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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位器蔺 X951 1明应用扩展 
摘 要：鉴于数字电位器本身能够承受的电流和电压有限，文中给出了借 

助于运算放大器来提高数字电位器的输出电流和电压。以及通过数字电位 

器的串联和并联来增大数字电位器的阻值范围，提高分辨率的方法；最后 

给出了借助运算放大器和数字电位器来实现电压／电阻转换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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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l言 

数字电位器在我国还是近几年 出 

现的新型器件。该器件一出现，就以 

其调节准确方便 ，使用寿命长，受物 

理环境影响小，性能稳定等特点，而 

被广大电子工程技术人员所接受。但 

数字电位器本身能够承受的电流和电 

压有限，因而需要扩展。同时在实际 

应用中，数字电位器的阻值范围及分 

辨率也需要扩展。本文介绍的扩展方 

案适用于各种型号的数字电位器。 

数字虐位器筒介 

数字电位器是可用数字信号控制 

电位器滑动端位置的新型器件。一般 

分按钮控制和串行信号控制两种 。 

X9511就是XICOR公 司生产 的理 想按 

键式数字 电位器 。它内含31个 串联 电 

阻阵列和32个抽头。抽头位置由两个 

按键控制 ，并且可以被储存在一个 

E2pROM存储器中，以供下一次通电 

时重新调用，并 自动恢复抽头位置。 

X9511有 1 kit和 10 kit 的 X9511Z和 

X951 1W两种规格。 

X95l1内部 由计数器 、存储器 、 

译码器、模拟开关和电阻阵列等电路 

组成。其中计数器是5位可逆计数器． 

可用于对控制信号PU(或PD)进行加 

(或减)计数，计数器的计数值可以在 

ASE的控制下储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 

中。计数器的数值经过32选1译码器 

译码后可用于控制模拟开关。32个模 

拟开关相当于电位器的32个抽头。电 

阻阵列由采用集成电路工艺制作的31 

个串联在一起的电阻构成。电阻两端 

分别连接模拟开关的一端，而模拟开 

关的另一端连接在一起构成数字电位 

器的 滑动端 (VW)。译码器的输出端 

可控制模拟开关的通断，从而实现滑 

动抽头位置的变化。 

X9511的计数器电路具有以下特 

点 ： 

◆输入端具有内部上拉电阻和消 

除开关抖动的抗扰电路，当输入脉冲 

宽度小于40 ms时，计数器将其视为干 

扰信号而不进行计数； 

◆PU和PD引脚可直接连接一个 

按钮开关到地 ，当按钮按下时 ，在PU 

或PD端产生一个负脉冲，使计数器进 

行加1(按PU键)或减1(按PD键)计 

数 ； 

◆能将计数值储存在非易失性存 

储器E2pROM中长期保存； 

◆能在上电时 自动将E2pROM中 

的数据恢复到计数器中； 

◆ 当计数器计数到最大值 “31” 

时，PU按键失效 ，而计数到最小值 

“O”时，PD按键失效 ，从而避免循环 

计数，保证电位器调到最大位置时不 

会跳到零位 ，或从零位跳到最大位 

置。 

◆具有慢速和快速计数选择。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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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负脉冲宽度小于250 ms时为慢速 

计数方式，此时按一下按键计数器将 

执行加1(或减1)操作。当脉冲宽度 

大于250 ms时，计数器为快速 (连续) 

计数方式，此时在1秒钟以内，电路 

将以250 ms的速率连续计数。若按键 

按下的时间大于1秒，计数器将以5O 

ms的速率递增或递减，直到滑动端滑 

到最高或最低抽头位置。当按键一释 

放后。计数器立即停止计数 ，电路返 

回到等待状态。 

X9511的管脚功能见表1所列，基 

本应用 电路如图1所示 。图1是用 

X9511组成的O一+5 V可调分压电路。 

图中。VH端接+5 V，VL端接地，从 

VW端输出O一+5 V可调电压。按动开 

关K1，输出电压增大，最大为+5 V。 

按动K2时，电压减小，最小为O V。 

按下按键K3后再释放即完成一次手动 

的滑动端位置储存，这样即可将当前 

的滑动端位置储存到E= OM中以作 

为滑动端下一次上电时的初始位置。 

图1 1X9511的基本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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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X9511的管脚功能表 

数字宅位器的端点 窟 窟压 

扩展 

目前所有的数字电位器的端点所 

能够承受的电流都不会很大，一般只 

有1-3 mA；能承受的电压也不高 (一 

般在一5-+5 V，或是0-15 V之间)，这 

使其在应用上受到了限制。为此 ，设 

计时应进行扩展。 

图2是输出端电流扩大的扩展方 

案。扩流电路由运算放大器担任，电 

路中将其连接成典型的电压跟随器形 

式，UO的电压跟滑动端VW的电压保 

持一致，从而保证了电位器的分压比 

不变。而此时输出电流不再是1-3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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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变成了电压跟随器的输出电压，从 

而扩展了数字电位器X9511的滑动端 

所 能够承受 的电流。例如 ，使用 

AD510做 电压跟随器时 ，输出电流可 

达10 mA；使用HA2840做电压跟随器 

时 ，输 出 电流 可 达 20 mA；使 用 

LH0021做电压跟随器时 ，输出电流可 

达800mA。 

图3是输出端电压增大 的扩展方 

案。该电路中，扩流电路由运算放大 

器担任，并将其连接成典型的电压放 

大器 ，U0的电压是放大了的滑动端 

VW端的电压，其电压的幅值可以大 

于VW端的电压 ， 

图2 输出端电流扩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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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输出端电压扩大方案 

