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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显示器基本原理 

本章主要是针对初学者而编写的,所写内容是最基本的理论知识且不涉及很多的数学公式,

只是定性地进行基本原理的阐述,易学易懂,比较容易握;另一方面本章的内容对每一个显示器

维修工作者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知识,因此这一章的内容又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节  显示器概况 

一.显示器发展概况 

显示器的发展是伴随计算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颜色方面由(单色、绿色、黄色、琥珀

色、纸白色)发展到彩色。单色显示器由单色发展到多灰度（16 个灰度）单色显示器，VGA 单

色显示器而后发展为VGA 多频单色显示器，彩色显示器最初只有4 色，很快发展到8 色→ 16 色

→ 64 色→ 2
n
颜色。（从理论上讲颜色是无限的）,目前大屏幕可到数万种颜色。 

在分辨率方面：从低分辨率(320×200) 到中分辨率640×200 → 640×350 →640×400,

到高分辨率640×480→ 800×600→ 1024×768, 发展到超高分辨率1280×1024→ 1280×1280

→1600×1280 以上。 

显示方式为CGA→EGA（ EGA Enhanced Graphic Adaptor）→VGA（Video Graphic Adaptor）

→  SVGA（Super Video Graphic Adaptor）→ 8514/A → TVGA →  XGA ，VISA 等。输入信

号从分离式的TTL 发展为模拟信号（Analog）。 

在扫描频率方面：行扫描（又称水平扫描）从单一频率到多频自动跟踪，其扫描范围从

15.8kHz 到120kHz 甚至更高,场扫描频率从50Hz 到120Hz ,甚至更高。 

在显像管方面：从黑白显像管发展到彩色显像管，从三枪到单枪，从曲面发展到平面，直

角显像管点距（玻璃体上色点之间的距离称为点距）从0.6mm 以上,很快发展为0.39mm →0.31mm

→  0.25mm →0.21mm, 甚至更小。显像管点距越小，显示器的分辨率越高，显像管的价格越贵。

显示器分辨率的高低除了与显像管的点距有关外，还与显示适配器（又称彩色显示控制卡，现

在都作在主机板上）有关，即显示控制卡的分辨率。显像管的尺寸大小向两个方向发展：大屏

幕发展到20 英寸以上，小屏幕小到9 寸以下。 

在电路方面：从分离元件 →到局部采用集成电路，比如行场振荡采用集成电路→ 到显示

器各组成部分（电源扫描电路、同步信号处理电路、视频信号处理电路等）均有→部分电路采

用了集成电路；从小规模集成电路→  中规模集成电路→ 大规模集成电路→ 到超大规模集成

电路（SLSI ）以及微电脑的应用。 

在元器件方面：是从电子管 →晶体管→从大型元件→ 小型元件→超小型元件（电阻、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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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电感、集成电路等）采用贴片技术，使得体积更小，提高了可靠性。 

显示器在应用方面：也越来越广泛而且在向高科技领域发展，如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电脑辅助生产制造（CAM）、各种工作站（EWS0）、办公自动化（OA） 系统、高档微机监控系

统和空中遥感绘图分析多媒体等。 

下面用原理方块图说明显示器的发展概况，如图1.1 所示： 

 

二：显示器种类 

显示器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平板式显示器，主要包括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显示器、真空荧

光显示器、电致发光显示器等，其中液晶显示器在笔记本电脑中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二是

阴极射线管CRT 显示器。本书只介绍这类显示器。阴极射线管显示器的分类方法有几种，下面

作具体说明： 

1、 按显示颜色分类可分为单色显示器和彩色显示器两种。 

单色显示器屏幕所显示字符(或图形)的颜色取决于显像管玻璃体所涂荧光粉的颜色,有绿

色(Green )、黄色（Yellow）、 琥珀色（Amber）、 纸白色（Paper White）， 该类显示器称

为多灰度单色显示器。单色显示器有12 英寸、14 英寸的，还有超小型VGA 多频单色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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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显示器体积小、重量轻、图像清晰，最适用于户外或流动性强的工作场合。单色显示器由

于价格便宜，曾经很受银行和邮电部门的欢迎。 

彩色显示器所采用的彩色显像管有荫罩管，自会聚管，而荫罩管已逐渐被淘汰。彩色显示

器可给出无限种颜色，因此显示的图形效果令人满意，由于彩色显像管的成本高而造成彩色显

示器的价格较贵，特别是17 寸以上的大屏幕彩色显示器就更贵了。但是近两年由于市场竞争价

格大幅度下降。 

2 按显示卡分类可分为5 种。 

（1） MDA 单色显示器，与之相配合使用的是IBM PC 微机和单色显示适配卡（Monochrome 

Display Adapter）， 它只能提供文本方式，分辨率为720×350 ，行频为18.432kHz， 场频为

50Hz。 而大力神（Hercules） 单色显示适配卡具有图形显示功能，分辨率为720×350， 后来

又有多灰度单色显示器。 

（2） CGA 彩色显示器分辨率为640×200，行频为15.8kHz ，场频为60Hz。现在基本被淘

汰。 

（3） EGA 彩色显示器分辨率为640×350，行频为21.8kHz，场频为60Hz 。现在基本被淘

汰。 

（4） VGA 彩色显示器与之配合使用的显示卡是VGA（Video Graphic Array）卡，其分辨

率为640×480、 640×400、640×350，行频为31.5kHz，场频为60Hz/70Hz。 可显示颜色为256 

种，另外有VGA 单色显示器，这两种显示器所运行的应用程序可互换，它们的输入信号均为R、

G、B 模拟信号。单色显示器用灰度表示彩色信号。 

（5） 多频显示器，多频显示器由美日两国在80 年代率先推出。多频显示器可与任何显示

视配卡直接相连。多频显示器首先推出的是TTL 信号输入的双频显示器，显示方式有CGA 和EGA

两种。例如AST、IBM、COMPAQ、GW 等公司都曾生产过该种显示器。很快又推出TTL 和VGA 两用

显示器，这种显示器的频率范围还不高，只有31.5kHz。随后VGA 双频显示器就出现了即所谓SVGA 

显示器它的频率上升为35.52kHz，分辨率为800×600， 并兼容标准VGA。随着计算机及其应用

的迅速发展，对显示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CGA、EGA 两种显示器也已逐渐被淘汰，于是VGA 多

频显示器就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和发展，目前据悉它的行频可达到120kHz 甚至更高，场扫描

频率可达120Hz 或更高。 

3． 按扫描频率分类。 

可分为单频显示器和多频显示器。 

（1） 单频显示器行扫描频率固定不变。各种型号的显示器开始都是单频显示器，后来发

展为多频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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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频显示器，它是目前市场上最流行的显示器，也是今后显示器发展的方向。 

4. 按输入信号分类可分为两种。 

（1）数字TTL 显示器，这种显示器的输入信号是分离式的TTL 脉冲信号，其输入视频信号

最多有6 个（R、G、B各两个）。最多可显示颜色为24 

 =64， n 为视频信号的个数，最少

为3 个，最多为6 个。CGA、EGA 彩色显示器就属于这一类。 

（2）模拟（Analog ）显示器，其视频输入信号只有三个模拟信号。这种显示器从理论上

讲可显示无穷多的色彩，但实际上要受彩色显示控制卡显示能力的限制。这种显示器是今后发

展的方向。 
显示方式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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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扫描问题 

对于扫描问题，在这里不讲具体电路的工作原理，而是对逐行扫描和隔行扫描做些介绍，

以便更多人了解什么叫逐行扫描和隔行扫描，为什么电视采用隔行扫描方式，为什么有的显示

器采用逐行扫描，有的显示器采用隔行扫描，而同一种型号显示器为什么既可采用逐行扫描又

可采用隔行扫描等。 

电子束在显像管荧光屏上的有规律的运动叫扫描。电子束在显像管荧光屏上作水平方向的

扫描，通常叫水平扫描或行扫描，本章采用行扫描这个术语：电子束在显像管荧光屏上作垂直

方向的扫描，通常叫垂直扫描或场扫描。本章采用场扫描这个术语。 

显示器的扫描与电视一样，扫描方式是从左到右自上而下地扫描。在水平方向先从左到右

进行正程扫描，接着快速从右端回到左端完成一周工作，整段时间称为“行扫描周期”，其重

复频率叫“行频”用fH 表示。在垂直方向先自上而下进行正程扫描，接着快速从下端回到上端

完成一周，工作整段时间称为“场扫描周期”。 其重复频率叫“场频”，以fv 表示。一般人的

眼睛对低于46Hz 的频率会感到屏幕在闪烁，为了克服这种闪烁我国电视采用隔行扫描，而有的

显示器也采用隔行扫描，我国电视采用625 行制，在垂直方向上将一帧图像分成625 行来传送，

规定一秒钟内将图像由上而下地传送25 遍，传送一遍叫一帧，因此帧频是25Hz 。25Hz 的扫描

频率对人来讲太不适应了，于是将625 行分成两次传送，每次传送312.5 行（叫做一场），因

此场频是50Hz 。满足隔行扫描的条件是场频与行频之间要满足下式关系： 

fH =（ n + 1/2 ）fv 

假设fz 表示“帧频”， 因为fv 等于fz 的两倍，所以有 

fH =（ 2n + 1  ）fz 

实际扫描过程是连续不断的，所谓隔行是指在一幅画面上，扫描时间相继的两行是落在相

隔一行的空间位置上。对于逐行扫描帧频与场频是一样的。若采用隔行扫描，一幅中的第一场

扫描奇数行（第1、3、5、7、9……行），第二场扫描偶数行（第2、4、6、8……行）。隔行扫

描用示意图表示，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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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编号1 2 3……表示扫描的时间顺序，两边的编号①、②、③……表示扫描行的空间顺

序（位置）。实线表示正程扫描轨迹，虚线表示逆程扫描轨迹。从图可见，第一场扫描了①、

③、⑤……⑨ 行，第5 行开始不久转入垂直逆程，第6 行开始一段之后转入垂直正程，第二场

开始，第7 行至第10 行，扫描了③、④、⑥…… ⑧行，第10 行结束。第二场转入逆程，逆程

结束转入第三场。第三场的扫描与第一场完全重合，第四场的扫描与第二场完全重合。以后重

复进行。显示器的扫描频率与扫描线数的关系与电视相同。但显示器的垂直分辨率与扫描线数

不完全是一个概念。 

四、显示方式与行场频率的关系 

在行场扫描问题中已讲到我国电视标准行扫描频率为15625Hz， 场扫描频率为50Hz 每场的

扫描线数为312.5 线，即 

行频/场频= 15626/50 = 312.5 线 

因为电视采用隔行扫描，每一帧画面（一幅画面）分两次扫描完成625 线，电视隔行扫描

理论对显示器完全适用。 

计算机的组成可分成三部分，即计算机主机、显示系统和电源。原理方框图如图1.3所示。 

 

 

 

 

显示系统包括显示控制卡和显示器。显示控制卡输送给显示器的信号有行、场同步信号，

以保证显示画面的稳定有序，R、G、B（ TTL 或Analog 信号）输送给显示器可随时观察计算机

的工作过程和结果。显示卡的晶振频率（或2 分频，4 分频等）决定了点频（点周期），显示

卡的总偏程值决定了每行最高点数和垂直行数，而点频决定了行场频率。显示系统的显示方式

首先（最主要的）是由显示卡决定行、场扫描频率，每行最高可显示点数和每场有可显点的最

高行数，实际上还要看显示器显像管荫罩孔的数目和显示器荧光屏有效尺寸以及视频信号通道

的带宽是否满足要求。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显示卡的制作决定了显示方式，包括：行、场频率

及其信号极性、分辨率、视频信号（TTL 或Analog 信号）。比如CGA 卡行频为15.85kHz，分辨

率为640×200,视频信号为TTL 电平脉冲信号，16 色。VGA 标准行频为31.5kHz ，场频为70.08Hz， 

分辨率为640×480 ，视频信号为模拟信号（Analog），颜色为无穷。某一型号显示器的最高分

辨率要有相应的显示卡配合使用，它取决于显像管荫罩孔的数目和孔距（即显像管点距），显

示器屏幕有效显示尺寸以及视频信号通道的带宽。根据计算和实际经验得知，一个14 英寸点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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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31mm 的显示器在水平方向可实现800 个可显点（像素），而不可能实现1024 个可显点，

既使计算机设置1024×768 的显示模式，虽然显示器可以工作在1024×768 显示方式，但效果

是不好的会造成字符、图形的边缘模糊，其主要原因是显示屏幕小显像管的点距不够小。比如

IBM 8514/A 要实现1024×768 的显示，则要求使用0.28mm 点距16 英寸以上的显像管，若使用

14 英寸显像管，则要求它的点距为0.24mm ，这样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五、显示器失真问题 

不管是单色显示器还是彩色显示器的图像（包括字符显示）都会存在程度不同的失真问题。

由于产生失真的原因不同，又分为几何失真和非线性失真两种。几何失真是由于物理原因造成

的，例如：偏转线圈制作工艺误差及其安装误差等。而非线性失真是由于各元件都存在电阻损

耗或元件性能在使用过程中变坏等原因造成的。所以不能笼统的谈论失真问题。下面对两种不

同性质的失真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 

1、 几何失真 

几何失真有枕形失真、梯形失真、平行四边形失真、桶形失真、倾斜失真5 种。光栅几何

失真示意图见图1.4。 

 

 

 

 

 

 

下面从电工学原理角度讲一讲偏转线圈的工作原理，以及由偏转线圈引起的几何失真。偏

转线圈分行偏转线圈和场偏转线圈，它们分别使电子束作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扫描。当偏转线圈

