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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ＤＢＤ型臭氧发生器电源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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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一种用于臭氧发生器工业装置的供电电源。给出了电源的主电路、控制电路和驱动电路设计过程。
电源主电路由ＩＧＢＴ构成的Ｈ桥式电路组成；控制电路由集成锁相环ＣＤ４０４６构成；驱动电路采用了智能集成驱动
器２ＳＤ３１５Ａ。设计出的臭氧发生器电源能满足大功率臭氧发生装置的要求，装置现场运行稳定可靠。
关键词：臭氧发生嚣；逆变电源；控制电路；驱动电路
中图分类号：ＴＮ８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００Ｘ（２００７）０２～００６６—０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Ｐｏｗｅｒ ＤＢＤ Ｏｚｏ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ｒ

ＷＡＮＧ
（１．Ｓｈａｏｙ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ｏｏｙ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ｄ

ＩＧＢＴ，ｔｈｅ

ｏｎ

Ｙｕｅ．ｑｉｕ。ＴＡＮＧ Ｊｉｅ

４２２４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８２，Ｃｈｉｎａ）
ｏｚｏ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ｔｅｄ．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Ｈ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ｅｄ ｐｈａｓｅ ｌｏｃｋｅｄ ｌｏｏｐ ＣＤ ４０４６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ｉ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ｅ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ｏｄｕｌ ２ＳＤ３ １ ５Ａ．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ｐｏｗｅｒ

ｏｚｏ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ｚｏ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ａｎ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ｓ ｓｔｅａｄ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ｚｏ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ｉｎｖｅｒｔ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ｉｒｃｕｉｔ；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ｉｕｅｕｉ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ｏ．０６Ｃ６０３）

１前

组成。这里以某实际工程应用为背景，重点讨论了

言

介质阻挡放电（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简

ＤＢＤ型臭氧发生器电源的主电路、控制电路和驱

称ＤＢＤ）作为臭氧的主要工业化生产方法．在实际

动电路设计．并给出设计过程中的实验波形。

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臭氧应用领域的日

２系统组成

益扩大。对ＤＢＤ臭氧发生技术和应用进行了深入

图１示出研究的ＤＢＤ型臭氧发生器电源系统

的研究。例如：对发生器负载特性及模型的研究【Ｉｊ．

框图。整个电源系统主要由三相不可整流桥、Ｈ桥

对电源整体方案的选择，对输出功率控制方案和软

式逆变器、输出中频变压器、控制电路和驱动、保

开关的研究，以及如何提高电源频率等。在电源的

护电路组成。

整体方案中有采用串联谐振式逆变器的［２１．也有采
用并联谐振式逆变器的【３１，但以串联谐振式逆变器
为主。输出功率控制方案的研究也是近几年来
ＤＢＤ型臭氧发生器电源研究的热点。
臭氧发生器装置主要由气源系统、电源系统、
控制系统组成。用于臭氧发生器的供电电源．其性
图１

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臭氧的浓度和产生臭氧的效

率。研制满足高产量臭氧发生器装置用的供电电源
是臭氧发生器中的关键技术之一。ＤＢＤ型臭氧发
生器电源系统主要由主电路、控制电路和驱动电路

３

ＤＢＤ型臭氧发生器电源系统框图

ＤＢＤ型臭氧发生器电源主电路设计

３．１主电路设计
图２示出主电路原理图。主要由整流电路、ＬＣ

滤波电路、逆变电路、隔直电容、补偿电感和中频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资助项目（０６Ｃ６０３）
定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８—２１
作者简介：王跃球（１９６７一），男，湖南武岗人，硕士，讲师。研
究方向为控制工程、电力电子技术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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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组成。由于电源的输出功率控制采用移相
ＰＷＭ控制方案，输出功率的调节由逆变电路实现．
所以整流电路采用了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电路．

大功率ＤＢＤ型臭氧发生器电源的研审ｌ

这样便可克服晶闸管相控整流方式深控下网侧功
率因数低和动态响应慢的缺点。滤波电路采用了
ＬＣ滤波电路。整流滤波电路的作用是为后面的逆
变电路提供平滑的直流电压。滤波电感三除了起
滤波作用外，在开机时还起到了抑制浪涌电流的

