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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ED和LED电源相关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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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特性
响应时间
允许功耗

LED的电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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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D的伏‑安（I‑V）特性是流过芯片PN结电流随施
加到PN结两端上电压变化的特性，它是衡量PN结性能
的主要参数，是PN结制作优劣的重要标志。

（2）LED具有单向导电性和非线性特性。

LED的伏‑安（I‑V）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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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电压UON

正向电流IF
正向电压VF

反向电压VR 

对LED较为重要的电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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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电压：电压在开启点以前几乎没有
电流，电压一超过开启点，很快就显出
欧姆导通特性，电流随电压增加迅速增
⼤，开始发光。开启点电压因半导体材
料的不同而异。GaAs是1.0V，GaAs1‑
xPx，Ga1‑xAlxAs⼤致是1.5V（实际值因x
值的不同而有些差异），GaP（红⾊）
是1.8V，GaP（绿⾊）是2.0V，GaN 为
2.5V 。

正向工作电流IF：它是指发光
二极管正常发光时的正向电流
值。在实际使⽤中应根据需要
选择IF在0.6·IFm以下。

正向工作电压VF：参数表中给出
的工作电压是在给定的正向电流
下得到的。⼩功率彩⾊LED一般是
在IF=20mA时测得的，正向工作
电压VF在1.5～2.8V。功率级LED
一般在IF=350mA时测得的，正向
工作电压VF在2～4V。在外界温度
升高时，VF将下降。

最⼤反向电压VRm：所允许加的最⼤反向
电压。超过此值，发光二极管可能被击
穿损坏。反向击穿电压也因材料而异，
一般在‑2V以上即可。

反向漏电：当加反向电压时，外加电场与内建
势垒电场方向相同，便阻⽌了多数载流⼦的扩
散运动，所以只有很⼩的反向电流流过管⼦。
但是，当反向电压加⼤到一定程度时，结在内
外电场的作⽤下，把晶格中的电⼦强拉出来，
参与导电，因而此时反向电流突然增⼤，出现
反向击穿现象。正向的发光管反向漏电流
IR<10μA以下反向漏电流IR（V= ‑5V）时，GaP 
为0，GaN 为10uA。反向电流越⼩，说明LED
的单向导电性能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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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LED响应时间是指：通一正向电流时开始发光和熄灭所延
迟时间，标志LED反应速度。
Ø响应时间主要取决于载流⼦寿命、器件的结电容及电路阻
抗。
ØLED 的点亮时间——上升时间tr 是指接通电源使发光亮度
达到正常的10%开始，一直到发光亮度达到正常值的90%所
经历的时间。
ØLED 熄灭时间——下降时间tf 是指正常发光减弱⾄原来的
10%所经历的时间。
Ø不同材料制得的LED响应时间各不相同；如GaAs、GaAsP、
GaAlAs 其响应时间⼩于10‑9S。因此它们可⽤在
10~100MHZ 的高频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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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当流过LED的电流为IF、管压降为UF ，那么，LED的实际
功率消耗P为：

                P=UF×IF 
ØLED工作时，外加偏压、偏流一部分促使载流⼦复合发出
光，还有一部分变为热，使结温升高。

Ø若结温⼤于外部环境温度时，内部热量借助管座向外传热，
散逸热量。

Ø为保证LED安全工作，应该保证实际功率在最⼤允许功耗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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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伏安特性的温度系数

