压可控开关邻近 电感的一端；正

极耦合到整流模块的负极 。此为一种具体 的降压模块 ，包括 由 MOS 管等可控开

关组成的调压可控开关、电感和二极管 ，监控单元输 出驱动信号给调压可控开

关，调压可控开关导通时，二极管截止 ，输入 电压 同时给 电感和 LED 灯条提供

电压 ，电感储 能；调压可控开关关断时，电感上产生反 方向的感应 电动势给 LED

灯条提供 高电压 ，此时二极管导通形成回路 ，LED 灯条所需的输 出电压 （即降

压模块的输 出电压 ）Vo=Vin*D ( D 为调压可控开关驱动信号的 占空比 ）。整流模

块直接将市电转换成直流电，该直流电的电压 可 以达到 ，甚至超过 LED 灯条最

高亮度 的要 求而无须任何转换 ，完全 能够满足各种 L E D 灯条 的电压需求； 当

LED 灯条要 降低 亮度 时，监控单元降低驱动信号的 占空比即可实现 ，而 占空比

越低 ，流过可控开关的有效 电流越 小，可控开关的损耗也越低 ，因此降压模 块

的转换效率要 比升压 电路 高，可以显著 降低 能耗 ，而且对于不 同的输 出电压 需

求 ，无须增加额外的器件 。本发 明取 消 了市电与整流模块的变压 器，并且在需

要 高压驱动 的场合也无须在 降压模块端增加额外的升压 器件 ，无疑 降低 了整个

电路 的生产成本。

进一步的，所述 电感邻近 LED 灯条的一端与整流模块的负极之 间还连接有

电容。电容可以进行蓄能，以便在调压可控开关断开时，随同电感给 LED 灯条

供 电，维持 LED 灯条的亮度 。具体工作过程 为：调压可控开关导通 时，二极管

截止 ，输入 电压 同时给 电感和 LED 灯条提供 电压 ，电感储 能，电解 电容充 电；

调压可控开关关断时，电感上产生反 方向的感应 电动势，和 电解 电容一起给 LED

灯条提供 高电压 ，此时二极管导通形成回路 ，LED 灯条所需的输 出电压 （即降

压模块的输 出电压 ）Vo=Vin*D ( D 为调压可控开关驱动信号的 占空比 ）。

进一步的，所述 电容为电解 电容 。电解 电容可 以存储 更多的电能，有利于

稳定 LED 灯条的亮度 。

进一步的，所述 LED 灯条至少有 两 串，每 串 LED 灯条之 间并联设置。此为

多 串 LED 灯条的拓展 方案 ，以适应 不同尺寸、不 同亮度要 求的液晶面板。



进一步的，所述 LED 灯条至少有两 串，每 串 LED 灯条之 间并联设置；所述

整流模块 包括全波整流桥；所述降压模块 包括调压可控开关、电感 、电容、二

极管以及调节调压可控开关 占空比的监控单元；所述全波整流桥的正极通过调

压可控开关和电感 串接到所述 LED 灯条；所述二极管负极耦合到调压可控开关

邻近电感的一端；正极耦合到全波整流桥 的负极；所述电容 串接在所述电感邻

近 LED 灯条的一端与整流模块的负极之 间，所述电容为电解 电容。

全波整流桥转换效率高，可以实现不间断的直流电能输 出，可以将 220V 交

流市电转换成约 300V 的直流电压 ，完全可以满足各种 LED 灯条的亮度需求。

降压模块包括由 MOS 管等可控开关组成的调压可控开关、电感和二极管，

监控单元输 出驱动信号给调压可控开关，调压可控开关导通时，二极管截止 ，

输入 电压 同时给 电感和 LED 灯条提供 电压 ，电感储能，电解电容充电；调压可

控开关关断时，电感上产生反方向的感应 电动势，和电解电容一起给 LED 灯条

提供 高电压 ，此时二极管导通形成回路 ，LED 灯条所需的输 出电压 （即降压模

块的输 出电压 ）Vo=Vin*D ( D 为调压可控开关驱动信号的 占空比 ）。电容可以进

行蓄能，以便在调压可控开关断开时，随同电感给 LED 灯条供 电，维持 LED 灯

条的亮度 ，而电解 电容可以存储更多的电能，有利于稳定 LED 灯条的亮度。

220V 交流市电通过桥式整流电路后为约 300V 的直流电压 ，再通过降压模

块得到 LED 灯条所需要的电压 ，不需要做设计变更就可以得到 0 ~ 300V 的输 出

电压。

进一步的，所述 LED 背光驱动电路 包括恒流驱动芯片，所述监控单元集成

在所述恒流驱动芯片中，所述恒流驱动芯片还 包括调光可控开关和比较器，所

述调光可控开关输入端耦合到所述 LED 灯条的负极 ，其输 出端通过一分压 电阻

耦合到 LED 背光驱动电路的接地端；所述比较器的同向输入端连接有基准电压；

反向输入端连接到所述调光可控开关的输 出端。

采用恒流驱动芯片可以对每一 串灯条进行单独的调光控制，而监控单元集

成到恒流驱动芯片中也能提 高电路的集成度 ，有利于实现液晶显示装置的轻薄



化 。