有电流通过时就产生磁场，电子束在磁场作用下就在屏幕上从左至右，从上到下进行反复扫描。  

 行偏转线圈分上下两部分，产生垂直方向的磁场，使电子束作水平方向的偏转，场偏转线圈

分左、右两部分，产生的磁场是水平方向的，使电子束作垂直方向的偏转。如果行、场偏转线

圈的磁场彼此不垂直，光栅就会产生平形四边形失真，若磁场不对称，一边强一边弱，光栅就

会产生梯形失真。但偏转线圈作好后就不能改变，如果失真太严重就得作废；不太严重可通过

放在偏转线圈周围的附加磁性物质所产生的附加磁场来修正，使光栅几何失真限定在规定范围

内。由于对几何失真要求越来越严格，上述办法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当前最流行的显示器都

采用电子调整或通过电路进行调整的方法。 

2、 非线性失真 

一般系指行、场扫描引起的失真，即行线性失真和场线性失真。行线性失真主要原因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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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输出管放大倍数不够大，高频特性不好以及阻尼管、偏转线圈等都不是理想元件，且存在

电阻损耗等原因造成的，一般利用行线性调整线圈进行调整。但行扫描频率不断提高，从15kHz 

上升到120kHz，甚至更高，采用固定不变的线性调整已不能满足要求，所以当前较高档次显示

器均采用动态行线性调整（将在第二章详细介绍）。场线性失真主要原因是场输出管性能不良

等原因造成的。 

3、 延伸性失真 

延伸性失真是由于电子束在荧光屏的中心区域与边缘在相同角速度下，而线速度不同造成

的失真。这个问题将在本章第七节中讲述。 

 
第二节  显示器组成原理框图及各部分主要功能 

一、原理框图 

显示器由行扫描电路、场扫描电路、视频处理电路、视频放大电路、同步信号处理电路、

亮度调整电路、自动亮度（ABL ）控制电路、电源和显像管等八部分组成。原理框图见图1.5 所

示。 

 

 

 

 

 

 

 

 

 

二、各框主要功能 

1、 视频处理电路 

目前流行的显示器绝大部分是VGA 彩色显示器，但个别用户还在使用TTL（CGA、EGA）彩色

显示器，所以该电路包括这两种显示器的内容。VGA 显示器视频处理电路的主要功能是，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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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送入的R、G、B模拟脉冲信号进行视频处理后送入视频放大电路。视频处理电路多数都采用

M51387 或LM1203N 两种芯片。TTL彩色显示器视频处理电路先将TTL 数字信号进行放大整形,

然后进行释码处理，再将TTL 信号变成模拟信号，送入视频放大电路。整形放大一般采用三极

管，释码处理常采用N82S147AN（同DM74S472N）或N82S135N， D/A 转换电路前几年常采用分离

元件，现在均采用集成电路。两种显示器视频处理电路都具有对比度控制功能，亮平衡调整功

能等。 

2、 视频放大电路 

主要功能是对经过视频处理后的模拟信号进行放大，常通过射极跟随器输出送入显像管阴

极RK、GK、BK。该电路还具有暗平衡调整功能，保证屏幕背景颜色适宜，该电路有足够的带宽

和放大量，保证图像清晰不失真。 

3、行扫描电路 

（1） 输送给行偏转线圈线性良好的行频锯齿波电流，峰值可达几个安培。 

（2） 供给显像管所需要的工作电压、阳极高压，单色显像管为14-17kV，14 英寸彩色显

像管为22-30kV，17 英寸以上大屏幕为26-34kV。为14-20 英寸彩色显像管提供聚

焦极电压5-8kV，为14 英寸彩管提供加速极电压：250-450V。为亮度控制电路提供

-170-400Vpp 脉冲电压，为灯丝提供6.3V 直流或20-30VPP行脉冲电压。目前生产

的彩色显示器显像管灯丝电压大多数型号采用电源供电，有些显示器还由电脑控

制。 

（3） 给显像管提供行消隐信号，使行扫描逆程中电子束被截止，实际上电子束没有完全

截止，只是屏幕亮度在适合的情况下不出现回扫线。 

（4） 向行扫描集成电路（AFC）鉴相器提供行逆程脉冲信号。 

经积分变为锯齿波作为比较信号与同步信号进行比较，达到行扫描频率和相位与同

步信号的频率和相位完全同步，保证屏幕图像稳定。 

（5） 向高压保护电路提供高压取样脉冲。 

（6） 国外一些显示器还提供高压直流取样电压送入高压稳定电路。 

4、 场扫描电路 

（1） 为场偏转线圈提供线性良好的锯齿波电流。 

（2） 能够方便地调整场扫描频率幅度和线性确保图像在垂直方向稳定。 

（3） 为显像管提供场消隐信号。 

5 、同步信号处理电路 

随显示方式的多种变化，扫描频率升高范围加宽，行场同步信号的频率和极性也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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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路要根据行振荡芯片对同步信号极性的要求提供极性一致的同步信号。另外同步信号的幅

度要足够大。一般为3-5Vpp。 

6、 亮度和自动亮度控制（Automatic Brightness Limiter）电路 

显像管电子的发射量有两种控制方式：一种由阴极电压的高低控制。前几年生产的显示器

多数采用阴极控制，这种方法控制范围小，其控制电压黑白显象管一般为40V，彩色显象管一般

为45-185V，由电位器调整电压的大小，通过视放电路改变阴极电压的大小。第二种是栅极（GI） 

控制，通过改变栅极电压的大小，来调整阴极电子的发射量。亮度控制电路为栅极提供0--60V 直

流电压，这种控制方式范围大，基本取代了阴极控制方式。 

自动亮度控制（ABL）电路，由于某种原因使得显像管阳极高压升高，使图像背景亮度即显

像管光栅太亮，会缩短显像管寿命，而且对人的眼睛也是有害的。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显示器一般都采用这种控制电路，简称ABL 电路。该电路将行输出变压器阳极高压负端（由于

显像管亮度变化而产生的）电压变化进行取样，此电压叫ABL 控制电压，经控制电路放大加到

视频处理电路中的对比度控制电路，通过对比度控制电路使显像管的亮度变暗，恢复正常。 

7、 显像管 

通过显像管的屏幕实时地将计算机的工作过程和结果显示出来。 

8、 电源 

向显示器各组成部分提供稳定的直流工作电压即： 

（1） 行场振荡电路电源电压一般为12V。 

（2） 行输出电源电压其大小随行同步脉冲频率升高而升高，一般为54-130V，常用B+表

示，大屏幕可到195V。 

（3） 行推动电路电源电压一般为12V-100V。 

（4） 场输出电路电源电压一般为12V-100V。 

（5） 视频放大电路电源电压为60-180V。 

（6） 视频处理电路电源电压一般为12V。 

（7） 一般集成电路电源电压为5V。 

（8） 灯丝电源电压一般为6.3V。 

 

第三节  显像管基本知识 

显像管是显示器中最重要的部件，它的价格最贵，作用最大，显示屏的尺寸和显像管的点

距是显像管最主要的两个参数，显像管分单色显像管和彩色显像管两种，彩色显像管又分单枪

和三枪两种，三枪有等边三角形排列和一字形排列两种，后来又出现荫罩型自会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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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显像管结构 

显像管是将电信号转化为光信号的器件，它能实时地将计算机工作情况和结果以光的形式

显示在荧光屏上，具有监视和显示的作用，国外通常叫监视器，即CRT， 国内通常叫显示器。

显像管由玻璃制成，它由电子枪、玻壳、荧光屏和管脚四部分组成，下面分别加以叙述显像管

结构，见图1.6： 

1． 电子枪 

电子枪由灯丝、阴极、栅极、加速极、聚焦极和阳极组成。 

（1） 灯丝用H 表示，单色显像管灯丝电压为直流12V ，电流约为0.6A。彩色显像管

灯丝电压为6.3V（有的显示器加行频脉冲电压），电流约为0.6A。 灯丝加电将

阴极烘热发射电子。 

（2） 阴极：用K 表示，阴极受热后发射电子。单色显像管阴极加电压为25~ 40V，彩

色显像管加电压45 ~ 180V， 随显像管尺寸大小而异。 

（3） 栅极：又叫控制栅极，用G1 表示，圆筒形套在阴极外面，顶部中心开孔。栅极

加负电压0 ~ -60V，用电位器（或电脑控制）调整负电压来调制通过的电子数

目，改变显像管束电流的大小，从而控制荧光屏的亮度。 

（4） 加速极：用G2 表示，加数百伏的正电压，彩色显像管加230 ~450V 使电子束加

速射向荧光屏，调整电位器可改变电压大小，从而控制荧光屏的背景亮度。 

（5） 聚焦极：单色显像管加数百伏电压，彩色显像管加5 ~ 8kV 电压，使电子聚焦

成很细的电子束，改变聚焦电压的大小可以改变荧光屏聚焦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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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阳极：又叫第二阳极，用A2 表示。单色显像管加电压12 ~ 17kV， 彩色显像管

加电压22 ~34kV，随显像管尺寸大小而异，阳极高压对电子束起最后加速的作

用，使其有较大的能量轰击荧光屏而激发出光点, 电压越高光点越亮但由于电

子束速度快，偏转的角度就会减小，从而使行幅相对减小，阳极电压偏低时光

栅亮度变暗，在同样偏转磁场作用下电子偏转角度加大，行幅加宽。 

2、玻壳 

由显像管的屏玻璃、锥体和管颈组成，里面抽成真空。锥体部分内、外壁均涂了一层石墨

导电层，内壁涂层接阳极，外壁用弹簧接上金属屏蔽导线接显示器地线，底板两导电层之间构

成数百微法拉的大电容，作为阳极高压滤波之用。 

3、荧光屏 

显像管荧光屏玻璃内壁涂一层荧光膜，受电子轰击而发光，发光颜色与荧光粉颜色有关。

屏上荧光粉里边有一层很薄的铝膜（十分之几微米），与显像管阳极相连。电子束很容易通过，

加大了荧光粉的发射效率和荧光屏的亮度，还可遮挡后面的杂散光，增强了对比度。 

4、管座 

  

 

 

 

 

 

 

 

 

显像管管座如图1.7 所示 

这里要说明的是：有些大屏幕彩色显像管有三个栅极、两个聚焦极，其管脚功能这里不再

画了。 

二、自会聚彩色显像管 

彩色显像管近几十年发展很快，有正三角形排列三枪三束管、一字形排列三枪三束管、单

枪三束管、荫罩管、自会聚管，其中荫罩管性能比较完善，自会聚管大大简化了会聚调整，目

前被广泛使用的是荫罩式三枪三束一字排列黑底自会聚管。见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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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构 

自会聚管和彩色显像管一样，也是由电子枪、玻壳、荧光屏和管脚组成，但是每一部分具

体结构是不一样的。 

（1） 电子枪：它由三个灯丝、控制栅极、加速极、聚焦极、阳极（又称第二阳极）、

三个阴极组成。三个灯丝并联，所以显像管灯丝只有两个引出管脚。栅极、加速

极、聚焦极是三个电子束公用的，所以这三个极均只有一个引出管脚。对于尺寸

大于16 英寸的管子，有的管子具有三个控制栅极，两个聚焦极都单独供电。 

（2） 荧光屏：荧光屏玻璃内壁涂有红、绿、蓝三基色荧光粉小点，它们有规则的排列。

相邻的三种颜色荧光小点组成一个色点组，称为像素，它们是产生各种颜色的基

本单元。根据物理学中的混色原理，三色发光的亮度比例适当，可呈现为白光。

适当调整发光比例可重现出不同的颜色，比如红绿混合发出的光为黄色，红蓝混

合发出的光为紫色，绿和蓝混合发出的光为青色等。在一定尺寸下荧光屏内壁荧

光点数的多少决定了显像管点距的大小（荧光点之间的距离），荧光粉荫罩和点

距示意图如图1.9 所示；三基色混色原理示意图如图1.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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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荫罩：它安装在与荧光屏内壁距离很近的地方，并与阳极相连。它由很薄的金属

片制成，上面开了很多很多的小园孔。自会聚管条状方孔其数目约为荧光点数的

三分之一。小孔按正三角形排列，与荧光点组一一对应，制造精度要求很高。要

保证电子束打中与它相应的荧光粉小点上，这称为显像管制造时的彩色中心。 

（4） 色纯：所谓色纯就是指单色纯净的程度。若显像管制造时工艺完全合格，红、绿、

蓝三个电子束只能分别击中与之相对应的三基色荧光粉色点上。当断开R 和G 阴

极时，光栅则呈纯蓝色；当断开R 和B 阴极时光栅则呈纯绿色；当断开G 和B 阴

极时光栅则呈纯红, 在这种情况下电子束的偏转中心与彩色中心完全重合, 但实

际是不可能的，为了满足色纯的要求，应该对电子束的偏转中心进行修正以补偿

显像管在制造彩色中心时产生的误差，以及其它原因（例如地磁或外界干扰磁场）

引起的误差，一般利用套在管颈上的色纯磁铁来修正电子束的偏转中心。色纯磁

铁由两个重叠的磁铁环组成，这与黑白电视机的光栅中心位置调整片相似，如图

1.11 所示。通过转动两个磁铁的角度或它们的相对位置，可改变合成磁场的大

小和方向，以达到色纯的目的。 

 

 

 

 

 

 

 

 

2、 彩色显像管工作原理 

在电子束未加偏转磁场的情况下，三电子束在荫罩面相交并穿过荫罩孔射向相应的荧光粉

点上，激发出红、绿、蓝三个基色。从理论上讲在显像管中央就会有一个纸白色的亮点。如果

对电子束加偏转磁场，则从相应的偏转中心开始，三个电子束偏转后的交点将沿扫描行的方向

移动而被荫罩截获，直至扫到下一个荫罩孔时三个电子束又分别打到相应的荧光粉点上。因此

每一个电子枪都会扫出一个基色荧光点阵图。若用相应的基色信号来控制电子枪的发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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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子束的调整和人的眼睛对基色的相加混合作用，就在荧光屏上看出完整的彩色图像，这

就是彩色显像管的工作原理。 

3、 自会聚管特点 

 