LED的伏安特性并不是固
定的，是随着温度而变化
的，所以在恒压供电时，
LED电流随温度变化而变
化，因为LED的伏安特性
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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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分类：交流电AC，直流电DC；
电压U：单位：V（伏特）     U=I*R
电流I ： 单位：A （安培）    I =U/R
电阻R： 单位：Ω （欧姆）   R=U/ I
功率P：单位：W(瓦特）  对于直流电  P=U*I
功率因素PF：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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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日  本: 110V‑60Hz           中国⾹港: 200V‑50Hz   朝  鲜:220V‑60Hz
Ø 中国台湾: 110V‑60Hz      中  国: 220V‑50Hz        丹  ⻨: 220V‑50Hz
Ø 加拿⼤: 120V‑60Hz         中国澳⾨: 220V‑50Hz   德  国: 220V‑50Hz
Ø 菲律宾: 115V‑60Hz         挪  威: 220V‑50Hz        法  国: 220V‑50Hz
Ø 美  国: 110V‑60Hz           波  兰: 220V‑50Hz        意⼤利:220V‑50Hz
Ø 墨西哥: 127V‑60Hz         泰  國: 220V‑50Hz        芬  兰:220V‑50Hz
Ø 巴西:110V~220V‑60Hz   俄罗斯: 220V‑50Hz       韩  国:220V‑60Hz
Ø 缅甸: 230V‑50Hz           英  国: 240V‑50Hz
Ø 荷  兰: 230V‑50Hz           澳⼤利亚: 240V‑50Hz
Ø 新加坡: 230V‑50Hz         ⻢来西亚: 240V‑50Hz
Ø 以⾊列: 230V‑50Hz         科 威 特: 240V‑50Hz 

全球通⽤的LED驱动电源输入电压：85‑26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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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LED灯型号 IF（mA） VF(V) 功率（W） 光强（lm）

草帽头、⼦弹头 20（18）

3.0‑3.4

0.065
{0.2}

4‑5;
6‑7,
（17)

食人⻥ 20（18）
3020 20（18、20）

{三芯：18*3}3528

5050 20*3（18*3）
50*3

0.2
0.5

17
40

CREE（XR‑C、XR‑E）
Edison,
Helio

350 1(1.2) 70‑80

700 3(2.38) *1.6

SHARP 360 10.2 3.6 280

电压VF电流IF=功率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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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CE（EMC、LVD），环保 RoSH/WEEE，GS，全
球互认体系CB，德国VDE

美洲：UL，CUL，FCC，ETL，能源之星，加拿⼤CSA

亚洲：日本PSE，新加坡PSB，日本电磁兼容VCCI

中国：3C强制认证，中国CQC⾃愿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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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标志是一种安全认证标志，被视为制造商打开并进入欧洲市场
的护照。凡是贴有“CE”标志的产品就可在欧盟各成员国内销售，无
须符合每个成员国的要求，从而实现了商品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的⾃由
流通。 
在欧盟市场“CE”标志属强制性认证标志，不论是欧盟内部企业⽣产
的产品，还是其他国家⽣产的产品，要想在欧盟市场上⾃由流通，就必
须加贴“CE”标志，以表明产品符合欧盟《技术协调与标准化新方法
》指令的基本要求。这是欧盟法律对产品提出的一种强制性要求。 
欧盟27个成员国：法国、德国、意⼤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
国、丹⻨、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瑞典、芬兰、⻢
耳他、塞浦路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尼亚、爱沙
尼亚、拉脱维亚、⽴陶宛、罗⻢尼亚、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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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HS是由欧盟⽴法制定的一项强制性标准，它的全称是
《关于限制在电⼦电器设备中使⽤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该标准已于
2006年7⽉1日开始正式实施，主要⽤于规范电⼦电器产品
的材料及工艺标准，使之更加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
该标准的目的在于消除电机电⼦产品中的铅、汞、镉、六
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联苯醚共6项物质，并重点规定了
铅的含量不能超过0.1%。 　　

常见认证—ROHS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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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ED驱动电源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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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驱动电源是将电源转换为特定的电压电流以驱动LED发光的
转换器。通常情况下：LED驱动电源的输入包括高压工频交流、
低压直流、高压直流、低压高频交流（电⼦变压器的输出）。现
行LED驱动电源的输出⼤多为可随LED正向压降值变化而改变电
压的恒流电源。LED电源核心元件包括开关控制器、电感器、开
关元器件、反馈电阻、输入滤波器件、输出滤波器件，依据不同
的使⽤场所的要求，电源中可加入过压保护电路、输入⽋压保护
电路、LED开路保护、过流保护等特定功能电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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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按输入方式分类：交流输入式（AC），一般⽤于家⽤灯；
直流输入式（DC），一般⽤于汽车