一种 背光模组 ，包括本发 明所述的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

一种液晶显示装置 ，包括本发 明所述的背光模组 。

经研究，根据升压线路 的计算公式：Vo=Vin/(l-D), 当 LED 灯条需要 的电

压 Vo 较 高时，MOS 管驱动信号的 占空比 D 也会增 大，意味着在一个周期 内调

压可控开关的导通 时间增加 ，MOS 管 中流过的电流较 大，会产生功率损耗 而发

热 ，导致 能耗升 高。本发 明由于采用 了与市电直接连接 的整流模块 ，这样整流

模块可以输 出一个较 高的直流电压 ，该直流电压可以达到 ，甚至超过 LED 灯条

最 高亮度 的要 求而无须任何转换 ，完全 能够满足各种 L E D 灯条 的电压需求；

当 LED 灯条要 降低 亮度 时，只需要通过降压模块来降低整流模块的输 出电压 即

可 ，降压模 块只需要调低 占空比就能降低输 出电压 ，而且 占空比越低 ，流过 降

压模块的有效 电流越 小，降压模块的损耗也越低 ，因此降压模块的转换效率要

比升压 电路 高，可 以显著 降低 能耗 ，而且 对于不 同的输 出电压需求 ，无须增加

额外的器件 。本发 明取 消 了市电与整流模 块的变压 器，并且在需要 高压驱动 的

场合也无须额外增加升压 器件 ，无疑 降低 了整个电路 的生产成本。

【附图说 明】

图 1 是现有 的一种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的原理示意 图；

图 2 是本发 明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的原理框 图；

图 3 是本发 明实施例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的原理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本发 明公开 了一种液晶显示装置，液晶显示装置 包括液晶面板 ，以及跟液晶

面板提供光源的背光模组 ，背光模组 包括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如 图 2 所示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1 包括与市电直接连接 的整流模块 10, 与整流模块 10 耦合 、采用

PWM 控制的降压模块 20 , 与降压模块 20 直接耦合 的 LED 灯条 30。



所述市电即工频交流电 （AC )。世界各 国的常用交流电工频频率有 50Hz ( 赫

兹 ）与 60Hz ( 赫兹 ）两种 ，民用交流电压分布 由 100V 至 380V 不等。机房一般

引入三相 380V, 50HZ 的市电作为电源，但是设备 的电源整流模块用的是单相

220V 的电压 。全世界市电有 不相 同的电压标准，如 中国一般 为 220V ( 伏 ）， 日

本为 110V ( 伏 ），美国为 110V ( 伏 ）。

经研究，根据升压线路 的计算公 式：Vo=Vin/(l-D), 当 LED 灯条需要 的电压

Vo 较 高时，MOS 管驱动信号的 占空比 D 也会增 大，意味着在一个周期 内调压

可控开关的导通时间增加 ，MOS 管 中流过的电流较 大，会产生功率损耗 而发热 ，

导致 能耗升 高。本发 明由于采用 了与市 电直接连接 的整流模块 ，这样整流模 块

可 以输 出一个较 高的直流电压 ，该直流电压 可 以达到 ，甚至超过 LED 灯条最 高

亮度 的要求而无须任何转换 ，完全能够满足各种 LED 灯条的电压需求；当 LED

灯条要 降低 亮度 时，只需要通过降压模 块来降低整流模块的输 出电压 即可 ，降

压模块只需要调低 占空比就能降低输 出电压 ，而且 占空比越低 ，流过降压模 块

的有效 电流越 小，降压模块的损耗也越低 ，因此降压模块的转换效率要 比升压

电路 高，可 以显著 降低 能耗 ，而且 对于不 同的输 出电压需求 ，无须增加额外 的

器件 。本发 明取 消 了市电与整流模块的变压 器，并且在需要 高压驱动的场合也

无须额外增加升压 器件 ，无疑 降低 了整个电路 的生产成本。

下面结合 附图和较佳 的实施例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说 明。

如 图 2、 3 所示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包括与市电直接连接 的整流模块 10, 与