（1） 自会聚管采用三枪三束水平一字排列结构，三电子束间距较小，可减小会聚误

差，不用动会聚调整装置，用起来较方便。 

（2） 自会聚管采用黑玻璃，亮度增强30% ，对比度也有所增加。 

（3） 管颈较短，快速启动，开机即有图象在屏幕上出现。 

（4） 槽孔状荫罩板和条状荧光屏。 

自会聚管由于采用单片三孔栅极，可以使束与束之间的距离仅取决于制作栅极所用模具的

精度，而不受装架操作的影响。这样三个电子束的定位可以很精确。单片栅极还消除了用分离

热膨胀元件时固有的热膨胀会聚漂移。电子枪除有三个独立的阴极引线用以输入三个基色信号

和进行白平衡调节以外，其它各电极都有公共引线。 

在水平方向静态会聚由于静会聚磁铁的作用，能使三束正好会聚到荫罩的中心槽孔中并射

到相应的三基色荧光粉上。用来进行静态会聚调整的两对环形永久磁铁安装在管颈上。使用这

种外装置就能使任何方向的边束和中心束会聚, 校正制造工艺中造成的偏差。为了进行动态会

聚调整，采用了磁增强器与磁分路器，即在电子枪顶部设置了附加磁极，它实际上是四个磁环。 

自会聚管采用了环行精密偏转线圈，其匝数分布恰好给出实现电子束会聚所需要的磁场分

布，这种偏转线圈称为动会聚自校正型偏转线圈。线圈的水平与垂直两个绕阻都绕在预先刻在

环行塑料骨架上的沟槽内，而骨架与磁芯交接在一起，由于线圈精密度高，所以磁场分布准确,

一致性好。 

这种偏转线圈较短，匝数较少，体积较小，阻抗较低，在工作中会聚性能与激励电路无关，

所以当会聚色纯调整磁铁以及线圈位置调整好后，在生产管子时，就将它们固定在管颈上与显

像管形成整体。 

4、 自会聚管工作原理 

所谓电子束会聚就是R、G、B 三电子束在整个屏幕都分别击中自己的基色荧光粉色点上。

自会聚就是用非均匀偏转磁场使R、G、B 电子束自动会聚，自动消除三电子束的失聚，而不用

外电路的动态调整。装置产生非均匀磁场的偏转线圈叫做“动会聚自动校正偏转线圈”。场偏

转磁场为桶形结构，行偏转磁场为枕形结构。 

首先介绍均匀磁场对一字排列电子束的失聚情况，由于显像管荧光屏的曲率半径与电子束

偏转半径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平面管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在水平方向荧光屏中心区与边缘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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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扫描角速度一样，但是线速度相差很大，偏转角越大，产生的失会聚也就越严重，因此荧光

屏两边缘失聚就更严重，中心区域则没有失聚现象。由于电子束是水平一字排列所以在垂直方

向基本没有失聚现象，失聚主要发生在水平方向上，如图1.12 所示。 

 

 

 

 

 

 

 

 

 

 

 

 

 

 

 

 

 

在图中标出了三条竖线在屏幕上失聚情况。从图1.12 可看出离屏幕中心越远，动会聚误差

就越大，左右两条线的失会聚比中间严重，而每条线的上下两端又比中间部分严重。另一方面，

从几何失真的角度来看，在会聚严重失真的同时，整个光栅呈枕形失真状态。自会聚管的“动

会聚自动校正偏转线图”就是为消除动会聚的失聚而设计的，其中场偏转磁场为桶形结构，该

磁场既有垂直偏转所需要的水平磁场分量，也有垂直磁场分量，而垂直磁场会使电子束产生水

平方向偏移。如图1.13 所示。 

 

 

 

 

 

 

场偏转磁场垂直分量，使蓝电子束向左偏移，结果荧光屏上下红、蓝电子束均向绿电子束

靠拢，光栅失聚得到改善和校正，荧光屏中间垂直线附近的电子束完全重合，荧光屏两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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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电子束偏转量大于绿电子束的偏转量。见图1.14 

 

 

 

 

 

 

水平偏转磁场为枕形结构，其特点是两边的磁场比中间强。如图1.15 所示。 

 

 

 

 

 

 

 

 

 

 

 

当电子束从左向中间扫描时，红电子束偏转量小，蓝电子束偏转量大，若枕形磁场量大，

而蓝电子束偏转量小，如果枕形磁场合适，红、蓝电子束同样会重合。但由于绿电子束在中间

处于较弱的磁场下，偏转量小，与红蓝电子束不重合。会聚校正后光栅如图1.16所示。 

 

 

 

 

 

 

 

 

当显像管出厂后，偏转线圈都安装好，用户和维修人员不能轻意调整偏转线圈位置。因为

电子束的中心轴线与偏转线圈的磁场中心轴线相重合，否则动会聚将受到破坏。由于自会聚管

在制造过程中电子束的偏转中心与彩色中心不可能没有误差，所以显像管的静会聚和色纯调整

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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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会聚管的偏转线圈不同型号不能交换，因为管子在出厂前都安装有配好的偏转线圈及静

会聚磁铁，在维修时若需要更换或调整，可按下列顺序进行。 

5、 会聚调整  

显像管的会聚分动会聚和静会聚，动会聚误差是指屏幕中心区域以外区域的会聚误差，所

谓静会聚系指未经偏转的电子束能准确的在荫罩的小孔会聚, 它能准确地打在荧光屏中心的那

组荧光点上，这种现象叫静会聚。但实际情况电子束不可能会聚的如此理想，即使聚焦良好时

也往往盖过1 -3 个荫罩孔，在实际调整中，一般都加偏转磁场，因而静会聚是指屏幕中心区域

三条电子束的会聚，它是由电子枪在管内安装位置误差引起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管颈上

靠近尾部的地方安装有三组磁环，如图1.17 所示。 

 

 

 

 

 

 

 

磁铁共有六片三组，各组分别是二极磁铁、四极磁铁、六极磁铁。二极磁铁为色纯度磁铁。

四极磁铁和六极磁铁的作用是使红、绿、蓝三条电子束在荧光屏中间区域完全重合。所以有这

三种磁铁的调节，它们都是通过调整两个突耳的开角来实现的，与黑白电视机中心调整片很相

似。 

（1） 会聚磁铁的安装。 

将色纯和会聚磁铁按图1.17 安装，绝不能倒置或把磁片弄混。 

（2） 调色纯 

先将偏转线圈推到显像管的锥体上，关掉绿电子束，屏幕中间便出现一条红与蓝混合形成

的品红色（或紫色）带子，两边分别为淡黄及浅蓝色，如图1.18a 所示。 

 

 

 

 

 

图1.18 色纯调整示意图 

把偏转线圈慢慢拉出来，可以看到淡和浅蓝两个椭圆形部分，分别显示在屏幕两边，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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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b 所示。 

旋转色纯磁铁，使两边椭圆形面积相等，如图1.18 c 所示。然后把预备用的橡胶楔子插入

显像管锥体部分的顶部，使偏转线圈向后倾斜并逐渐拉出偏转线圈，直至全屏变为纯品红色为

止。 

最后打开绿电子束看看白光栅纯度是否良好，若纯度不良只要再对偏转线圈的位置进行微

调即可。 

（3） 静会聚调整 

静会聚调整只需观察荧光屏的中心部分，步骤如下： 

首先，加方格测试信号，接着关掉绿电子束，观察中心部分水平和垂直的蓝、红线。将两

片四极磁铁反向等角度转动，直至垂直的红、蓝线重合为止。然后将两片四极磁铁同时绕管颈

旋转，直至水平的红、蓝线重合为止。此步骤见图1.19a 

 

 

 

 

 

 

 

 

图1.19 静会聚调整示意图 

打开绿电子束，将两片六级磁铁反向等角度转动，直至垂直的B/R 线与绿线重合为止。然

后将两片六级磁铁同时绕管颈转动，直至水平B/R 线与绿线重合为止，如图1.19b 所示。 

4、 动会聚调整 

调整动会聚主要调整偏转线圈的位置，并观察荧光屏的边缘部分步骤如下： 

首先，调中心垂直线和中心水平线交叉部分的重合。将偏转线圈逐渐向上仰，直至交叉部

分重合为止。在偏转线圈的上部加预备用的橡胶楔子固定好。 

然后调屏幕四周部分的重合，可将偏转线圈向左或向右倾斜，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若光栅四周红、绿、蓝线排列，则先在相当于时钟三点位置上将橡胶楔子慢慢插入，使偏

转线圈移动，直到四周重合为止，然后在7 点位置和11 点位置上插入固定橡皮楔子，固定起来，

最后把预备用的楔子拉出来。 

若光栅四周红、绿、蓝三线排列，则先在9 点位置上将橡胶楔子慢慢插入直至光栅重合位

置，然后在1 点和5 点位置上插入固定楔子。 

经过以上步骤最后将偏转线圈固定好，动会聚也就调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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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显像管基本特性 

（1） 调制特性和截止特性 

显像管的基本特性是调制特性，显像管的调制作用是在电子枪内部形成的，但都表现在屏

幕上。电子枪可以看成一个多极管，电子束电流受调制栅极电压（对阴极）的调制。于是使荧

光粉受电子束轰击功率的调制，最后发出的光就受到信号电压的调制, 这就是调制特性。但是

这与显像管的亮度调整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显像管三个阴极截止点不一样，所以它们的调制特

性曲线是不重合的, 见图1.20 所示。 

 

 

 

 

 

 

 

 

 

 

 

 

图1.20 白平衡调整                                     图1.21 显像管调制特性 

调制信号加在控制栅上，使阴极电压固定不变。阴极发射的电子受到调制，即屏幕发出的

光受到信号电压的调制，这称为栅极调制; 当信号电压加在阴极上时，栅极电压固定不变，称

为阴极调制。不论是单色显像管还是彩色显像管绝大多数采用阴极调制，因为这种调制灵敏度

高，调制频率特性好，见图1.21 所示。 

2、 聚焦特性 

显像管聚焦性能直接关系到图象清晰度，电子束的直径如果大于扫描行距，则相邻两行扫

描发生重叠，两行的亮度也就发生混淆。然而电子束的直径也不是越细越好，当电子束的直径

等于0.5 行距时则光栅比较清楚，如果电子束直径能接近行距则光栅最清晰。然而电子束截面

（直径）是随电子束电流变化的，当调制电压大时束电流大，束电流直径也大，有时超过行距，

使清晰度降低。我们常常因为屏幕亮度调的过亮时，图象变得模糊，就是束电流太大造成的聚

焦恶化而引起的。 

除以上两个特性外，还有余辉色品等特性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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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动消磁电路 

自动消磁电路是为了消除荫罩板即显像管附近的磁性物质带有的剩磁而设置的。因为这种

剩磁对电子束会产生附加偏转作用，使显像管的彩色纯度下降，甚至影响会聚质量。为了减小

这种影响，必须采用自动的办法才能消除这种作用。 

消磁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开机时就自动的消去荫罩板及显像管附近的磁性物质的剩磁，

另一种是通过手动开关（根据需要可随时按动开关）自动消去剩磁，两种方法均不影响显像管

正常工作。手动控制消磁可避开显示器开机时的浪涌电流。 

自动消磁电路是一个能够产生交变磁场的电感线圈和一个使交流电流逐渐衰减的电路，电

感线圈安装在显像管的锥体上。 

1． 消磁原理 

如果显像管的荫罩板及钢制物件受到地磁或杂散磁场的磁化而会有剩磁，衰减的交流电流

通过消磁线圈后，磁性物质就沿着固有的磁滞回线充磁经过足够周期后，随着磁场强度的衰减

逐渐变为零，磁性物质的剩磁也就跟着变为零，这样就完成了对显像管的消磁作用。消磁电流

及消磁原理见图1.22 所示。 

据估计，在开机瞬间磁场强度可达到500 安培匝数，这足以消去在日常情况下所引起的任

何磁化，以后就衰减到0.3A 匝数以下，以使消磁线圈的残留剩磁不足以影响电子束的运动。 

2. 消磁电路 

能够产生有效消磁电流的自动消磁电路有很多类型，如热继电器电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

阻与压敏电阻电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电路等，图1.23 是两个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电路。

GW-300 显示器就采用这种消磁电路。 

图中：R2 具有一个比较低的电阻值为27Ω，R1 是一个比较大的电阻为200Ω。当开关接上

时，通过线圈初始电流约为1.25A ，则场强近似为500A 匝。随温度的升高，R2 阻值随着增大，

电流不断减小。若通过线圈的电流下降到0.75mA 时，电路稳定下来，则在正常运用期间残留磁

场强度为0.3A 匝，因此达到消磁的目的。 

图1.24 是COMPAQ 472P 显示器消磁电路。 

图中：PTC101 是正温度系数的消磁热敏电阻，L101 是消磁线圈，RLY101 是继电器。当显

示器开机后，12V、 15V 电压加在三极管Q111 和Q112 上, 两管导通继电器线圈有电流通过，

使继电器吸合，瞬间220V 通过消磁电阻PT101 加到消磁线圈上，在L101周围产生强大的交变磁

场，将显像管磁性物质磁化，由于消磁电阻的作用使磁场迅速衰减到零，磁性物质的剩磁一并

下降为零，最后达到消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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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消磁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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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行扫描电路 

一、行扫描电路的功能 

行扫描电路的功能已在第二节中讲述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二、行扫描电路组成原理方块图 

 

 

 

 

 