Ø按设计方案分类：隔离式（特点是体积⼤，成本高，可
靠性高，效率差）；非隔离式（成本低，效率高，结构
简单，安全性能差）

Ø按输出特性分类：恒流式（输出电流不变）；恒压式
（输出电压不变）

Ø按安装位置分类：外置式（电源装在灯具外）、内置式
（电源装在灯具内）；

Ø按⽤途分：防⽔系列，不防⽔系列。

LED驱动电源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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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高可靠性：即要求电源运行稳定，故障率低，特别像LED
路灯驱动电源，装在高空，维修不方便，可靠性低维修花
费就高；

Ø高效率：LED是节能产品，驱动电源效率要高，对于电源
安装在灯具内的灯具内的结构，尤为重要，因为LED的发
光效率随LED温度的升高而下降，所以LED的散热很重要，
电源效率越高，其功耗就越⼩在灯内的发热量就越⼩，能
有效控制灯具的升温，对延缓LED灯的光衰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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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高功率因素：功率因素是电⽹对负载的要求，一般70W 以
下的⽤电器，没有强制性指标。虽然单一⼩功率LED灯对
电⽹的影响不⼤，但是晚上家家⼾⼾都点灯，同类负载太
集中，也会对电⽹产较⼤的污染。

Ø 驱动方式：
　现在流行的有两种，一种是一个恒压电源供多个恒流源，

每个恒流源单独给每路LED供电。这种方式组合灵活，一
路LED故障，不影响其他LED的工作，但成本略高。另一种
是直接恒流供电，LED串联或并联运行，这种电源优点是
成本低一点，但灵活性差，还要解决某个LED故障，不影
响其他LED运行的问题。这两种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并存
。多路恒流输出供电方式，在性能方面会比较好。是以后
的主流方向。

LED驱动电源一般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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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保护功能：电源除了常规的保护功能外，最好在恒流输
出中增加LED温度负反馈，防治LED温度过高。

Ø防护方面：灯具外安装型，电源结构要防⽔、防潮，外
壳要耐晒。防护等级要达到IP66以上

Ø超强的环境适应能力：如工作环境温度‑20~60℃ ，雷
击2KV等

Ø驱动电源的寿命：要与LED的寿命相适配；
Ø安规：要符合安规和电磁兼容的要求。一般有电路板的
产品都需过EMC，它是CE（欧盟强制认正）下的一个指
令，它包括EMI（产品对环境的辐射⼲扰）EMS（产品
的辐射抗⼲扰能力）。

LED驱动电源一般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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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LED驱动电源主要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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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驱动电源标牌图片

LED驱动电源主要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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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输入电压：输入电压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对于出口的LED
产品在选择电源时显得更加重要，因为每个国家的市电电
压是不同的，如美国是AC120V、日本是AC110V而中国是
AC220V，所以做出国产品时一定要了解出口所使⽤市电的
电压。市面上也有一种宽电源，其输入电压可以做到85V‑
265V。

Ø输出电压：输出电压是直流电压依据灯体的输入电压来选
择的，灯体需要电压是多少，则电源的输出电压必须与其
匹配，电压超高时会导致灯具损坏。

Ø输出电流：指电源输出端输出的直流电流值，恒流电源一
般要求标出恒流输出电流值。

   LED驱动电源主要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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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输出功率：指电源带负载的能力，功率越高那么带负载的能
力就越强。具体到灯具选电源时，电源功率怎样选择呢？选
择电源功率=灯具需求功率*1.3。因为电源的输出功率可能
会随温度及外围环境的变化产⽣波动，这个1.3就是给出的
预⼤系数，让电源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能正常工作。

Ø功率因素（PF）：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3W的LED电
源国标PF值为（0.5‑0.75），100W的LED电源国标的PF值
要求值为0.95