整流模块 10 耦合 的降压模块 20, 与降压模块 20 耦合 的 LED 灯条 30。整流模

块 10 包括全波整流桥 ；LED 灯条 30 可以如 图 3 所示为单 串，也可以采用多 串

LED 灯条并联 。全波整流桥转换效率 高，可以实现不间断的直流电能输 出，可

以将 220V 交流市电转换成约 300V 的直流电压 ，完全可以满足各种 LED 灯条 的

亮度需求。多 串 LED 灯条 30 并联设置，可以根据不同尺寸、不 同亮度要求的

液晶面板灵活拓展 LED 灯条 30 的数量 。

降压模块 20 包括调压可控开关 Q l 、电感 L l 、电容 C l 、二极管 D 1 以及 调



节调压可控开关 Ql 占空比的监控单元 4 1; 全 波整流桥的正极通过调压可控开

关 Q1 和电感 L 1 串接到 LED 灯条 30; 二极管 D1 负极耦合到调压可控开关 Q1

邻近电感 L 1 的一端；正极耦合到全波整流桥的负极；电容 C1 串接在 电感 L 1

邻近 LED 灯条 30 的一端与全波整流桥的负极之 间，电容 C1 为电解电容 Cl 。

监控单元 4 1 输 出驱动信号给调压可控开关 Q1 , 调压可控开关 Q1 导通时，

二极管 D 1截止 ，输入 电压 同时给电感 L 1 和 LED 灯条提供 电压 ，电感 L 1储 能，

电解电容 C1 充电；调压可控开关 Q1 关断时，电感 L 1 上产生反方向的感应 电

动势，和电解电容 C1 一起给 LED 灯条 30 提供 高电压 ，此时二极管 D1 导通形

成回路 ，LED 灯条 30 所需的输 出电压 （即降压模块 20 的输 出电压 ）Vo=Vin*D

( D 为调压可控开关 Ql 驱动信号的 占空比 ）。电容 C1可以进行蓄能，以便在调

压可控开关 Q1 断开时，随同电感 L 1 给 LED 灯条 30 供 电，维持 LED 灯条 30

的亮度 ，而电解电容 C1 可以存储更多的电能，有利于稳定 LED 灯条 30 的亮度。

LED 背光驱动电路 包括恒流驱动芯片 40, 监控单元 4 1 集成在恒流驱动芯片

40 中，恒流驱动芯片 40 还 包括调光可控开关 Q2 和比较器 OP1 , 调光可控开关

Q 输入端耦合到 LED 灯条 30 的负极 ，其输 出端通过一分压 电阻 R1耦合到 LED

背光驱动电路的接地端；比较器 OP1 的同向输入端连接有基准电压 VF; 反 向输

入端连接到调光可控开关 Q2 的输 出端。

采用恒流驱动芯片 40 可以对每一 串灯条进行单独的调光控制，而监控单元

4 1 集成到恒流驱动芯片 40 中也能提 高电路的集成度 ，有利于实现液晶显示装置

的轻薄化。

本实施方式中，220V 交流市电通过桥式整流电路后为约 300V 的直流电压 ，

再通过降压模块得到 LED 灯条所需要 的电压 ，不需要做设计变更就可以得到 0 ~

300V 的输 出电压。

以上 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

认定本发明的具体 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 出若干筒单推演或替换，



都应 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权 利 要 求

1. 一种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所述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包括与市电直接连接

的整流模块 ，与整流模块耦合 、采用 PWM 控制的降压模块 ，与降压模块耦合 的

LED 灯条 。

2. 如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其 中，所述降压模块 包括调压

可控开关、电感 、二极管以及调节调压可控开关 占空比的监控单元 ；所述整流

模块的正极通过调压可控开关和 电感 串接到所述 LED 灯条；所述二极管 负极耦

合到调压可控开关邻近 电感的一端；正极耦合到整流模块的负极 。

3. 如权利要 求 2 所述的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其 中，所述 电感邻近 LED 灯

条 的一端与整流模块的负极之 间还连接有 电解 电容。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其 中，所述整流模块 包括全 波

整流桥 。

5. 如权利要 求 3 所述的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其 中，所述降压模块 包括调压