作用。考虑到电源的输出功率比较大，逆变电路采
用了全桥结构。全桥逆变器由ＶＴ。～ＶＴ４ ４个功率开
关管组成，完成直流电压到方波电压的变换，在移

相ＰＷＭ控制方式下为中频变压器提供脉宽可调
的交流方波电压。在逆变桥中选用了ＩＧＢＴ作为主
出
波

功率开关管器件。补偿电感厶与发生器的负载等
效电容一起构成了谐振回路。
图４驱动电路原理图

４基于ＣＤ４０４６的频率跟踪移相控制

Ａ
Ｂ

电路设计

Ｃ

图５示出串联谐振式逆变器工作于容性状态时
的频率跟踪移相ＰＷＭ控制电路原理框图。负载电
图２主电路原理幽

流ｉ。经过零

３．２基于２ＳＤ３１５Ａ的驱动电路的设计

比较器后转

（１）驱动电路原理框图

换成与蠢同

驱动电路采用智能集成驱动器２ＳＤ３１５Ａ，它集

频同相的方

驱动与保护功能于一体，使用方便，功能强大，缩

波。然后将该

短了电源的开发周期。图３示出驱动电路原理框

方波作为锁

图。２ＳＤ３１５Ａ具有两个驱动通道，因此在该系统中

相环的输入，锁相环的输出直接用作基准臂功率管

需要用两个

Ｖ Ｔ】的驱动控制信号，锁相环的输出经反相后作为

２ＳＤ３１５Ａ集成

基准臂功率管ＶＴ２的驱动控制信号。锁相环的输出

驱动器。逆变

同时还作为移相控制电路的输入．移相控制电路的

器的负载电流

输出输入到第二个锁相环电路，第二个锁相环的输

图３驱动电路原理框图

经过零比较器

变换成方波信号后分两路进入２ＳＤ３１５Ａ驱动器，
一路经锁相环电路直接作为２ＳＤ３１５Ａ（１）的输入，

２ＳＤ３１５Ａ（１）的输出用以驱动基准臂功率开关器件
ＶＴ，和ＶＴ２；另一路经移相电路和锁相环电路后才
进入２ＳＤ３１５Ａ（２），２ＳＤ３１５Ａ（２）的输出用以驱动移

出为移相臂功率管ＶＴ４的驱动控制信号．经反相后

作为移相臂功率管ＶＢ的驱动控制信号。这样就能
保证基准臂功率管的驱动控制信号始终与负载电流
同频同相（或反相），也能保证在移相角一定的条件
下移相臂功率管的驱动控制信号与负载电流的相位

关系。因此实现了负载频率的自动跟踪。图６示出频
率跟踪移相控制电路ＩＧＢＴ的触发脉冲波形。

相臂功率开关器件ＶＴ３和ＶＴ４。
（２）驱动电路接线图
图４示出驱动电路外围接线图。图中只绘出
了一个桥臂的驱动电路原理图，另一桥臂的驱动

图５频率跟踪移相控制电路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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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与该驱动电路的接线方式相同，只是输入的

方波信号不同。２ＳＤ３１５Ａ工作于半桥方式，图中各

ＵｇＶ＋Ｉ＿２

ＵｇＶｑ ３，ＵｇＶｌ ４

“

元器件的参数可参考瑞士ＣＯＮＣＥＰＴ公司的用户
ｌｌｇＶＹ３

］厂］广］一

手册。
图６频率跟踪移相控制电路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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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实验结果
将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方波信号输入到图７的频
率跟踪移相ＰＷＭ控制电路中。用示波器观察各点

波形。图９ａ示出未加ｃ，时锁相环第７脚上的锯齿
波电压Ｍ，和ＬＭ３１１的输出电压ＵＩ．Ｍ３，。实验波形。将
图９ａ的波形细化展开可得到图９ｂ的Ｍ，和ｔｔｌ．Ｍ３，，实

验波形。图９ｃ，ｄ示出有一定移相角时和满功率输出
时逆变器的输出电压‰和负载电流ｉ。实验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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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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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了大功率ＤＢＤ型臭氧发生器电源的
主电路和控制电路设计过程；给出设计过程中的实
验波形，并对其波形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图８移相控制电路波形图

电路中的ＣＤ４０１０６除了对比较器ＬＭ３１１的输

出波形进行整形外，还有抗干扰的作用。由于ＣＤ４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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