    功率因素校正（PFC）：为提高电源的功率因素，国家强制
电源厂家为电源安装PFC电路以提高电源的转换效率。

  LED驱动电源主要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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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防护等级（IP）：防护等级由两个数字组成，第一个数字表示产
品的防尘、防⽌外物侵入的等级，第二个数字表示产品防湿⽓、
防⽔侵入的密闭程度。数字越⼤，表示防护等级越高。

第一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
数字 意义 数字 意义
0 无防护 0 无防护
1 防⽌⼤于50mm的固体物侵入 1 防⽌滴⽔进入
2 防⽌⼤于12mm的固体物侵入 2 表示斜15度仍可防⽌滴⽔进入
3 防⽌⼤于2.5mm的固体物侵入 3 防⽌喷洒⽔进入
4 防⽌⼤于1.0mm的固体物侵入 4 防⽌飞溅⽔进入
5 表示防尘，完全防⽌外物侵入 5 防⽌喷射⽔进入
6 表示尘密，完全防⽌外物侵入且

完全防⽌灰尘侵入
6 防⽌⼤浪的侵入
7 防⽌浸⽔时的⽔侵入
8 防⽌沉没时的⽔侵入

  LED驱动电源主要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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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防雷等级：LED电源防雷主要指的是感应雷（感应雷：云层之间
的频繁放电产⽣强⼤的电磁波导致共模和差模⼲扰，影响电⽓
设备的正常运行）

   防雷I级：最⼤防雷等级为3KV，能吸收80%的电。

   防雷II级：线圈上并压玻璃管；

   防雷III级：加压敏电阻，TVS，高压放电管；

      LED驱动电源主要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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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LED串并联设计与电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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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的连线方式有四种：串联式， 并联式，串并混联式和多路混
联式。

LED串并联设计与电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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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ED电源须与灯板的设计相匹配
     一些客⼾先设计灯板，再找电源，发现很难有合适的电源，
要么电流太⼤，电压太⼩(如I>350mA,V<40V);要么电流太⼩，
电压太高(如I<40mA,V>180V)，造成的结果是发热严重，效
率低，或者输入电压范围不够。其实，选择一个最优良的串
并接方式，加在每个LED上的电压电流是一样的，那么电源
就能发挥最好的性能。   

2、LED的工作电流
     一般LED的额定工作电流20mA，有的工厂一开始就⽤到尽，
设计20mA，实际上此电流下工作发热很严重，经多次对比试
验，设计成17mA是比较理想的。N路并联的总电流=17 * N;         

LED串并联设计与电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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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ED的工作电压：
一般LED的推荐工作电压是3.0‑3.5V，经测试，⼤部分工作在3.125V，
所以按3.125V计算式比较合理的。M个灯珠串联的总电压=3.125* M ；

4、LED灯板的串并联与宽电压：
要使LED工作在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的范围AC85‑265V，则灯板的
LED串并联方式很重要。以目前广泛使⽤的非隔离的降压式电源为例，
在要求宽电压时，输出电压不要超过72V，输入电压范围是可以到达
85‑265V的。也就是说，串联数不超过23串。并联数不要太多，否则
工作电流太⼤，发热严重，推荐为6并/8并/12并。总电流不超过
240mA为好。

LED串并联设计与电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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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ED的串并联与PFC功率因素及宽电压的关系：
目前市场上的电源PFC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不带PFC专⽤电路
的，其PFC一般在0.65左右;第二种是带被动式PFC电路的，灯
板匹备得好，PFC一般在0.92左右; 第三种是带主动式PFC电路，
PFC可以高达0.99；第二种方案运⽤得最多。对于被动式PFC电
路：也叫做填⾕式PFC电路，其工作电压范围是交流输入电压
峰值的一半。如输入是180V，其峰值是180*1.414=254V，峰值
电压的一半是127V，再减去降压式的压差30V,其最⼤输出是
90V，所以LED灯珠串联数最多28串。因此，要想得到比较⼤的
功率因素，灯珠的串联数不能太多，否则，就达不到低电压的
要求。 