图1.25 行扫描电路组成原理方块图 

对行振荡芯片需要做些说明。有些芯片只有行扫描功能，例如AN5790 、LM1391P,TDA1180P 

等; 有的芯片具有行、场扫描两种功能,而且两种功能都被采用,如HA11414、HA11423、 LA7850 

等;有的芯片虽然具有行、场扫描两种功能, 但有的显示器只用行扫描部分, 如GW-500 采用

TDA2595,COMPAQ 441 所用的LA7850、 LA7851， COMPAQ 444 所采用的LA7852 等，行扫描电路

内部功能块有行振荡器（OSC）、 鉴相器（AFC）、行脉冲放大器。有的芯片具有同步分离器，

如HA11235 。个别芯片还有消隐脉冲发生器，如TDA2593。 有的芯片具有极性处理电路, 抛物

波发生器，如TDA4852。多数芯片具有高压保护（X射线保护）电路。行扫描芯片除了需要电源

电压外，还有二个信号是必不可少的，即行同步信号，其脉冲极性根据芯片需要而定，由同步

信号处理电路完成这个功能；第二个信号是锯齿波比较信号，它是由行频脉冲（又称回扫脉冲）

经积分后（有一级积分，也有两级积分）获得。应该指出的是，有的芯片只需要输入行频脉冲

即可，如LA7851。 第四脚就只需输入行回扫脉冲行。回扫脉冲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极性。下面

分别介绍块的功能和原理。 

三、行扫描芯片  

上面已经讲过芯片的几个功能块，这里重点讲自动频率-相位调整（AFC）电路的工作原理。

因为该电路的功能对行振荡频率相位的稳定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广大维修人员对此往往不太了

解，所以非常有必要讲讲它的分立元件基本电路工作原理。 

1.自动频率/相位调整电路的重要作用 

显示器的自动频率/相位调整电路与电视机自动频率相位调整电路一样，区别在于显示器的

行扫描频率及相位必须与计算机的行扫描频率及相位同步，而电视机的行扫描频率及相位需要

与电视台发出的同步信号频率和相位同步，它们的原理相同。所以这里以电视机的分立元件电

路为例进行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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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机也好，显示器也好，为什么需要这个电路呢？在场扫描电路中，同步脉冲宽度很宽，

所以均采用同步脉冲直接控制场振荡器。而行扫描电路的同步脉冲都很窄，这与脉宽很窄的干

扰尖脉冲很难区别，用一般电路很难滤除干扰脉冲，如果采用直接同步方式，幅度较大的外来

干扰会使同步电路产生错误动作；另一方面因为行同步脉冲很窄而行扫描电路多采用开关工作

方式由于晶体管的开关效应会使行频脉冲有所延时造成图像在荧光屏上的位置产生偏移现象，

所以行扫描同步问题需要增加行频自动频率一相位调整电路，即AFC 电路。 

2、 自动频率/相位调整电路方块图 

自动频率/相位调整电路原理方框图见图1.26 所示。 

 

 

 

 

 

图1.26 原理框图 

图中鉴相器和行频振荡器是行扫描芯片中的主要功能块。 

工作过程：行同步脉冲送到鉴相器，同时由行输出变压器取出一个逆程脉冲电压，经过积

分（一级积分或两级积分）电路得到一个锯齿波电压，这锯齿波也送到这个鉴相器。两个信号

如果相位一致，则行同步脉冲的位置就应该正好对准锯齿波斜率较大部分的中点，即行扫描逆

程的中点，则鉴相器直流控制电压无输出；如果两个信号的相位有偏差，即同步信号脉冲不处

于锯齿波斜坡的中点，鉴相器就会输出一个直流控制电压Eafc， 这控制电压送到行频振荡器，

改变行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使行输出锯齿波电流频率和相位也随之改变，直至变到同步脉冲正

好落在锯齿波斜坡的中点，这时鉴相器没有直流控制电压输出，行频也就不再改变，使同步脉

冲与扫描锯齿波永远同相，即同步。 
3. 鉴相器的工作原理 

 

 

 

 

 

 

 

图1.27 PNP 型管鉴相器原理电路 

图1.27 是双脉冲平衡型鉴相器的原理电路，Q为PNP 型鉴相管，同步脉冲为负极性。C4、 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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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分电路，EAFC 为鉴相器输出的直流控制电路，送行振荡器。电路中R1=R2，C1 =C2。 

 

 

 

 

 

 

 

 

 

 

 

 

 

 

 

图1.28 PNP 型管鉴相器工作原理 

直流控制电压EAFC 随行同步脉冲到来时的点电压值而定。如行同步脉冲来到时，点A电压为

零，由C 点正脉冲通过D2 至A 点对C2 充电。E 点负脉冲由A 点通过D1 对C1 充电，由于C 点

和E 点脉冲幅度相同。C1 和C2 充电电压相同，故F 点无输出。在脉冲间歇期间，C1 和C2 放

电电流在N 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所以N 点没有输出，即EAFC电压为零。 

如果行同步脉冲来到时，A 点电压为正值EA， C1 充电电压为E0+EA ，C2 充电电压为E0-EA。 

C1 上的电压高于C2 上的电压。C1 在N 点的放电电流大于C2 在N 点的放电电流，结果电压EAFC 

为正。反之，电压EAFC 为负。 

综上所述，如行扫描频率与同步脉冲同频率同相位，则同步脉冲正好落在行锯齿波逆程斜

坡中央零电位处，见图1.28a。 控制电压EAFC 为零，使行振荡频率不变。若行振荡频率偏高, 行

锯齿波电流周期短, 使同步脉冲落在行锯齿波逆程斜玻后半段上, 见图1.28b,这时A 点电压为

负, 即EAFC 为负, 使行振荡频率降低反之, 行振荡频率偏低, 周期长, 使同步脉冲落在锯齿波

逆程斜坡前半段上, 见图1.28C, 控制电压EAFC 为正, 使行振荡频率升高。 

如果鉴相器采用NPN 型管同步脉冲为正极性原理电路见图1.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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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9 NPN 型管鉴相器原理电路 

图中逆程脉冲为正极性，经过R4、C4 积分电路可得到负极性锯齿波（通常叫做锯齿波比较

信号）。电路工作原理与上述相同。AFC 工作原理见图1.30 所示。 

综合上述工作过程，送入鉴相器的同步脉冲与锯齿波比较信号有相位差，鉴相器就有相应

的电压输出。如果行频不对，既使开始时相位巧合。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两波形的相位偏差就

会越来越大，鉴相器就会产生相应的直流控制电压。 

这里还要强调两点：第一、当行扫描芯片选定后，芯片内的鉴相器和行振荡器极性就确定

了，因此对同步脉冲和行逆程脉冲的极性就必须选择合适。第二、有些行扫描芯片需要输送行

频锯齿波信号；有些芯片内部具有积分电路，因此只需输送行逆程脉冲即可。 

 

四、行推动电路 

行推动电路又叫做行激励电路。行推动的作用是将行振荡器送出的脉冲方波电压进行功率

放大和整形，以便控制行输出管使行输出管，按开关方式工作。行推动电路为行输出管提供激

励信号。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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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1. 行输出管对行推动电路的要求 

为了保证行输出管成为压降很低、电阻很小的理想开关，即完全处于饱和导通状态，为了

使开通时间缩短，必须给行输出管提供足够大的基极电流，即满足下式关系： 

i b2≥ 2 i cp /β 
i b2 为行输出管基极电流 

i cp 为行输出管集电极峰值电流≥ 

β为行输出管直流电流放大倍数 

如果ib2 不够大，会使行输出管饱和压降加大，即损耗增大，行线性变坏。如ib2 太大，截

止损耗加大。为了使行输出管截止快，则必须满足下式关系 

i b3≥ 3 i cp /β 

i b3 为行输出管截止时的反向基极电流 

因此要求推动管也必须按开关方式工作。行推动基本电路见图1.31 所示。 

_   

2. 两种行激励方式 

一种激励方式为同性激励，又叫同时通断方式，即行输出管导通的时候，行推动管也导通，

行输出管截止的时候，行推动管也截止（这时行推动变压器初、次级线圈都处于开路状态, 会

感应出很高的电压, 极容易损坏行输出管）, 另一种激励方式为反激励, 即行输出管截止的时

候，行推动管是导通的；行输出管导通的时候, 行推动管是截止的, 这种激励方式线圈中不会

感应出很高的电动势，减小行输出对行振荡器的干扰。所以行推动电路都采用这种方式。 

3. 采用脉冲变压器耦合有两个优点 

其一，起隔离作用，减少后级对前级的干扰。 

其二，起阻抗变换作用可达到满意的匹配效果。因为行输出管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了

一个几十欧姆的小电阻（有的行输出管将b、e 之间并联的小电阻封装在一起），输入阻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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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脉冲变压器次级绕阻阻抗也很低，因此很容易匹配, 这样即提高了行推动管的放大倍数，又

能为行输出管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 

4. 消尖峰网络 

因为行推动管在截止瞬间变压器初级线圈感应电压高达几百伏加在集电极上。R1、C1 组成消尖

峰网络，用以消除或减小行推动管集电极波形上的尖峰电压，以保护行推动管不被损坏。 

5. 激励功率的调整 

因为行输出管激励功率不足，会使管子的截止损耗和激励损耗加大，有时会烧坏管子，行

线性也会变坏。激励功率太大，会加重行推动管的负担，而被损坏。通常可调整限流电阻R2 的

大小，或在行输出管基极回路中串入R、C 并联网络。 

6. 行推动电路的工作过程 

电路工作过程只给出波形如图1.32 所示。 

该波形是假设电路在理想状态下工作，即三极管是理想的开关，不考虑电路的暂态工作过

程，电路只有饱和导通和截止两个状态。但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不可能是一个理想的开关，

从开启到导通再到完全饱和总是有一个过渡时间。所以脉冲的前沿不可能是垂直的；从饱和导

通到导通再到截止也是有个过渡时间的，这就是所谓脉冲后沿，这就加大了管子的功耗。另外

高频脉冲变压器是电感性元件，当三极管工作状态发生变化时，必然要产生反电动势，在脉冲

波形的前沿要 

 

产生很高的尖峰电压，如不在电路上采取消尖峰措施，就容易将管子击穿。 

 

五、行输出电路 

行扫描电路是显示器电路的核心，而行输出就像人的心脏一样重要，只要行输出停止了工

作，显示器就不能工作了。所以它是本节内容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是本章内容中最重要的部

分。为了便于分析问题，我们假设行输出管、电容器、电感线圈都为理想元件。行输出管和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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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管相当一个理想的开关。电容器没有介质损耗行，偏转线圈相当一个纯电感。根据脉冲技术

原理，电容器两个极板上的电荷是逐渐积累起来的，所以电容器两端电压是不能突变的，流过

电感线圈中的电流也不能突变，只能逐渐增大或逐渐减小。下面给出行输出的两种基本电路，

见图1.33 所示。 

 

1. 行输出基本电路特点 

行输出电路由大功率晶体开关管、阻尼管、行逆程谐振电容、负载行偏转线圈Ly，电源Ec 组

成。由于晶体管输出阻抗较低，所以可把偏转线圈直接接在集电极上，而行输出变压器（又称

逆程变压器或回扫变压器）对偏转电流的形成没有多大关系，它只是为了在次级得到显示器所

需要的各种电压，其中最主要的是显像管各极所需要的电压, 包括显像管阳极高压，所以它又

是一个升压变压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的显示器用两个管子分别来提供锯齿波扫描电流和

高压，特别是十七英寸以上的大屏幕应用较多。逆程谐振电容的接入可方便地调整扫描逆程时

间。阻尼二极管它相对行输出管可看成反向的理想开关，而行输出管则为正向的理想开关。行

偏转线圈Ly 是一个特殊的电感元件，但在高频条件下，它的分布电容就不能忽略，所以它相当

一个大电感和一个小电容并联。 

随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对显示器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在显像管方面则制造出大屏幕抗静

电、低辐射、平面直角、自会聚彩色显像管，在电路方面应用了微电脑技术。使屏幕显示参数

进行数字化控制，在行输出电路方面也有很大发展，这里给出基本电路, 如图1.33b所示。 

该电路除了具有上述电路特点外，还可进行水平枕形失真的调整和水平幅度（行幅）的调

整。该电路的工作原理和调整具体过程将在下一章中讲解。 

2. 行输出工作过程 

行输出原理电路和等效电路见图1.34 所示 

 

行输出工作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1）t1~t2 行输出管工作, 扫描正程后半段 

由行输出工作原理波形图1.35 可知，行输出管基极电压为正，行输出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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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电路及线圈Ly 上的电流波形如图1.36 所示。 

行输出电源加在偏转线圈两端，流过线圈的电流从零开始，并线性增长，增长速度与线圈

电感量的大小成反比，与电源电压大小成正比，可用下面积分公式表示。 

iy=1/ Ly∫t
 
t1 udt 

式中：u 为行偏转线圈上的感应电动势 

Ly 为偏转线圈电感量 

当电流线性增长时感应电动势不变等于电源电压E。 

Iy = 1 / Ly 

当t = t2 时扫描电流达到正最大值iyp 

iyp = E / Ly t 2 - t 1 

= E / Ly Ts / 2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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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 
式中：Ts 为扫描正程时间 

根据回路中流过各元件的电流相等的原理, 

Iy = Ic , Iyp = Icp 

Icp 为行输出管集电极最大电流如行输出管原理波形图（1 ）、（2）所示 

（1） t2 ~t3 电容器CT 充电扫描逆程前半段。 

根据原理波形图1.35 中图1 可知行输出管基极电压为负值行输出管截止等 

效电路及电流电压波形图如图1.37 所示。 

 ___ 
当行输出管截止时，电感线圈Ly 中的电流不能突然停止，还要继续流通即对电

容器CT 充电，CT 上的电压上正下负, CT 上的电压越来越高。线圈中的电流越来越小。

当t = t3 时电流减小为零, CT 上的电压达到最大值，这个电压同时加在行输出管集

电极上，电感线圈储存的磁能完全转换成电容器上的电能。 

（3） t3 ~t4 电容器CT 放电, 扫描逆程后半段,电容器CT 通过线圈Ly 放电，放电

电流对线圈Ly 为反向电流。随放电的进行，CT 上的电压越来越低。线圈Ly 上的电流

越来越大，当t = t 4 时，CT 上的电压为零，线圈Ly 上的电流达到反向最大值。即

Iyp = Icp , 这时电容器上的电能完全转换成线圈中的磁能。等效电路及电压、电流

波形见图1.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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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4~ t5 电容器反向充电, Ly CT 自由振荡阶段 

