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LED作为第三代半导体照明光

源，具有工作电压低，耗电量小，发

光效率高、寿命长等优点。与传统的

白炽灯、荧光灯相比，节电达到90％

以上。被认为是21世纪的照明光源。

用LED替代白炽灯或荧光灯，环

保无污染，使用安全可靠，便于维

护。LED是一个非线性器件，当LED导

通时，只要LED上的电压稍微变大，

电流就会增加很多。因此，即使电压

发生微小变化也会大大影响LED器件

的工作，使电流过大甚至导致发热

损坏。恒流源驱动是 佳的LED驱动

方式。采用恒流源驱动，LED上流过

的电流将不受电压变化、环境温度

变化，以及LED参数离散性的影响，

从而能保持电流恒定，充分发挥LED

的各种优良特性。 目前广泛采用的

恒流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线性电

源改进型恒流源，另

一种是开关电源式恒

流源。线性电源改进

型恒流源的线性损耗

大，适用范围小；开

关电源式恒流源的可

靠性较差，适应范围

小，而且成本高。为

克服这两种电源的

缺点，我们采用了

深圳光华源公司的新型恒流源器件

HA22004P作为其驱动元件。目前公共

建筑的照明灯具控制大多仍采用手动

开关，有些使用光控和声控开关，其

故障率较高，只适应于白炽灯，不适

合于路灯的照明使用。从节能和提高

照明效果的角度，本文阐述了一套

LED智能照明和恒流驱动控制系统设

计方案，可以根据不同的工作环境的

要求亮度来自动控制照明的开关和

亮度。特别是在大功率LED照明系统

上采用恒流源驱动，具有提高用电效

率，节约电能的效果。

系统硬件设计

基于μPD78F0034为主控器件设

计的LED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的框图如

图1所示，其主要由传感器单元、控

制器单元、LED驱动电路和照明系统

四部分组成。μPD78F0034芯片用于

LED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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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给出了基于μPD78F0034 

LED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的硬件设

计和恒流驱动电路 、软件设计。

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合理的稳

压电源、连接方式、灯体结构的

设计方法，解决了LED的驱动电

源、连接方式和散热三个问题。

试安装一年结果表明，照明效果

稳定，节能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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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LED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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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自于热红外传感器、强光传感

器、声控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经过

A/D转换得到的信号数据进行计算处

理，将处理过的信号经D/A转换，运

算放大去驱动LED驱动电路和显示电

路。 

热红外传感器

热红外传感器有三个关键性的元

件：菲涅尔滤光透镜，热释电红外传

感器(PIR)，匹配低噪放大器。菲涅尔

透镜一是聚焦作用，即将热红外信号

折射在PIR(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上，第

二个作用是探测警戒区内红外线能量

的变化，并由系统内固化软件对所采

集的数据进行运算加工，由控制系统

内的控制软件通过控制逻辑来决定是

否发出开灯信号。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PIR)将透过滤光晶片的红外辐射能量

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即热电转换。

因此在被动红外探测器的警戒区内，

当无人体移动时，热释电红外感应器

感应到的只是背景温度，当人体进人

警戒区，通过菲涅尔透镜，热释电红

外感应器感应到的是人体温度与背景

温度的差异，信号被采集到伺服系统

以后，由软件对该新采集的数据与系

统内存中已经存在的前期探测数据进

行延时比较，以判断是否真的有人等

红外线源进入警戒区，还是只是环境

波动，甚至是元件自身内部噪声的影

响，以免发生误判断。 匹配低噪放大

器的作用是当探测器上的环境温度上

升，尤其是接近人体正常体温(37℃)