LED串并联设计与电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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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SLT10‑350IF一个额定输出电流为DC 0.35A，额定功率为
10W电源，耗散功率为65mW，正向电为0.02A的⽩光LED，可怎
样配置灯珠？
每条⽀路的LED个数：10W÷0.35A = 28.6V

   65mW ÷ 0.02A =3.25V； 28.6V ÷ 3.25V =8个

　并联⽀路数 ：0.35A ÷0 . 02 =18

    即可以并18组，每组8个LED串接，共8 × 18=144个LED。

LED串并联数的工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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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LED驱动电源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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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输入式LED恒流驱动电源的基本电路模块构成

LED驱动电源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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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驱动电源的基本构成主要由以下5部分构成：

Ø输入整流滤波器（从交流电到输入整流滤波器的电路）；

Ø功率开关管(VT)及高频变压器(T)；

Ø控制电路（PWM调制器），含振荡器、基准电压源（UREF）、
误差放⼤器和PWM比较器，控制电路能产⽣脉宽调制信号，
其占空比受反馈电路的控制

Ø输出整流滤波器；

Ø反馈电路。

        还有偏置电路、保护电路等。其中，PWM调制器为恒压式
LED驱动电源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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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宽调制式开关电源的工作原理如下图所示。

脉宽调制式开关电源的工作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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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220V交流电u⾸先经过整流滤波电路变成直流电压U1；

ØU1再由功率开关管VT斩波、高频变压器T降压，得到高
频矩形波电压；

Ø最后通过整流滤波后获得所需要的直流输出电压Uo；

Ø脉宽调制器能产⽣频率固定而脉冲宽度可调的驱动信号，
控制功率开关管的通、断状态，进而调节输出电压的高
低，达到稳压目的；

Ø锯⻮波发⽣器⽤于提供时钟信号；

ØUj为锯⻮波发⽣器的输出信号。

脉宽调制式开关电源的工作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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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利⽤取样电阻、误差放⼤器和PWM比较器形成闭环调节
系统。输出电压U0经R1、R2取样后，送⾄误差放⼤器的
反相输入端，与加在同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UREF进行比
较，得到误差电压Ur，再⽤Ur的幅度去控制PWM比较器
输出的脉冲宽度，最后经过功率放⼤和降压式输出电路
使Uo保持不变；

脉宽调制式开关电源的工作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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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当UO由于某种原因而升高时，则
Ø当UO由于某种原因而降低时，则

脉宽调制式开关电源的工作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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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输入式LED恒流驱动电源的基本原理
Ø85~265V交流电经过输入整流滤波器获得直流高压，接⾄高频
变压器一次绕组的一端，一次绕组的另一端接功率MOSFET的
漏极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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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漏极钳位保护电路由瞬态电压抑制器(TVS)、阻塞二极管
VD1组成，当MOSFET关断时可将高频变压器漏感产⽣的
尖峰电压限制在安全范围以内，对功率MOSFET起到保
护作⽤；

Ø二次绕组的输出电压经过VD2整流，再经过C2滤波后获
得恒流输出IO；

Ø反馈及恒流控制电路采⽤一次侧恒流控制方式，其特点
是反馈绕组、一次绕组均与二次绕组隔离，并通过反馈
绕组电压来监控输出电压，因此它不需要在二次侧接入
电流取样电阻和二次侧反馈电路，可省去光耦合器、二
次侧恒流控制环及反馈环路的相位补偿电路，具有电路
简单、成本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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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电路 电路作⽤ 电路主要构成

输入整流滤波器 衰减电⽹与开关电源对彼此的噪声⼲扰  二极管整流
电容滤波

漏极钳位保护电
路

开关管工作时对加在MOSFET管漏极
上的尖峰电压进行钳位或者吸收，
保护MOSFET管

电压抑制器TVS
阻塞二极管 

高频变压器 高频电路中实现能量传递、电压变换、
电⽓隔离

铁芯（或磁芯）
线圈绕组

降压恒流输出 将高电压直流调制成低压直流稳定输出
的电路

开关管、PWM控
制、电容 

PFC电路 提高整个电源的PF值，即提升电源功
率因素

电感、电容

LED驱动电源的设计

LED驱动电源中常见功能电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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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电路 具体电路 功能