当t = t4 时, 线圈中电流对电容器CT 反向充电，由于充电电流很大（高达几个

安培）所以CT 上的电压很快就会超过电源电压Ec, 当t = t5 时，CT 上的反向电压与

电源电压相等，如果电路中不接二极管D， Ly 、CT 则进入自由振荡阶段，电感线圈

中磁能和电容器上的电能反复转换，电流和电压均按正弦规律变化。等效电路和电

压电流波形如图1.39 所示。 

  

（5） t5~t6 二极管导通, 扫描正程前半段 

当t = t5 时,线圈Ly 中的电流对电容器CT 反向充电,当电容器CT 上的电压超过电

源电压Ec 时,二极管处于正偏置,开始导通, 这时线圈中的电流通过电源Ec, 二极管D 

导通,对电源进行充电充电,电流线性变小。当t = t6 时，Ly中的电流为零, 电源的

能量得到了恢复。这时行输出管基极电压又为正值，开始导通进入第二个周期，并

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等效电路和电压、电流波形如图1.40 所示。 

_  

3 .行输出工作五个特点 

 

（1） 行输出有较高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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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像管电子束在屏幕上扫描一个周期是由扫描正程和扫描逆程完成的即 

TH = Ts + Tr 

式中：Ts 为扫描正程 

Tr 为扫描逆程 

其时间关系可用示意图表示见图1.41 所示 

 

由图可看出，在一个周期内行输出管只在扫描正程的一半时间内工作，扫描电流最大值是

扫描（电流峰值）的一半，其能量由电源供给，在行输出管工作期间线圈Ly 储存了磁能。在阻

尼管工作期间，完成了扫描正程的前半段，即屏幕左半屏。线圈储存的磁能又还给了电源。因

此说行输出电路的工作效率是比较高的。 

（2） 屏幕扫描左半边由阻尼管完成，右半边由行输出管完成。扫描电流最大值为： 

Iyp = E / Ly * Ts / 2 

扫描电流峰值为： 

I yp = 2 E / Ly Ts / 2 

= E Ts / Ly 

由上式可看出扫描电流峰值与电源电压成正比，与扫描正程时间成正比，与偏转线圈电感

量成反比。当扫描频率不变时，Ts 和Ly 都是稳定的，电源电压是一个关键参数，所以行输出电

源在显示器电源中都是独立的，均采用很好的稳压电路。 

（3） 行输出管集电极峰值电压的形成 
在行输出管由饱和进入截止瞬间，偏转线圈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压, 在截止期间对逆程谐振

电容进行充电，在t = t3 时刻达到最大值。可用公式进行计算 

Ucp = E [ / 2 TH / Tr 1 + 1 ] 

对电视来说，TH = 64 s , Tr = 12 s 

Ucp≈ 7.8E 

当电源电压E = 110V 时，Ucp = 858V 

对于显示器来说，集电极上的峰值电压会随显示模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当扫描频率升高时，

集电极上的峰值电压亦随着升高。通过计算给出CGA 、VGA（640X480）、 SVGA峰值电压值。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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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型号显示器行输出管集电极峰值电压可能不相等但相差不会太大。 

4. 行输出负载 

行输出负载是行输出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前面的假设条件下，可以认为行输出负载一

般系指行偏转线圈。但实际上电路中各元件均存在损耗，行频越高损耗越大，也就不能忽略。

现在把行输出负载归纳为两个独立的部分组成。 

（1） 与行偏转线圈串联的诸元件： 

  行偏转线圈产生锯齿波的主要元件，电感量一般为数十微亨。 

  行幅调整线圈,调整线圈内磁芯可以改变行幅的大小。 

  行线性调整线圈，可以改变图像的非线性失真。 

  枕形变压器次级线圈，电感一般为几十微亨。 

  “S” 校正电容，减小延伸性失真，亦起隔直流作用，因为容量比较大，对行频信号可认为是

短路的。 

在行输出工作过程中，Ly 应为上述几个线圈电感量的总和。 

（2） 行输出变压器 

对于行输出变压器作为行输出的感性负载，很多人往往会忽略。认为它是一个纯电感元件，

没有多大损耗, 实际上功耗是相当大的，下面较详细地介绍行输出变压器。 

5.行输出变压器 

行输出变压器，又叫逆程变压器或回扫变压器（Flying Back Transformer, 缩写FBT）。

它与普通行输出变压器不同在于高压线圈分成多段绕制，并在各段之间分别接上高压整流二极

管（即硅堆），输出直流高压是经多级整流串联在一起产生的，称为一次升压。又因为这种行

输出变压器的高压线圈和高压整流管与低压线圈被封装在一起，所以又称一体化行输出变压器。

这种行输出变压器的主要优点是：体积小，可靠性高，输出的直流高压稳定，使显示器的高压

调整率得到显著改善，因而可以大大减小显示器在亮度变化时引起的光栅幅度的变化。所谓高

压调整率就是指显像管电子束电流变化时显像管阳极高压变化大小的百分比。通常要求高压调

整率在10%以内，这时光栅幅度的变化就很小。降低行输出高压整流管的内阻是改善高压调整率

的理想方法。而控制行逆程脉冲的波形就可以降低高压整流管的内阻，从而改善高压调整率。

如果高压内阻太大，在电子束电流强弱变化时高压将跟随波动。电子束电流增大时高压降低，

电子束速度随之降低，在同样的偏转磁场强度下，电子束偏转幅度将增大：在电子束电流减小

时高压升高，电子束速度提高，在同样的偏转磁场强度下偏转幅度会减小。也就是说当图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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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暗画面转换时，图像幅度将随着变化。一体化行输出变压器高压调整率一般10 % 。行输出变

压器原理图如图1.42A 所示。 

 

图中高压整流二极管的数目随行输出变压器不同型号而异，一般为4 ~8 个。二极管减少，

对其耐压要求升高, 但是内阻减小 

行输出变压器在行扫描期间（即行输出管截止时），初级线圈有很高的感应电压，通过变

压器耦合作用，在次级线圈中分别感应出不同的电压。高压线圈获得高压脉冲，经整流滤波得

到显像管所需要的阳极高压22~34kV（ 14 英寸~21 英寸阳极高压逐渐增高）、聚焦电压、加速

极电压。其余次级线圈根据电路需要获得相应的脉冲电压。 

行输出变压器的工作状态是否良好对显示器的图像质量影响非常大。在维修工作中常常会

遇到行输出变压器质量不好而造成图像失真，严重时行输出不能工作, 如果没有备件，显示器

就不能修复。比如一台COMPAQ420 显示器，行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感为0.846mH，由于初级

线圈有局部短路现象，电感变为0.772mH ，这时行输出电源电压由90V 下降到50V，加电十几分

钟行输出管发热烫手，行输出变压器烧坏，甚至冒烟，使行输出不能工作。更换行输出变压器

工作才正常。通过此例可说明：了解并掌握行输出变压器基本参数非常重要。现将行输出变压

器有关参数简述如下。 

（1） 初级线圈：在行扫描正程期间，和偏转线圈一样有锯齿波电流通过，最大电流为偏

转电流的0.2~ 0.5 倍，在行管工作期间，初级线圈是电源供电必经之路，有300~700mA 的直流

电流通过。所以线圈漆包线直径不够大，绝缘性能不好就会造成局部短路而废掉变压器。 

（2） 阳极高压H-V： 在前面已作过详细介绍，但有一点还要说明，即阳极高压是不能随

意调整的。因为每只显像管高压是有限制的，太高（射线加强）对人的健康不利，并会降低显

像管和元器件寿命，还可能发生高压保护而关断高压。但也不能太低，太低行幅加大（甚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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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满屏）屏幕变暗，严重时看不见图像。 

（3） 聚焦电压：一般为5 ~8kV ，高压包内装有电位器，旋钮在高压包侧面上边。调整电

位器可改善显像管聚焦。 

（4） 加速极电压：一般为250~500V， 高压包内装有电位器，旋钮在高压包侧面下边，调整电

位器可以改变屏幕背景亮度和图像亮度。行输出变压器外形结构如图1.42B所示。 

第五节 场扫描电路 

 

一、场扫描电路的作用及功能 

1. 给场偏转线圈输送线性良好的，并且有足够幅度的锯齿波电流。为了使显像管电子束在

荧光屏上做上下方向的扫描，必须使场偏转线圈流过线性良好的锯齿波电流，电流幅度大小决

定电子束在荧光屏垂直方向的偏转幅度。因此矩齿波电流要足够大，电流上升线性要好，否则

电子束扫描速度不均匀会造成扫描线疏密不等，扫描较快的部分图象相对被拉长，而在扫描较

慢的部分图象就被压缩了。 

2. 能被场同步信号同步。当没有场同步信号或同步信号不正确时，会造成图象上下滚动。 

3. 便于调整场、频场、幅场中心和枕形失真等。 

4. 给显像管提供场消隐信号、枕形失真矫正信号。 

二、场扫描电路组成 

电路组成方式如图1.43 所示 

 
这里必须说明，在早期或七十年代的显示器，场扫描电路基本上都是分离元件。而当今都

采用集成电路了。有些显示器场振荡和场激励用一个芯片，场输出用一个芯片：有些显示器场

扫描电路就用一个芯片。对于分离元件电路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三、场扫描集成电路 

场扫描集成电路最常用的是TDA1170N 和TDA1675 ，各厂家为了技术保密都纷纷研制专用芯

片，如TDA1170、 TDA8351、 TDA4800、 TDA4866、 AN5791 和TDA8172 等。本节只简单介绍TDA1170 

和TDA1675 两种芯片，内部原理框图如图1.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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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DA1170N 各脚功能 

该芯片具有场振荡、场激励、场输出、场同步、稳压和场消隐六个主要功能。 

Pin1： 场线性调整：外接电位器 

Pin2 ：电源一般为12~ 24V 

Pin3 ：回扫脉冲输出，作为场消隐信号 

Pin4 ：功率输出：外接场偏转线圈 

Pin5 ：功放级电源：一般由2 脚电源通过二极管加入 

Pin6 ：电压调整 

Pin7 ；场幅调整，外接场幅调整电路 

Pin8 ：同步脉冲输入：通过74LS86P 芯片进行极性调整后加入 

Pin9 ：场锯齿波形成：外接锯齿波形成电容 

Pin10 ：放大器输入端 

Pin11 ：线性补偿，外接补偿电路 

Pin12： 锯齿波发生器，外接RC 电路 

2. TDA1675 内部原理框图 

 

3. TDA1675 各脚功能 

Pin1： 功率输出，外接偏转线圈 

Pin2 ：功放电源，一般为12~ 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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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3 ：振荡器，外接稳压管与电阻、电容并联到地 

Pin4 ：振荡器 

Pin5 ：同步信号输入 

Pin6 ：振荡器，有的显示器悬空未用，有的外接电阻、二极管到4 脚 

Pin7 ：斜波输出，外接电位器进行场幅调节 

Pin8 ：地 

Pin9 ：锯齿波输出，外接定时电路 

Pin10 ：锯齿波输出，场线性调整，外接电位器 

Pin11 ：内接功放正相端，外接电容到地 

Pin12 ：内接功放负相端，外接电容到地 

Pin13 ：脉冲输出，场消隐 

Pin14 ：电源12~ 24V 

Pin15 ：反馈，外接电容与2 脚相连 

图1.46 是COMPAQ TE1420Q 场扫描电路。 

四、场输出电路 

由于场扫描频率比较低（50 ~120Hz） 场输出负载是偏转线圈，电感很小，远小于线圈铜

阻，可看成纯电阻，场扫描偏转功率较小，而且场偏转线圈的分布电容可以不考虑。因此场输

出实际上可当作甲类功率放大器或互补对称推挽低频功率放大器处理。下面对几种电路作简单

说明。 

 

1. 扼流圈耦合场输出电路 

图1.47 是扼流圈耦合场输出基本电路，它在黑白电视中曾得到应用，在彩色电视和显示器

中很少用，到因此这里只给出原理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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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端推挽（OTL） 电路 

图中Q2、 Q3 是一对互补对称输出管，两管交替导通，一管为正常激励，另一管则为不正

常激励。 

3. 自举升压OTL 电路 

图1.49 是自举升压OTL 电路，曾在IBM 彩显和CTX-2 彩显中得到应用。因为上述三种电路

均采用分立元件，所以这里不再讲述它们的工作原理，读者可自行分析。 

 

 

笫六节   枕形失真及延伸性失真 

一、枕形失真 

1. 枕形失真产生的原因及其校正方法 

在偏转线圈中，流过的偏转电流是线性锯齿波电流，电子束在垂直方向扫描角速度是 

稳定不变的，但由于显像管屏幕不是球面，而是接近平面，使电子束偏转半径小于荧光屏 

的曲率半径，所以电子束在相同角速度下扫描线速度是不一样的。随偏转角度的增加扫描 

线速度亦随着增大。使屏幕四角比屏幕边缘距屏幕中央距离远些，因此产生枕形失真。如 

图1.50A 所示。 

 

为了减小或消除枕形失真，对于黑白显像管可适当改变偏转线圈线匝的分布规律，使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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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变为不均匀磁场就可获得较理想的矩形光栅，也可用永久磁铁放在偏转线圈附近来加以修

正。对于彩色显像管枕形失真校正方法，一般是在偏转线圈中加入校正电流，该电流是由枕形

失真校正电路提供。光栅枕形失真分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两种。所以它们分别用垂直方向枕形

失真校正电路和水平方向枕形失真校正电路进行校正。 

  