也可以小于VW端的 

电压 ，从而改变输出 

电压 (O～5 V)的 范 

围，尤其是在需要提 

高输 出电压 的情 况 

下，更突出了该扩展 

的优越性。例如，使 

用OP一02做放大器时 ， 

输出 电压在一20-20 V 

之间，使用LM324做 

放大器时，输出电压 

范 围可 以是一15-15 V 

或0-30V。 

在 图2和 图3中 ， 

ASE引脚将通过电阻 

R接到VCC电源 ，平 

时为高电平。当按键 

K3按下并释放后，电 

路将完成一次手动的 

滑动端位置储存，从而将当前的滑动 

端位置储存到E PROM中以作为滑动 

端下一次上电时的初始位置。 

数字电位器的级联扩展 

◇ 数字电位器的串联级联 

图4所示是将电位器W1、W2进行 

串联的连接电路。其中图4(a)是将 

W1滑动端与其一端短接 ，而将W2的 

滑动端作为输出。设W1滑动端将其分 

成的两部分分别为R1、R2，W2的滑动 

端将W2分为R3、R4两个部分。那么， 

若输入电压信号Ui，输出为Uo，则有： 

D  

Vo " t4 

恤  

Ui 

(a) 

W l 

W2 

图4 串联级联 

◇ 数字电位器的并联级联 

用并联级联可以更大范围地将分 

辨率提高，若两只数字电位器的并联 

级联如图5(a)，则其输出为： 

Uo= 

当用数字电位的并联级联作可变 

电阻时，其连接方法如图5(b)，该电 

路的阻值为 ： 

R0：R2R3，R2+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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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圈5 并联级联 

在实际应用中，可将W1作为粗 

调，W2作为微调使用。设W1抽头数 

为Pl，W2抽头数为P2，那么，经图5 

级联后，其调整级数为 一1) 。 

利用数字毫位器实现毫压／毫 

腰转换 

在工业控制和偏置调节电路中， 

有时需要将电压转换成电阻，这一过 

程在具体实施时有一定的难度。图6 

所示电路就是利用两路数字电位器提 

供这种转换的一个简单的转换方案。 

图6中，数字电位器U3和运算放大器 

U1、U2构成数字式跟踪一保持电路 ， 

u3通过调节其内部分压比来保证V 跟 

踪 。。这样，滑动电阻将与 成正比。 

由于数字电位器u3和u4的数字输 

入是连接在一起的，因此，u4的滑动 

端位置与U3相同，对应端之间的阻值 

也相同。这样就可得 到与Vi成正 比的 

电阻，从而实现电压／电阻的转换。 

为跟踪 ．，在每一个时钟脉冲到 

达时，数字电位器U3的滑动端位置 

(中心抽头)会向上或向下移动。U1、 

u2会对模拟输入 ( 。)和滑动端电压 

( W)进行比较。如果V。> w，U2输出高 

电平，U1输出低电平，并使滑动端位 

置向上移动， 增大。 保持递增状 

态 ，直到 w大于 i为止 ；然后 ，U1输 

出高电平，U2输出低电平，控制滑动 

端向下移动。对应每个时钟周期 ，滑 

动端将根据需要向上或向下移动，以 

跟踪 i。分压器的参考输入 ( 和 ) 

决定着输入电压的范围 ；如果 i在O～5 

V之间，则使VL=GND， H=5V0c。 

由于U3和U4的数字输入端连在一 

起，并且滑动端位置相同。所以输出 

电阻将随着 i改变。但这种情况下， 

即使 i保持恒定，输出电阻也会在两 

V 

个相邻状态之间连续转换。例如，如 

果电位器的端到端电阻为10 kn，当 

滑动端 电阻设置在5 kn时，输 出电阻 

将随时钟在5 kn和5-312 5 kn之间转 

换。图6中，ASE引脚通过电阻R接+5 

V电源，平时为高电平。当按键K按下 

并释放以完成一次手动的滑动端位置 

储存后，电路会将当前的滑动端位置 

储存到EWROM中以作为滑动端下一 

次上电时的初始位置。 

结束语 

通过对数字 电位 器的应 用扩展 ， 

可解决其本身承受电流和电压有限的 

缺点，从而解决了在实际应用中数字 

电位器的阻值范围及分辨率不够的不 

足 ，同时还可实现电压／电阻的转换 。 

因此，该方案大大拓展了数字电位器 

的用途。 

图6 电压一电阻转换方案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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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采用MAX8570设计的OLED电源偏置电路 

其额定值。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设计时可选择阻值较低的反馈电阻 

(R1和R2)，以确保输出数百微安的电 

流。 

结束语 

MAX8570芯片的集成度很高，且 

不需要外置 MOSFET，这些 特点大 大 

简化了外围电路的设计 ，也为实现超 

薄OLED显示器的优化设计创造了有 

利条件。本文根据MAX8570芯片的特 

性和原理设计 了一款OLED电源偏 置 

电路，并给出了OLED电源偏置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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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方法，同时还对其PCB板的布 

局 、布线 进行 了分析 说明 。该OLED 

电源偏置电路在数码相机中得到了较 

好的应用。而且变换效率高，性能稳 

定，工作可靠。 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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