保护电路

输出电压保护（OVP） 利⽤晶闸管或稳压管限制输出电压

输入⽋压保护（UVP） 利⽤光耦合成器或反馈绕组，在
输入电压过低时实现⽋压保护

软启动电路 刚上电时利⽤软启动电容 使输出电
平平滑地升高

过热保护（OTP） 通过温感调控器降低LED电流，防⽌
因LED过热损坏

浪涌保护电路 保护LED灯串在电源刚上电或带电插
拔时的瞬间高压。

输入保护电路 防⽌雷击时感应雷产⽣的高压损坏
电源电路

LED驱动电源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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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的温度与寿命

LED电源是电⼦产品，其寿命在很⼤程度上取决于最高工作温
度，温度越高寿命越短，而且电源本⾝也存在能量消耗，具
体表现为发热。所以在安装使⽤过程中，要避免安装在高温
的环境中，并尽可能采⽤各种散热方式加强散热，降低机体
温度才能使电源的寿命增⻓。

为了延⻓电源的使⽤寿命，在电源设计时应尽可能降低电源的
工作温度。在具体使⽤上，由于环境条件所限制，不能达到
理想状态时，要根据热传递的机理，尽可能创造各种有利于
热传递的方式进行散热，使电源的工作温度正常，才能有利
于电源的寿命，否则会缩短电源寿命甚⾄损坏电源。

LED驱动电源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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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不要使⽤双极型功率器件：由于双极型功率器件比ﾠMOSFET便宜，
所以一些设计师为了降低LED驱动成本而使⽤双极型功率器件，这
样会严重影响电路的可靠性，因为随着LED驱动电路板温度的提升，
双极型器件的有效工作范围会迅速缩⼩，这样会导致器件在温度上
升时故障从而影响ﾠLED灯具的可靠性，正确的做法是要选⽤
MOSFETﾠ器件，MOSFETﾠ器件的使⽤寿命要远远⻓于双极型器件；

ØMOSFET的耐压不要低于700V：耐压600V的MOSFET比较便宜，很
多认为LED灯具的输入电压一般是220V，所以耐压600V⾜够了，但
是很多时候电路电压会到340V，在有浪涌的时候，600V的MOSFET
很容易被击穿，从而影响了LED灯具的寿命，实际上选⽤600V 
MOSFET可能节省了一些成本但是付出的却是整个电路板的代价，
所以尽量不要选⽤600V耐压的MOSFET,最好选⽤耐压超过700V的
MOSFET；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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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高可靠的工业⽤途尽量避免使⽤电解电容：LED驱动电路中到
底要不要使⽤电解电容？对于不太关注调光功能、高温环境
及需要高可靠性的工业应⽤来说，建议不采⽤电解电容进行
设计。实际上使⽤ﾠPI的LinkSwitch‑PH就可以省去电解电容，
PI的单级PFC/恒流设计可以让设计师省去⼤容量电容，在输
出电路中，可以⽤高耐压陶瓷电容来代替电解电容从而提升
可靠性；