不论在彩色电视机和彩色显示器中一般都采用磁饱和变压器式校正电路。其方法很简单，

将磁饱和变压器初、次级线圈分别串联在行、场偏转线圈回铬中。磁饱和变压器又叫枕形变压

器。其磁通如图1.50B 所示。 

图中变压器两边的线圈圈数相同，串联起来一端接偏转线圈，一端接地（实际电路中“S” 

形矫正电容Cs， 对交流信号相当于接地）。中间磁芯上的线圈与场偏转线圈相接，变压器的上

面放一块永久磁铁，使变压器处于饱和状态。其工作原理简述如下： 

当场扫描锯齿波电流为零时，Φ1 为零，两边磁路均处于相同的磁化状态，因此在中间磁

芯中Φ2 和Φ3 量值相等，方向相反。于是在L1 上没有感应电动势产生, 附加电流为零，这时

行扫描处于垂直方向中间。 

当场扫描锯齿波电流为正时，中间磁路磁通为Φ1 ，则两边上部的磁通分别为Φ0~Φ1/2

和Φ0+Φ1/2 右边磁路有较大的磁化，导磁率下降，Φ3 减小。中间磁路磁通为Φ2- Φ3，因

此在L1 中产生行频脉冲感应电动势，形成附加偏转。场扫描电流越大右边饱和磁路越深，因此

附加偏转越大，从而改善了屏幕上边的垂直枕形失真。当场扫描锯齿波电流为负时，同理Φ2<

Φ3 ，中间磁路磁通为Φ3-Φ2， L1 中产生与上方向相反、大小相等的行频脉冲，形成的附加

偏转方向相反。场扫描电流越大，左边磁路饱和越深，故附加偏转也越大，从而改变了下边垂

直枕形失真。由于场偏转线圈稍加改进即可改善垂直枕形失真，特别是电子枪为一字排列的显

像管，垂直枕形失真基本可以排除。而水平枕形失真就不那么容易消除，必须用水平枕形矫正

电路来加以调整。 

2. 枕形失真及其校正电路 

（1） 垂直枕形失真校正电路 

图1.51A 是垂直枕形失真及其校正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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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见，只要适当增大水平方向中部的垂直偏转幅度，减小左右两边的垂直偏转幅度

就可以消除这种失真。为了消除这种失真，就应在行、场扫描的不同时期给予不同的附加垂直

偏转量。在行扫描正程期间内，附加的垂直偏转量先是负的，从大到小到零；然后是正的，从

零到最大, 即为抛物波形状。而在一场的周期内，对于各不同的扫描行的校正量应是由大到小

到零又变大，而且上半场和下半场校正电流方向相反。所以垂直偏转扫描电流是锯齿波扫描电

流和抛物波校正电流叠加而成，如图1.51 B 所示。 

 

在彩色显示器中，一般利用磁饱和变压器就可以消除垂直方向的枕形失真，所以不再加枕

形失真校正电路。 

（2） 水平枕形失真校正电路 

图1.52A 水平枕形失真及其校正电流波形 

 

从图1.52A 可知，校正原理是在行扫描过程中利用场频抛物波对行扫描电流幅度进 

行调制，使屏幕左、右两边光栅幅度上、下大而中间小，亦呈抛物波形状，从而光栅得到 

校正。磁饱和变压器校正电路和原理如图1.52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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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举一个实际例子加以说明。水平枕形失真校正电路见图1.53 所示。

 

该电路是CTX CC-1435 多频彩显水平枕形失真校正电路。三极管Q204 接成共发射极电路，

R217、 R218 为Q204 基极偏置电阻，电位器VR204 可以调节三极管Q204 发射极负反馈的大小，

从而可以改变集电极输出抛物波幅度的大小，场锯齿波经R216、 C215积分电路积分，得到正极

性场频物波加在Q204 的基极，经过三极管放大、反相，集电极输出负极性场频抛物波，该抛物

波通过电容C216 加在Q205 的基极，又经过放大反相成为正极性场频抛物波，再经过枕形变压

器耦合到次极，来调制行偏转线圈锯齿波电流，从而改善了枕形失真的大小。适当调整电位器

VR204 的阻值，可以得到比较理想的光栅。电路各点波形如图1.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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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枕形失真校正电路对于不同型号显示器大同小异，工作原理是相同的。有些型号显示

器校正电路有枕形失真调整电位器，使用符号为Pin-SIZE ，有些显示器没有电位器，因此，当

某些元件性能变化时就会产生较严重的水平枕形失真，这给维修工作带来很大不便。 

二、延伸性失真 

与枕形失真产生的原因相同。电子束在均匀磁场中作水平扫描，其角速度是相等的,但由于

显像管曲率半径，大于电子束的偏转半径因此在相同的角速度下线速度是不一样。的在水平方

向越到边缘线速度越大，因此图像中间窄两边被拉宽，这种失真称为延伸性失真。如图1.5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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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补偿这种失真，在偏转线圈回路中串联无极性电容Cs ，这个电容通常称为“S”，形校

正电容。该电容与偏转线圈Ly 组成串联谐振回路，这使扫描电流呈现出正弦形，即“S”形。Cs 

容量越小，“S” 形补偿越显著，因此改变Cs 值大小就可以调整“S” 形补偿。 

 

第七节   行场同步电路 

一、行场同步电路的功能 

行、场同步信号是由计算机彩色适配器（即彩色显示控制卡，近期产品彩色显示控制卡都

放在计算机主板上）送出的脉冲信号，和R、G、B视频模拟信号一起通过信号电缆送入显示器接

口电路，经过同步信号处理电路（通常采用74LS86P 芯片）处理后送入行、场振荡集成电路，

去控制行、场振荡频率和相位，从而使显示器的行、场扫描频率和相位与计算机行、场同步信

号完全同步，以保证显示器图像（或字符）的稳定。若同步信号没送到行场振荡电路或同步信

号幅度小则会产生不同步现象。对于行同步来说屏幕图像在水平方向不稳定，其现象为图像不

成形或多幅画面等，有时相位不同步图像左、右跑动。对于场同步来说图像上、下滚动。 

二、行场同步电路 

对于单频显示器只要求脉冲幅度足够大（一般为3Vpp ~5Vpp）， 绝大多数显示器采用74LS86P 芯

片。行同步信号处理电路方框图见图1.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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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同步信号处理电路有两个要求：其一输出脉冲幅度为3 ~5 Vpp ，而且波形要好。其二

输出脉冲极性要符合行振荡电路的要求。74LS86P 芯片是由4 个异或门组成，14脚双列直插，

电源5V ，内部逻辑电路如图1.57 所示。 

图中每个逻辑电路逻辑符号和真值表如图1.58 所示。 

逻辑表达式为Y=A⊕B ，当两个输入端同时为高电平或低电平时，输出为低：当两个输入端

电平一低一高时，输出为高。 

场同步信号处理一般只用一个74LS86P 芯片，只要输出脉冲极性、幅度满足场振荡电路要

求即可。 

 

 

第八节  视频电路 

视频电路是显示器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电路性能好坏直接关系到显示器的图像质量，比如

颜色、清晰度、亮平衡、暗平衡、以及对比度控制范围等。视频电路由输入信号插座，视频信

号R、G、B 接口电路，视频信号处理电路，视频信号放大、输出电路，以及对比度控制电路等

组成。对于输入信号为TTL 分离式脉冲的CGA 、EGA 显示器还要有D/A数模转换电路（一般由分

离元件组成）。但本书重点讲VGA 显示器。 

一、视频电路组成原理方框图 

 

二、输入信号连接器及信号线 

信号输入连接器有下列几种形式 

1 .TTL 分离式脉冲输入信号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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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8 孔或9 孔连接器如图1.60 所示 

（1） 8 孔连接器信号线 

Pin1 ：Intersity     1nt 

Pin2 ：Red Video      R 

Pin3 ：Green Video    G 

Pin4 ：Blue Video     B 

Pin5 ：Ground        Gnd 

Pin6 ：Ground        Gnd 

Pin7 ：H-sync        Hs 

Pin8 ：V-sync        Vs 

（2） 9 孔连接器信号线（CGA 和EGA） 

CGA         EGA 

Pin1：  Ground      Ground 

Pin2 ： Ground      Secondary Red 

Pin3 ：Red Video    Primary Red 

Pin4 ：Green Video  Primary Green 

Pin5 ：Blue Video   Primary Blue 

Pin6 ：Intersity    Secondary Green 

Pin7 ：NC           Secondary Blue 

Pin8 ：H-sync       H-Sync 

Pin9 V-sync         V-Sync 

对于早期的TTL 和VGA 两用多频显示器，既有用9 针信号线又有用15 针信号线，因此还必

须配有信号转换插头或采用两根信号线（显示器设有两个插座）。例如CTX CC-1435， GW-500， 

AST 等显示器都设有两个插座。 

2. VGA 模拟信号Analog Video 连接器 

采用15 针信号线。信号连接器如图1.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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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脚功能： 

Pin1： Red Video      R 

Pin2 ：Green Video    G 

Pin3 ：Blue Video     B 

Pin4 ：Ground         Gnd 

Pin5 ：Ground         Gnd 

Pin6 ：Red Ground     R Gnd 

Pin7 ：Green Ground   G Gnd 

Pin8 ：Blue Ground    B Gnd 

Pin9 ：NC             NC 

Pin10 ：Ground        Gnd 

Pin11 ：Ground        Gnd 

Pin12 ：NC            NC 

Pin13 ：H-Sync        Hs 

Pin14 ：V-Sync        Vs 

Pin15 ：NC            NC 

有的公司不用通用信号线，而采用公司专用信号线，这给维修带来不便。如美国IBM公司它

配用的15 孔连接器采用两排结构，见图1.62 所示。 

各针功能如下 

Pin1 ：Red Ground 

Pin2 ：Red 

Pin3 ：No-Connection 

Pin4 ：No-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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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5 ：Green With Sync 

Pin6 ：Green Ground 

Pin7 ：No-Connection 

Pin8 ：No-Connection 

Pin9 ：Blue 

Pin10： No-Connection 

Pin11 ：Ground 

Pin12 ：No-Connection 

Pin13 ：Blue Ground 

Pin14 ：Ground 

Pin15 ：No-Connection 

上述连接器留有8 个孔，其余孔均被封死，但最少要留5 个孔，即R、 G、 B 、H-Sync、V 、

Sync。 

德国西门子公司等也采用专用信号线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3． 同轴电缆信号线 

这种信号线的优点是：抗干扰能力强。它有三个信号插头和5 个信号插头两种输入方式。5 

个信号为R、 G、 B 、H-Sync 、V-Sync。 3 个信号为R 、B 和（G + H-Sync + V-Sync ,该信

号输入方式要求显示器先把G 和（H-Sync + V-Sync） 混合信号分离出来，然后再将行、场混

合同步信号分离出来，因此显示器要增加这部分功能的电路。这种信号输入方式多在大屏幕显

示器中采用，例如美国阿伯罗卫星工作站就曾采用过这种信号输入方式。 

4.采用同轴电缆和通用性15 针两种信号线 

例如美国赛普特公司生产的20 英寸（2002P ）、21 英寸（2102P） 大屏幕显示器就采用

两种信号输入方式。 

三、视频信号输入接口电路 

1. 信号接口电路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功能： 

（1） 有足够的输出幅度，以满足视频信号处理芯片对脉冲幅度的要求。不同型号的视频处

理芯片对输入脉冲信号幅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对一个专业维修工作者是应该知道的。 

（2） 要保证视频处理芯片不被烧坏，接口电路必须有限流保护功能。 

（3） 抗干扰能力要强，防止干扰脉冲进入视频处理芯片而被烧毁。 

2． 显示器视频处理芯片接口电路： 

视频信号输入电路见图1.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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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6 种芯片中LM1203N 采用的接口电路，从简单到复杂，电路功能逐渐完善。起初它的

损坏率相对比较高。当接口电路功能较强时，它的损坏率就很低了。M51387 芯片所采用的接口

电路，其功能很快就完善了，因此它的损坏率相对是很小的。而其它几种芯片，一被应用就吸

收了前面芯片的经验，选用了具有较强功能的接口电路，因此损坏率最低，在维修中很少发现

有被损坏的。由于接口电路过于简单而功能不强被损坏的例子很多，举几个典型例子，如SUN 公

司VGA348 显示器，由于接口电路功能不完善芯片CXA1044被烧坏。LM1203N 损坏的例子很多，

如R 、G、 B 信号输入端某一路常被短路，将信号吃掉而没有输出造成缺色。 

由于计算机更新换代很快，对显示器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所以显示器研制单位和生产厂

家为紧跟快速发展的市场形势，以及要在技术上不断地改进，并且希望扩大自己的市场，就纷

纷研制出自己的芯片，其功能逐渐增强，管脚增多。但由于技术保密，对于业余维修工作者很

难找到有关技术资料。致使某些专业维修工程师也是两手空空。毫无办法，给维修行业的发展

带来很大困难。 

 

四、视频信号处理电路 

对CGA 显示器来说，视频信号处理电路均采用分离元件或功能很简单的芯片，如74LS04、 

74LS05、 74LS06 等，它们的功能很简单。后来EGA 显示器出现，开始利用功能较强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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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N82S135N、 N82S147AN （DM74S472N） 等。当VGA 显示器出现后，新的芯片不断出现。但90 