可控开关、电感 、二极管以及调节调压可控开关 占空比的监控单元 ；所述整流

模块的正极通过调压可控开关和 电感 串接到所述 LED 灯条；所述二极管 负极耦

合到调压可控开关邻近 电感 的一端；正极耦合到整流模块的 负极 ；所述 电感邻

近 LED 灯条的一端与整流模块的 负极之 间还连接有 电容 。

6. 如权利要 求 5 所述的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其 中，所述 电容为电解 电容。

7. 如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其 中，所述 LED 灯条至少有

两 串，每 串 LED 灯条之 间并联设置。

8.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其 中，所述 LED 灯条至少有

两 串，每 串 LED 灯条之 间并联设置；所述整流模块 包括全 波整流桥 ；所述降压

模块 包括调压可控开关、电感 、电容 、二极管以及调节调压可控开关 占空比的

监控单元；所述全波整流桥 的正极通过调压可控开关和 电感 串接到所述 LED 灯

条 ；所述二极管 负极耦合到调压可控开关邻近 电感 的一端；正极耦合到全 波整



流桥 的负极 ；所述 电容 串接在所述 电感邻近 LED 灯条的一端与整流模块的负极

之 间，所述 电容为电解 电容。

9. 如权利要 求 8 所述的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其 中，所述 LED 背光驱动 电

路 包括恒流驱动芯片，所述监控单元集成在所述恒流驱动芯片中，所述恒流驱

动 芯片还 包括调 光可控 开 关和 比较 器 ，所述调 光可控 开 关输入端耦合 到所述

LED 灯条 的负极 ，其输 出端通过一分压 电阻耦合到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的接地端；

所述 比较 器的同向输入端连接有基 准电压 ；反 向输入端连接到所述调光可控开

关的输 出端。

10. 一种 背光模组 ，包括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所述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包括

与市电直接连接 的整流模块 ，与整流模块耦合 、采用 PWM 控制的降压模块 ，与

降压模块耦合 的 LED 灯条 。

11. 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 中，所述降压模块 包括调压可控开

关、电感 、二极管以及调节调压可控开关 占空比的监控单元 ；所述整流模块 的

正极通过调压可控开关和 电感 串接到所述 LED 灯条；所述二极管 负极耦合到调

压可控开关邻近 电感的一端；正极耦合到整流模块的负极 。

12. 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 中，所述 电感邻近 LED 灯条 的一端

与整流模块的负极之 间还连接有 电解 电容 。

13.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 中，所述整流模块 包括全波整流桥 。

14. 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 中，所述降压模块 包括调压可控开

关、电感 、二极管以及调节调压可控开关 占空比的监控单元 ；所述整流模块 的

正极通过调压可控开关和 电感 串接到所述 LED 灯条；所述二极管 负极耦合到调

压可控开关邻近 电感的一端；正极耦合到整流模块的 负极 ；所述 电感邻近 LED

灯条的一端与整流模块的 负极之 间还连接有 电容 。

15. 如权利要求 14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 中，所述 电容为电解 电容 。

16. 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 中，所述 LED 灯条至少有 两 串，每

串 LED 灯条之 间并联设置。



17. 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 中，所述 LED 灯条至少有 两 串，每

串 LED 灯条之 间并联设置；所述整流模块 包括全 波整流桥 ；所述降压模块 包括

调压可控开关、电感 、电容 、二极管以及调节调压可控开关 占空比的监控单元；

所述全波整流桥 的正极通过调压可控开关和 电感 串接到所述 LED 灯条 ；所述二

极管 负极耦合到调压可控开关邻近 电感的一端；正极耦合到全波整流桥 的负极 ；

所述 电容 串接在所述 电感邻近 LED 灯条 的一端与整流模块的 负极之 间，所述 电

容为电解 电容。

18. 如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背光模组 ，其 中，所述背光模组 包括恒流驱动芯

片，所述监控单元集成在所述恒流驱动芯片中，所述恒流驱动芯片还 包括调 光

可控开关和 比较器，所述调光可控开关输入端耦合到所述 LED 灯条的负极 ，其

输 出端通过一分压 电阻耦合到背光模组 的接地端；所述 比较 器的同向输入端连

接有基 准电压 ；反 向输入端连接到所述调光可控开关的输 出端 。

19. 一种液晶显示装置 ，包括背光模组 ；所述背光模组 包括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所述 LED 背光驱动 电路 包括与市电直接连接 的整流模块 ，与整流模块耦

合 、采用 PWM 控制的降压模块 ，与降压模块耦合 的 LED 灯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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