Ø尽量使⽤MOSFET器件：如果设计的ﾠLEDﾠ灯具功率不是很高，
建议使⽤集成了MOSFET的LED驱动芯片，因为这样做的好处
是集成MOSFET的导通电阻⼩，产⽣的热量要比分⽴的少。
另外，就是集成的MOSFET是控制器和FET在一起，一般都有
过热关断功能，在MOSFET过热时会⾃动关断电路达到保护
LEDﾠ灯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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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尽量使⽤单级拓扑结构电路：有些LED电路采⽤了两级架构，
即“PFC（功率因数校正）+隔离DC/DC变换器”的架构，这
样的设计会降低电路的效率。例如，如果PFC的效率是95%，
而ﾠDC/DC部分的效率是ﾠ88%，则整个电路的效率会降低到
83.6%。PI的LinkSwitch‑PH芯片一个725V MOSFET和
MOSFET驱动器集成到单个封装中，将驱动电路的效率提升
到87%。这样的器件可⼤⼤简化电路板布局设计，最多能省
去传统隔离反激式设计中所⽤的25个元件，省去的元件包括
高压⼤容量电解电容和光耦器。LED两级架构适⽤于必须使⽤
第二个恒流驱动电路才能使PFC驱动LED恒流的旧式驱动器。
这些设计已经过时，不再具有成本效益，因此在⼤多数情况
下都最好采⽤单级设计。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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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LED驱动电源高可靠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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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电⼦元器件老化：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LED、连接
器、IC等器件开路、短路、烧毁、漏电、功能失效、电参数
不合格、非稳定失效等各种失效问题；

ØPCB质量问题：PCB爆板、分层、开路、短路等PCB失效问题；

ØLED电源散热不良：驱动电路由电⼦元件组成，少数元件对温
度非常敏感。如电解电容，通行的电解电容寿命估算公式为
“温度每降低10℃ ，寿命增加一倍”，散热不良很可能导致
其寿命⼤⼤缩短。尤其是对于内置式电源（放在整灯内的电
源），发热量⼤的电源会增加整灯的导热、散热压力，LED的
温度将升高，其光效和寿命将⼤⼤降低。在设计中要综合考
虑LED的散热和电源的散热，整体控制灯具的升温，这样才能
设计出较好的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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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电源设计中的问题
ü功率设计：虽然LED光效高，但是还有80%～85%的热能损耗，致使

灯具内部有20～30K的温升，如果室温在25℃，灯具内部则有45～
55℃，电源⻓时间在高温环境下工作，要保证寿命就必须加⼤功率裕
量，一般留存1.5～2倍的裕量；

ü元件选型：灯具内部温度在45～55℃时，电源内部温升还有20℃左右，
则元件附件的温度要达到65～75℃。有些元件在高温时参数会漂移，
甚⾄寿命会缩短，所以器件要选择能在较高温度下⻓时间使⽤的，特
别是电解电容；

ü电性能设计：开关电源针对LED的参数设计，主要是恒流参数，电流的
⼤⼩决定LED的亮度，如果批量电流误差较⼤，则整批灯的亮度不均匀。
而且温度的变化也能致使电源输出电流偏移。一般批量误差控制在
±5%以内，才能保证灯的亮度一致，LED的正向压降有偏差，电源设
计的恒流电压范围要包含LED的电压范围。多个LED串联使⽤时，最⼩
压降乘以串联数量为下限电压，最⼤压降乘以串联数量为上限电压，
电源的恒流电压范围要比这个范围稍宽些，一般上下限各留1～2V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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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PCB板设计：LED灯具留给电源的尺⼨较⼩(除非电源是外置的)，所以在
PCB设计上要求较高，要考虑的因素也较多。安全距离要留够，要求输入
和输出隔离的电源，一次侧电路和二次侧电路要求耐压1500～2500VAC，
在PCB上⾄少要留够3mm的距离。如果是金属外壳的灯具，则整个电源
的布板还要考虑高压部分和外壳的安全距离。如果没有空间保证安全距离
就要利⽤其他措施保证绝缘，比如在PCB上打孔、加绝缘纸、灌封绝缘胶
等。另外布板还要考虑热量均衡，发热元件要均匀分布，不能集中放置，
避免局部温度升高。电解电容远离热源，减缓老化，延⻓使⽤寿命；

Ø 雷击损坏：雷击所形成的雷击浪涌冲击是一种瞬态波，属于瞬变⼲扰，可以
是浪涌电压，也可以是浪涌电流。其波形特征是先快速上升然后慢慢下降。
这种现象会对电源产⽣致命的影响，其产⽣的瞬间的浪涌冲击远远超出一般
电⼦器件的电性应力，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电⼦元件损坏 ；