年代研制生产的显示器还在利用分离元件，如美国阿伯罗地面工作站19 英寸彩色显示器就用分

离元件，这可能是考虑可靠性问题的缘故。 

1. 几种芯片管脚功能说明 

（1） N82S147N （DM74S147N） 

该芯片是20 脚双列直插TTL 视频信号处理芯片，各脚功能如下。 

Pin        Rin                         Pin11          G附加控制 

Pin2       Gin                         Pin12          G附加控制 

Pin3       Bin                         Pin13          Gout 

Pin4       0/1 转换                    Pin14          Gout 

Pin5       0/1 转换                    Pin15          GND 

Pin6       R‘out                      Pin16          显示方式控制 

Pin7       R‘out                      Pin17          Bin 

Pin8       B‘out                      Pin18          Gin 

Pin9       Bout                                         in19           Rin 

Pin10      GND                         Pin20          Vcc 5V 

此芯片是可编程PROM， 其程序由设计者编程并写入。 

（2） LM1203 各脚功能如下 

Pin12 ：Cont 为对比度控制，外接对比度调整电路。 

Pin14： Clamp Gate 为箝位脉冲输入，由同步信号处理后送入，或由行输出变压器次级提

供逆程脉冲。 

Pin15 、19、 24 ：为R 、G、 B （+） 箝位信号输入端，采样电平由视频输出射极跟随

器发射极电阻分压后提供，或由12V 电压经电阻分压后提供。 

Pin16 、20、 25 ：Rout ，Gout， Bout 为R、 G、 B 视频信号输出端，不同型号显示器输入信

号可能有变化，但输出端必须作相应调整。 

Pin17、 21、 26： 为R、G、 B （一）箝位信号输入端，基准参考电平由12V 电压分压后

取得。 

Pin18、22、 27 为R、 G、 B 亮平衡调整输入端，通过外接电位器进行调节。 

（3） M51387P 

该芯片是30 脚双列直插R、 G、 B 三通道宽频带视频放大电路。各脚功能如下： 

Pin1 ：NC 悬空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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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2 、6、 10、 30： Vcc 为12V 电源输入端。 

Pin3、7 、11 ：（Rin、 Gin、 Bin） 为R 、G、 B 视频信号输入端。 

Pin4、8、 12 Sub Cont 为亮平衡控制，通过外接电位器进行调节。 

Pin5、9 、13： 外接电阻、电容到地、具有高频补偿作用，有些显示器悬空未用。 

Pin14 ：Cont 为对比度控制，外接电位器可进行调节。 

Pin15 ：Clamp Gate 为箝位脉冲输入，同步脉冲经处理后输入或输入行逆程脉冲。 

Pin16 ：Bright 为亮度控制，通过外接电位器对R、 G、 B 输出端的直流电平进行调节。 

Pin17 ：Blank Gate 为消隐脉冲输入，有的显示器消隐脉冲直接加在显像管控制栅极G1

上。 

Pin18、22、 26 GND 接地。 

Pin19 、23、 27： Sub Bright 为暗平衡调节，通过外接电位器对R 、G 、B 输出端直流

电平进行调节。 

Pin20、24、 28： Clamp Cap 为R G B 箝位电容，可提高抗干扰能力防止R 、G、B 输入

信号自激。 

Pin21、 25、 29 ：Rout Gout Bout 为视频信号输出。 

（4） LM1205 

该芯片是28 脚双列直插R 、G、 B 三通道宽频带放大电路，其功能和内部电路结构与LM1205N 

相差不多，但各脚功能不一样，所以不能互相替换。各脚功能介绍如下： 

Pin1 ：2 Cont Cap 为对比度箝位电容，两脚之间外接R、 C 网络。 

Pin3、 11、 22、 23、 25： Vcc 为12V 电源。 

Pin4 、6、 9 ：Video in 为R、 G、 B 视频信号输入端。 

Pin5 、8、 10 ：Clamp Cap 为外接箝位电容。 

Pin12 ： Cont 为对比度控制，外接对比度调整电路。 

Pin13 ： Blank Gate 为消隐脉冲输入端。 

Pin14 ： Clamp Gate 为箝位脉冲输入端，由同步脉冲处理后输入，或由行输出变压器次

级提供行逆程脉冲。 

Pin15、18、 28 ：Drive Adj 为R 、G、 B 激励调节，即亮平衡调整。 

Pin16 、19、 27 ：Cut-off Adj 为暗平衡调整。 

Pin17 、20、 26 ：Video out 为R G B 视频信号输出。 

（5） LM1207 

该芯片是28 脚双列直插三通道宽频带放大电路，与LM1205N 的功能基本相同，因为各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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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些差别，所以不能互相替换。 

Pin1  ：2 与LM1203N 相同。 

Pin3 、 11、 22、 23、 25： Vcc 为12V 电源。 

Pin4 、 6、 9： 与LM1203N 一样。 

Pin5、 8、 10： Clamp Cap 为外接箝位电容，与LM1205N 相同。 

Pin7 、21、 24： GND 接地。 

Pin12 ： Cont 与LM1205N 一样。 

Pin13 ： Blank Gate 为消隐脉冲输入端。 

Pin14 ： Clamp Gate 为箝位脉冲，与LM1205N 相同。 

Pin15 、18、 28 与LM1205N 一样。 

Pin16 、19、 27 与LM1205N 一样。 

Pin17 、 20、26 与LM1205N 一样。 

视频信号处理芯片还有CXA1209P、 LM1201N、 AN5355、 AN93806K 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

了，而且随计算机的发展还会不断地研制出功能更强的芯片。 

为了进一步了解视频信号处理芯片内部电路结构、工作原理，现将LM1203N 和M51387P 两

种芯片进行较为详细的剖析。 

2. LM1203N 内部电路工作原理 

LM1203N 内部电路原理框图1.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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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部电路结构 

内有结构完全相同的R、 G、 B 三个视频通道。每个通道均由视频放大电路、对比度控制

电路、黑电平箝位比较器电路三部分组成。视频放大器有一个增益控制端，可调节该通道的增

益大小。黑电平箝位比较器，既可作亮度控制也可作暗平衡控制。而对比度控制电路为三个通

道共用。现以R 通道为例给出原理方框图见图1.65 所示。 

图中A1 是由四个三极管Q1~Q4 组成的视频放大器，A2 是由八个三极管Q5~Q12组成的视频

放大器。A1 的增益可通过对比度控制电路进行调节，A2 由黑电平箝位比较器进行控制，可进

行亮平衡和暗平衡调整。A1~A2 相对分离元件可看作视频信号预视放大器。电路工作原理简述

如下。 

（2） LM1203N 电路工作原理 

      A1~A2 为视频预视放电路,电路见图1.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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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Q1 为射极跟随器，作为输入信号的缓冲级，起阻抗匹配和隔离作用，Q2~Q4组成串联

放大器，其性质为共发-共基极电路，它的优点是：电压放大系数大，通频带宽，是视频放大器

最常用的电路。Q2 将R（ G、 B） 输入信号进行放大，从集电极输出，送入Q3 和Q4 放大，由

Q4 集电极输出。ic3=ic4=1/2ic2≈1mA。 Q3 、Q4 基极电位受对比度电路控制。当Q3 和Q4 基极

电位不等时，则Q3 和Q4 集电极电流不相等，因此改变Q3、 Q4基极电位可以调节A1 的增益。 

Q4 从集电极输出送入Q7 的基极，经Q7、 Q8 缓冲级再由Q9 放大送入Q10 的基极，Q10~ Q12 

是A2 的输出缓冲级，由Q12 的发射极输出再送给视频放大器。在这里缓冲级的作用是将直流电

平移位。电路中Q6 基极接在两个完全相同的电流源“±5” 的中点并接箝位电容的一端。两个

电流源受黑电平箝位比较器控制，当箝位比较器不工作时，两个电流源对箝位电容的充放电可

视为零，因此对Q7 的基极不构成控制。当黑电平箝位比较器工作时，对两个电流源的控制发生

不平衡，箝位电容上的充放电流发生变化，即Q6 基极电位发生变化，引起Q5 基极电位变化，

这样流过R3、 Q5 集电极电流亦发生变化，即改变了Q7 基极电位，这样就实现了亮度控制。 

       对比度控制电路 

对比度控制电路见图1.67 所示，其功能是调节图像亮度。 

 

由图1.67 可知，对比度控制电路由Q13~Q17 组成，Q15 偏置由R23、 D3、 R24、 Q13、Q14、 

R25、 R26 组成的电路提供，经计算可知，Q13 基极电位为6.7V， Q14 基极电位为6V ，Q5 基

极电位为5.3V； 当对比度电位器未接入时，Q16 基极电位同样为5.3V； 当外接对比度电位器

接上时，会使Q16 集电极电流发生变化，即流过电阻R28 的电流与流过电阻R29 的电流之和等

于Q16 集电极电流，因此Q17 基极电位发生变化而影响Q16 基极电位发生变化，结果Q15 与Q16 

基极电位同样有一个差值，而这个差值相对Q3 、Q4 基极电位也同样有一个差值，于是Q4 集电

极电流就发生变化，从而改变Q7 基极电位。当调整对比度电位器时，就会改变放大器A1 的增

益。即改变Q7 的基极电位。A1 增益的变化通过放大器A2 放大器以及后级视频放大电路的再放

大送入显像管阴极，从而调整了屏幕图像（或字符）的亮度，这就是对比度电路控制屏幕亮度

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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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电平箝位比较器和箝位门电路 

 

图1.68 是箝位比较器和箝位门电路原理图。Q18-Q21 、D5、 If 构成黑电平箝位门电路。

Q22~Q28 构成黑电平箝位比较器。比较器两个输出端控制两个电流源“+1” 和“-I”， 用以

控制R、 G、 B 箝位电容上的电平。图1.68 是黑电平箝位比较器和箝位门电路，Q18~Q21 是一

个差分电路。当箝位脉冲没到来时（计算机处于关机状态），Q20 基极电位约为2.1V， Q19 基

极电位与Q20 相同。Q18 基极电位大于1.4V， Q18、 Q19 不能工作，Q20 导通，Q21 饱和导通，

If 全部电流都流入Q21， 使D5 没电流通过，Q26 无偏置电压而截止，黑电平箝位比较器也就不

能工作，两个电流源保持平衡，箝位电容器上的电荷没有变化，使Q6 基极电位不变，Q5 集电

极电流亦不变，Q7 不受控制，屏幕处于黑屏状态。当箝位脉冲到来时（即计算机开机后），因

为箝位脉冲是负极，性使Q18 基极电位低于1.4V，Q18、Q19 导通，Q21 截止，电流源If 流过D5 、

Q26， 黑电平箝位比较器开始工作，通过Q24、Q25 集电极改变电流源对箝位电容充放电电流的

大小。从而改变电容上的电压，通过Q6、Q5 的作用改变Q7 基极电位，从而改变放大器A2 的直

流电平，这就起到了箝位作用。 

  2.4V 基准电压供给电路 

该电路由R21 、Z3、 D1、 D2、 R22 组成。2.4V 电压通过10K 电阻加到图1.66 中Q1的基

极。电路见图1.69 所示。 

 

3. M51387P 

该芯片每一路均由对比度控制电路、高频补偿电路、亮度控制电路和消隐控制电路四部分

组成。内部电路原理框图如图1.70 所示。 

http://www.gzfix.com


 显示器维修教材 

编辑: 罗 旭 第 57 页 2004-9-18 
    南方维修网   www.gzfix.com 
 

 

下面与LM1203N 芯片对比作些说明 

（1） 该芯片有30 个脚，Pin3、 7、 11 脚为R、 G、 B 视频信号输入端，Pin21 、25、 

29脚为视频信号输出端。LM1203N-4、 6、 9 脚为信号输入端输出端，为25、 20、 15 脚。如

果信号输入管脚有变化，则输出管脚要作相应调整。并且外部电路也必须作相应变化。 

（2） 对比度控制电路工作原理是一样的，不同点是LM1203N-2 、3 脚分别接对比度箝位

电容，是三路共用的，而M51387P-4、 8、 12 脚分别接一个箝位电容，并且接电位器，调节电

位器可以改变4 、8、 12 脚的电压，可分别改变R 、G、 B 通道的电压增益，进行亮平衡调整。 

（3） M51387 R 、G、 B 三通道有高频补偿电路，其作用是提高电路的高频响应，补偿视

频信号在传输和放大过程中损失的高频分量。在5、 9、 13 脚串联电阻、电容到地即可。 

（4） M51387 亮度控制电路，相同点外电路都接有R 、G、 B 箝位电容和暗平衡调整电位

器，进行暗平衡调整；不同点是M51387-16 脚外接电位器可同步调整三通道亮度，LM1203N 三

个脚（三通道）外接一个电位器，可同步调整三通道亮度，也可将某通道接固定电平，其它两

路以此为参考。另外，LM1203N 亮度控制电路外接电位器可进行亮平衡调整。 

（5） M51387 具有消隐电路，当需要时可通过17 脚引入消隐脉冲。而LM1203N 没有消隐

电路。 

（6） 两芯片均有黑电平箝位脉冲输入，对亮度电路进行控制。当显示器不与计算机联机

或计算机未开机，即箝位脉冲未到来时，亮度电路处于关闭状态不工作，则屏幕处于黑屏状态，

这样既消除了X 射线对人体的伤害，又保护了显像管。箝位脉冲的引入，既可用计算机送入的

行同步脉冲信号（根据需要进行极性处理）又可用行输出变压器次级绕阻提供的行逆程脉冲。 

五、视频放大、输出电路 

视频放大电路的作用主要有两个：（1） 将视频信号处理电路输出的3~ 4Vpp 脉冲模拟信号

进行放大，输出幅度为60Vpp 送入显像管阴极，（2） 与视频信号处理电路构成一个闭环回路，

以完成黑电平箝位，对显示器进行暗平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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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放大器如何达到上述要求呢？换句话说就是它应该具有哪些技术。指标（1） 要有足