时，传感器的灵敏度下降，经由它对

放大器的增益进行补偿，增加其灵敏

度。另外由于距离等衰减因素的存

在，温度传感器和内部软件的初始数

据并不需要定在37℃这个点上，而

是要综合环境因素，元件灵敏度、

近线性区段来定初始值。环境噪声探

测，主要是通过探测环境中人类日常

活动所产生的噪声，并与红外线部分

的数据在系统内部进行或运算，以补

偿在环境温度非常接近人体时红外探

测不敏感而无法判定是否有人进入需

要照明的区域。

强光传感器

光敏电阻的光谱响应峰值比较

接近人视觉敏感区的波长。并且当光

照强度减弱时，它的响应时间相对增

加，装置在光照强度变化时，输出状

态保持相对稳定。所以在多种光电探

测器中选择了光敏电阻。考虑到光敏

电阻对温度变化较为敏感，偏置电路

中的电阻可以采用与探测元件温变系

数相近的光敏电阻，以防止工作点漂

移。

声控传感器

声控传感器部分由声控传感器、

音频放大器、选频电路、延时开启电

路和可控硅电路组成。利用声音的相

对比较，判断是否启动控制电路的开

启，使用调节器可以调节给定声控传

感器的初始值，声控传感器不断地把

外界声音的强度与给定强度比较，超

过给定的强度时，向主机发送“有声

音”信号，否则发送“没有声音”的

信号。

控制单元

控制单元采用单片机作为照明系

统的控制核心，选用日本NEC公司的

μPD78F0034芯片作为主控模块，该

芯片具有8位无符号乘法指令及16位

除法指令，给软件编程带来了很大的

方便。

根据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照明设计

标准(GBJl33-90)，我们控制室内亮

度在2001x左右。

本控制器设置了3套传感系统和

严密的软件控制，其工作方法如下所

述。

首先通过被动热释电红外探测器

和环境噪声探测是否有人，并探测环

境亮度。如果没人，所有LED灯均不

开。如果有人，分成两种情况：

·若需要照明的环境的照度

X>200 lx时，LED照明灯具处于关

闭状态；

·若需要照明的环境的照度X＜

200 lx时，LED照明灯具处于开启状

态，并且随着环境照度调节LED灯具

的照度。

根据声音的大小判断是否需要启

动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

我们选用AP-28320发光二极管

驱动器，制作一体化半导体灯的专用

电源变换器，用于安装在半导体灯内

部，串联驱动1串10～40支1瓦大功

率发光二极管工作，220V交流市电

供电，输出320mA稳定的单向脉动

恒定电流。驱动器使用高频脉宽调制

开关变换电路实现恒流控制，变换效

率高，可达85％以上，工作稳定。驱

动器为全密闭模块封装结构，适合在

高湿度，高粉尘，强震动，对防爆有

一定要求等环境下使用，非常适合室

内使用，经过软件升级也可用于建筑

物公共区间照明使用。

目前成熟应用的都是单粒1W的

LED，很显然，做这样一个半导体灯

要用50只发光管。50只LED全部串

联，或者并联都存在一些问题。如果

全部串联连接，如果有一粒LED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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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则整灯不亮，而且50支LED全