Ø 电⽹电压超出电源负荷：⽀路中有⼤型动力设备时，在⼤型设备启停时，电
⽹电压会剧烈波动，甚⾄导致电⽹不稳。当电⽹瞬时电压超过310VAC时有可
能损坏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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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故障现象 原因 排除办法

1 电源发热
异常

① 过载，接负载不匹配；
② 超出电源额定环境温度
运行；
③ 电源外壳热量没法传递
出去

① 检查负载与电源的匹配情况，负载量应是
电源额定功率的20%~90%为佳；
② 确认环境温度是否在说明书的有效范围内；
③ 按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电源的尽量在
通风和有热的导体传送

2 电源无法
启动

① 接线是否正确，电源线
是否接好；
② 线路电压与电源输入电
压不符；
③ 在超出电源额定低温下
运行

① 需确认接线要正确；
② 请确认电⽹电压与电源电压是否一致；
③ 确认环境温度是否超出低温范围

3 电源通电
后有响声

① LED负载与电源不匹配；
② 负载出现短路现象；

① 确认LED接线方式及功率与电源功率的匹
配情况；
② 检查电源输出端及负载是否存在短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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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故障现象 原因 排除办法

4
电源通电
后有LED出
现闪烁现
象

① LED负载与电源不
匹配；
② LED负载过轻

① LED模组的额定工作电压、工作电流是否在电源
范围内；
② 检查负载与电源的匹配情况，负载量应是电源
额定功率的20%~90%为佳

5
使⽤一段
时间后出
现无法工
作

① 出现保护动作；
② 电源损坏

① 使⽤万⽤表电阻检查电源的输入端、输出端无
异常后重新接上电源做确认；
② 确定是电源损坏如出现烧毁、炸机、变形现象，
就需要更换新的电源

6
接上电源
出现炸机
现象

① 电源接线接反；
② 电⽹电压明显超出
电源输入电压

① 确认接线是不是把电源的输出端当作输入端接
上了；
② ⽤万⽤表电压档位确认电⽹电压是否在电源铭
牌上所示的输入电压范围

7 通电无反
应

① 输入电压低于电源
额定工作电压；
② 负载与电源不匹配
③ 接线头太脏；
④ 运输或搬运过程中
造成机械损坏

① ⽤万⽤表电压档位确认电⽹电压是否低于电源
铭牌上所示的输入电压范围；
② 检查负载与电源匹配情况，负载量应是电源额
定功率的20%~90%为佳；
③ 检查电源输入、输出线的接线端⼦是否氧化
④ 确认电源机⾝是否变形、断裂异常情况

LED驱动电源常见的故障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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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关注！


	Slide 1 
	主要内容
	一、LED和LED电源相关的知识
	LED的电学特性
	Slide 5 
	Slide 6 
	Slide 7 
	Slide 8 
	Slide 9 
	Slide 10 
	响应时间
	Slide 12 
	允许功耗P
	为什么LED要使用恒流源？
	基本电气知识说明
	世界部分地区交流电供电参数
	常见LED灯基本电气参数
	LED常见认证与安规
	常见认证—CE认证
	Slide 20 
	二、LED驱动电源简介
	LED驱动电源简介
	Slide 23 
	LED驱动电源一般特性要求
	Slide 25 
	Slide 26 
	三、LED驱动电源主要性能参数
	Slide 28 
	Slide 29 
	Slide 30 
	Slide 31 
	Slide 32 
	Slide 33 
	Slide 34 
	Slide 35 
	Slide 36 
	Slide 37 
	Slide 38 
	Slide 39 
	Slide 40 
	Slide 41 
	Slide 42 
	Slide 43 
	Slide 44 
	Slide 45 
	LED驱动电源的设计
	Slide 47 
	Slide 48 
	Slide 49 
	Slide 50 
	Slide 51 
	Slide 52 
	Slide 53 
	六、LED驱动电源高可靠性设计
	Slide 55 
	Slide 56 
	LED驱动电源失效分析
	LED驱动电源常见的故障及原因
	Slide 59 
	感谢您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