部串联，其驱动电压至少要150V，安

全性减低。如果全部并联连接，有一

路开或短路，则电流不均衡，影响灯

具使用寿命。

从驱动技术和发光管的特性来

看，多只发光管组应该优先使用串联

方案。这样，只要驱动器给的电流合

适，所有发光管的电流都是一样的。

发光管串联使用大家常常担心一个问

题，就是一个发光管开路整串都不亮

了。我们对样灯打过高压，也作了突

波实验。从应用实践上看，只要驱动

不失控，给发光管的电流合适，发光

管很少见到开路的情况，即使发光管

本身质量不好出故障，一般就是自己

不亮，但还是保持通路，其他管照样

亮。而且发光管都有很强的过电流的

能力，比如300mA的1瓦发光管短时间

加600mA的电流也不会坏。所以，使

用发光管时应以串联为主，这样发光

管才有稳定、一致的电流，对提高灯

的寿命有利。 由于管数太多，全部

串联其驱动电压太高，不得不连串带

并，混联。专用的LED驱动器一般是

考虑到室外亮度越低，对室内

亮度的补偿越小，所以我们安装400

个LED，全部点亮其室内亮度可达

2081x。

解决散热问题主要靠合理的灯

体结构设计。解决方案是使用薄金属

板做基板，LED可以按照使用的发

光管的数目在铝板上打好孔径和发光

管外径相同的孔，两个孔间距离为

0.7mm，再将发光管紧配合镶嵌到金

属扳上，发光管引脚在金属板后面相

连。灯的外壳也用金属材料制作，装

好发光管的金属板和金属外壳紧密装

配，这样，灯具工作时产生的热量可

以通过金属板传导到金属外壳上，金

属外壳暴露在空气中，热量可以通过

辐射和对流散去。为了既减小灯的体

积又保证较大散热面积，灯体外壳可

以采用带肋条的散热片结构。

系统软件设计

程序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以

主程序为核心设置功能模块子程序，

简化了设计结构。运行过程中通过主

程序调用各功能模块子程序，因为灯

具控制实时要求不高，循环控制即可

满足要求。该系统的工作软件主要完

成以下功能：信号输入模块实现相应

传感器信号输入单片机数据通道，在

控制系统软件中，分别将红外线探测

器的信号与声音传感器的信号经过整

流放大数字化后处理成开关的布尔型数

图2  LED智能照明控制系统驱动电路

图3  LED照明系统控制模块

电流源，既然LED驱动器提供的是一

个恒定的电流，多串并联时就必须辅

以外部均流措施，均衡地把驱动器提

供的总电流分配给每一串， 简单的

办法就是每一串里串一个电阻均流。

多串并联时首先是要使各串发光管的

总管压降尽可能地保持一致，然后

再串入电阻牵制电流的偏移。电阻

上的压降太大功耗增加，压降太小

均流效果不好，一般可以取串连管

总管压降的5％左右。驱动电路如图

2所示，C1为平滑电容，R1为电流整

定电阻，R2为灵敏度整定电阻，R3为

限流电阻；VF为每个LED正向压降，

ΣVF≤0.9Vin。

显示电路

我们将400个LED分10组，每组

40个。每组采用一个AP-28320作为

电流源，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输

出来调节LED的发光亮度。可在可

控硅两端并联阻容吸收回路，用来吸

收AP-28320与可控硅产生的谐波干

扰。连接方式如图3。我们采用1W的

白光LED，发光效率601m／W，预

计室内亮度在2001x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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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然后相或，经过整流放大的环境

补光，光强度探测系统产生的信号分

两路，一路为布尔值，并与前两路信

号处理后产生的输出进行与运算，由

此产生决定灯具开关的开关信号，另

外一路将环境数据A／D转换，然后

作为系统调节亮度的控制信号编码输

出到系统的输出模块，达到控制LED

发光亮度的目的，实现智能照明的目

的。

测试结果

用AD S 2 1 0 2 C A数字示波器对

系统进行测试，其测试波形如图4所

示。测试结果显示，即使5W MR16 

LED灯驱动电路的输入交流电压纹

波大于8.5V，输出LED电流仍保持

1A。光的转化率级计算可达17%，

对深度的调光，且顏色和其他特性不

会因调光而变化。

结语

采用μPD78F0034芯片来开发

LED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不仅能够有

效的实现LED照明系统智能化控制，

还能够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并为

LED照明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提供

了可能。该系统曾在实验室进行长达

一年的实验，节能效果超过45%，从

使用情况看，该控制系统稳定性好、

可靠性高、故障率很低。此方法具有

精度高、稳定性好、功能易于扩展等

优点，为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的设计提

供一种新的设计方法，它在新型室内

照明和城市照明中有非常好的应用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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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LED的5W MR16 LED灯具的

测试波形

一步改造和完善。当

局将面临选择：是全

面引进国外ADS-B空管技术，还是

在现有体制上改造，还是自主研发

ADS-B技术。无论采用何种方式，

都涉及到全面更新机载设备、调整空

管地面设施的结构、研发和生产技术

产品等，必须协调各方，整体推进，

还需要航空宏观政策的政策支持。出

于兼容现有机载设备、兼顾终极发展

目标的考虑，政策取向也会有所侧

重。近期待实现和完善的目标有：

·A D S - B技术实验计划的安

排；

·机载设备全面更新；

·实验基础上制定ADS-B应用

规则和服务程序；

·制定陆地区域ADS-B地面系

统的技术规范；

·西部地区ADS-B监视为主、

雷达监视为辅的管制策略(限制雷达布

局)[11]；

· 雷 达 管 制 地 区 建 立 基 于

ADS-B航迹处理的应急备份系统；

·积极推进空中交通管制一体化

建设[12]。

结语

ADS-B系统对空中交通管制的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冲突

检测和交通态势图显示，实现飞行器

相互监视和指挥能力，增加了航行的

安全性。通过有效减小飞行器在空

域内的最小间隔增大空域容量，提高

了空域资源的利用率。ADS-B良好

的通信功能和监视手段能更准时、及

时、连续的掌握飞行器动态，有效实

施管制。我国航空事业起步较晚，技

术力量薄弱，因地制宜，大力科学推

进ADS-B系统的实施有望迅速带来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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