够的电压增益，一般>12db ，以满足显像管对模拟脉冲信号幅度的要求。（2） 放大器视频带

宽要≥40MHz， 对于具有超高分辨率的大屏幕彩色显示器来说，则要求更高的带宽，高达80MHz 

以上，使屏幕图像细节部分清晰透亮。（3） 放大器要有一定的输出功率，保证为显像管阴极

提供0.5mA 以上的电流。（4） 要保证视频放大器输出管的安全，防止因显像管打火而被烧毁。 

根据以上分析可看出，对视频放大器的要求是高的。就分离元件来说，视放管的反向击穿

电压BVceo≥ 160V ，带宽40MHz； 若选用共发射极电路，它的电压增益高，但通带窄，因此要

想达到40MHz 的带宽就要选用特征频率fT 高的三极管，而特征频率高的管子，反向击穿电压又

比较低，比如fT ≥500MHz 的管子，BVceo 只有40V 左右，而耐压BVceo≥160V 的管子，fT 200MHz 。

因此单独选用共发射极电路放大器是达不到要求的。若选用共基极电路，其特点耐压高，对特

征频率的要求要低的多，fT 只需3 倍工作频率即可，这样选用反向击穿电压BVceo 为160V 的管

子，特征频率可达到200MHz， 但增益只有1， 也不能满足要求。选用共发共基极放大电路就能

满足视频放大器的要求，因为该放大器是电流串联负反馈放大器，具有两个放大器的优点，有

较高的电压增益系数和较宽的通频带，被绝大多数显示器采用：这种电路在高频、高压放大电

路中也常被采用。为了增强放大器的驱动能力，常常采用射极跟随器输出。射极跟随器又有单

管和互补对称双管两种，近期生产的显示器多数采用双管互补对称射极跟随器。下面给出三种

实用电路供参考。 

1. 三种视频放大电路 

（1） 具有单管射极跟随器的共发-共基极放大电路 

这种电路被很多种型号显示器所采用，比如GW-240、 GW-240A、 GW-300 、GW-500、GW-500A、 

GW-600C、 AST、 DATAS、 TOPCON、 NEC JC-1404HMED-1 大屏幕等。现以AST CM6P R 通道为

例加以说明，参见图1.71 所示。 

图中Q303 、Q304 组成电流负反馈串联放大器，即共发共基极电路。Q304 是共发射极放大

器，选用PN2369 （2N2369）， 截止频率500MHz， BVcbo ≥40V ，由于Q304 集电极接Q303 发

射极，而发射极电压在12V 以内，所以BVcbo ≥40V 是完全可以的。Q303 是共基极放大器，选

用管子C3787 ，截止频率≥140MHz ，BVcbo ≥160V ，因为共基极放大器对fT 要求低只需≥3 倍

工作频率（40MHz） 即可。图中Q306 是射极跟随器，选用D1609，BVcbo≥ 160V ，fT ≥140MHz， 

它的作用是改善视频信号脉冲波形。D303、 D304 的作用是改善输出波形下降沿。Q301 是射极

跟随器，作用是改善输入视频信号的波形。Q230 相当一个稳压器，保证共发射极电路发射极有

一个稳定的电压，另外给发射极直流电流一个通路。该放大器有一个缺点，对显像管打火可能

损坏管子，没有电路保证。而很多显示器在射极跟随器发射极到电源都接一个保护二极管D，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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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所示。 

 

当阴极打火发出一个较高的尖脉冲时，会通过二极D 短路掉，从而保护了放大器。 

（2） 具有双管射极跟随器的放大电路 

这种放大电路应用越来越普遍，被现在生产的多数显示器所采用。如COMPAQ： 420、TE1420Q、 

FS151、 491、 462、 300、 1425、 1525、 453 等，三星CMB5477 ，ENVISION：F335 、F336/337、 

NEC JC-200/VMA、 SAMPO： 2055D、 2077BF 等。现以COMPAQ FS151R 通道为例加以说明，电

路见图1.73 所示。 

 

图中Q701、 Q704 及周围电阻，电容组成共发-共基极放大器，二极管K706 使Q701发射极

有直流通路，并起稳定作用。Q707 、Q708 及周围电阻、电容组成双管互补对称射极跟随器。

二极管D709 、D757 保证0Q707 与Q708 基极之间有1.4V 稳定电压，使射极跟随器工作稳定；

R725 是保护电阻；电感L701 起高频补偿作用，改善放大器的输出波形；二极管D712 是保护二

极管，用于防止显像管阴极打火时烧坏三极管Q707。 

（3） 集成电路视频放大器 

随半导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具有中、大功率的集成电路也相应发展起来，越来越多地应用

于显示器电路中，特别是视频放大器尤为突出。例如：IBM：G50、 P70， 三星17GLS，COMPAQ ：

301、 301A 等，现以IBM G50 R 通道为例加以说明。见图1.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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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I702（LM2406） 是具有11 脚单列直插视频放大器芯片。其中11 、9、 7 脚为R、G 、

B 视频信号输入端，1、 3、 5 脚为视频信号输出端，6 脚接电源75V， 10 脚接电源12V，2 、

4、 8 脚接地。CR702、 CR703、 CR704 是保护二极管。VR702 、VR703、 VR704 三个电位器

调整暗平衡。LM2406―1 、3 、5 脚取样电平分别送前级LM1203N 的24 、19、 15脚，以控制

显示器的亮平衡。 

关于视频放大器通频带问题这里应指出，对通频带的要求是随分辩率的提高而加宽，的比

如Vie Wson ic 21 英寸大屏幕彩显P851 点距为0.25mm ，水平扫描频率最高达115kHz ，分辨

率最高为1800×1440 ，视频带宽要求高达250MHz。 

六、白平衡调整原理 

白平衡是彩色显示器重要指标之一，它不仅对黑白图像的显示是重要的，而且也是正确地

重现彩色图像的先决条件。所谓白平衡，就是彩色显示器重现灰度信号图像（黑白图像）时，

要求在所有对比度电平上，各个灰度级别只显示一种标准的白色色调，看不出其它彩色。如果

显像管电子枪调制特性、截止点、三种荧光粉发光效率完全相同，即当屏幕亮度从最小变化到

最大时，屏幕亮度应该保持同样的基准白色，就能达到白平衡。但实际上显像管的调制特性曲

线、截止点都不一样，三种荧光粉发光效率也不一样。如某种荧光粉发光效率束电流比为R ：G ：

B=37： 37： 26。 因此在电路中设置了白平衡调整。白平衡可分暗平衡和亮平衡两个步骤进行

调整。 

1. 暗平衡调整低亮度调整 

为了使低亮度时屏幕不带彩色，就需要进行暗平衡调整。暗平衡调整就是调整电子枪的静

态工作电压，使三个电子束的截止点移到同一个位置上，称为截止调整。对于自会聚彩色显像

管来说，可以调整各枪的阴极静态工作电压，使关断场偏转时的屏幕中心红、绿和蓝色水平亮

线都刚好同时出现或消失。上述调整使三电子束的调制特性曲线产生平移，从而使三个电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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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点重合到一起。实现了暗平衡调整。如图1.75 所示。 

 

2. 亮平衡调整高亮度调整 

在暗平衡调整好之后,虽然三个电子枪能同时开启或截止,但是三个电子束的特性曲线斜率

并不一样。另外，三种荧光粉发光效率也不同，所以还需要进行亮平衡调整。亮平衡调整是为

了保证彩色显像管显示高亮度单色图像时，屏幕上不出现彩色。影响亮平衡的主要因素是调制

特性曲线斜率。当显像管制成后，调制特性曲线斜率就定了，实现亮平衡只有靠改变各电子枪

激励信号与幅度来进行补偿。亮平衡调整如图1.76 所示。 

 

第九节   亮度对比度和自动亮度控制电路 

 

一、亮度控制电路 

计算机人机对话是通过显示器屏幕图像（包括字符）变化而进行的。计算机工作在不同环

境下亮度是不一样的，如白天和夜间，室内和户外等都不一样。因此，对显示器屏幕的亮度必

须根据需要进行适当调整，以满足不同环境下对显示器图像亮度的要求。亮度控制电路就是为

此而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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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亮度控制概念这里要强调一下，亮度控制就是控制显像管阴极发射电子的多少。根据

显像管工作特性曲线，显像管发射电子的数量是随显像管栅极与阴极之间的电位差变化而变化

的：电位差越大，发射电子越多；反之则越少。控制电子的发射量有两种方法：（1） 可控制

显像管阴极电压，将栅极电压固定；（2） 另一种是将阴极电压固定，调整栅极电压。前者要

求视频放大器动态范围大，但亮度调节范围小；后者控制方法优于前者。九十年代市场上流行

的显示器，亮度控制均通过栅极电压的变化进行调整。 

1. 阴极控制方式 

以GW-300 显示器为例进行说明控制电路见图1.77 所示 

 

图中LM324 （HA17324） 芯片是四运算放大器。每个运算放大器的输入阻抗非常大，而输

出阻抗却很小，所以电压增益很高。图中LM324-1、 2、 3 脚组成运放A， 5、 6、 7 脚组成

运放B。 放大器V207 是射极跟随器与运放A 又组成一个闭环系统，它们是一个具有深度负反馈

的放大器，因此工作很稳定。LM324 运放B 与放大器V208 同样组成一个闭环系统，也是一个具

有深度负反馈的放大器。V801 和V802 组成D/A 转换器，两个放大器输出叠加后送视频放大器。 

如何实现显像管阴极电位变化而调整阴极电子的发射量呢？具体过程如下：调节亮度电位

器R201 可使Q 点电位升高，通过运放A 输出端1 脚电位升高，送放大器V207 的基极，从发射

极输出并跟随升高，V801 集电极电位升高，送视频放大器V805 的基极，经放大器使显像管阴

极电位下降，屏幕亮度加大。调整亮度电位器R201 使Q 点电位下降，通过电路工作使显像管阴

极电位升高，亮度下降。同理，调整对比度电位器R202 可使W点电位升高，通过电路工作，使

显像管阴极电压下降，屏幕图像亮度加大；反之，屏幕图像亮度减小。 

2. 栅极G1 控制方式 

当采用阴极电压的变化来控制亮度时，这时栅极接地为零电位，调节亮度需要栅-阴极之间

电压变化为40Vpp， 因此，阴极需要加更高的电源电压，一般为150V~180V 。当采用栅极电压变

化来控制亮度时，栅极加负电压，调节范围大，一般为0~60V 之间变化，视放电源电压为120V 。

这不难看出，采用阴极控制亮度的方法是有两个缺点，其一，对视频放大管耐压要求比较高，

动态变化范围大。其二，亮度调节范围小。所以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显示器，亮度调整均采用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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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控制的方法。亮度控制电路需要一个直流负电源，电压约-170 -200Vpp 一般由行输出变压器

次级提供。举例说明，见图1.78 所示。 

 

图中VR802 为亮度调整电位器，安装在显示器主板上，出厂前已调好。VR803 亦为亮度调

整电位器，固定在面板上，用户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电阻R808 为限流电阻，因为栅极控制不

需要电流；是电压控制，对调整电流必须加以限制。当超过某一值时，就将电阻烧断，以保护

显像管。电容C805 、电阻R829 组成一个网络，消除高频杂波。电容C806为滤波电容，滤出低

频脉动波纹。三极管Q807 、Q808、 稳压管D803 及电阻等构成一个稳定的直流放大器，以保证

给G1 提供稳定的负电压。关于亮度控制电路的形式很多，几乎每一种型号的显示器都不相同，

但负电压的提供是一致的。 

 

二、对比度控制电路 

按人的眼睛视觉特性，在不同亮度电平下，观看显示器屏幕图像（包括字符）时最佳的对

比度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当改变图像亮度时，为了得到合适的图像就应相应地调整对比度，

即调整加在显像管阴极的视频信号幅度。实践表明亮度大时，所需视频信号幅度也大；亮度小

时，所需视频信号幅度也小。故在显示器面板上都装有亮度和对比度调节旋钮，以便随时进行

调整。 

 

亮度和对比度的调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亮度调整是对显像管屏幕背景亮度的调整，是直

接通过显像管阴极或栅极电压的变化来调制显像管阴极发射的电子数量。显像管束电流越大，

背景亮度越亮。而对比度调整是对视频信号幅度进行调节，信号幅度越大屏幕图像越亮。所以

在视频信号通道中加入对比度控制电路。视频通道一般可分三个部分：（1）视频信号输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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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2） 视频信号处理电路（即预视放部分），（3） 视频信号放大、输出电路。对于单

色显示器来说，对比度控制电路是很简单的，只有一个电位器，一般都放在预视放电路前或放

在视频放大级。例如：CASTER VGA（GW-1489V） 单显，见图1.79所示。 

图中Q21、 Q22 为预视放电路。Q24 、Q25 是视频放大电路，Q23 是射极跟随器，为Q24 基

极提供稳定的直流偏压。VR21 是对比度调节电位器。而GW-100 系列单色显示器对比度控制电

路放在视频放大级图。1.80 是GW-100B 对比度控制电路。 

 

图中C505、 C508、 VR501、 R507 组成交流负反馈电路。调节VR201 的电阻值也就改变了

视频放大器的放大增益，即调整了对比度。 

对于彩色显示器来说，对比度控制电路均放在预视放电路中。目前流行的显示器预视放均

采用集成电路，它们都具有对比度控制输入端。下面给出几个芯片对比度控制电路和控制端。

LM1203N-12 脚为对比度控制输入端，电路见图1.81 所示。 

 

图中VR2 和VR201 安装在面板上用户根据需要进行对比度调整 

 

有些显示器对比度调节还有负对比度调节电位器，一般安装在显示器电路主板上，在出厂

前已调好。 

 

三、自动亮度控制电路 

自动亮度控制（Automatic Brightness Control 缩写ABC ）又叫自动亮度限制（用ABL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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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还有叫自动亮度保护（用ABP 表示），总之是一个意思。最常用符号是ABC ，而且在电

视中也用此符号。 

 

当显像管束电流太大时，图像背景亮度加大，会缩短显像管寿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

现，可采用自动亮度控制电路加以限制。ABC 控制电压是由显像管高压整流回路取样而来。显

然，ABC 电压的大小和显像管电子束电流大小成反比。因而利用ABC 电压控制阴极电子发射量

就可以控制显像管背景亮度。当屏幕背景亮度加大时，显像管电子束电流加大，ABC 电压变小。

ABC 电压通过视频处理电路和视频放大电路可使显像管三个阴极（RK 、GK、 BK） 电位升高，

而束电流减小，显像管背景亮度下降。同理，当图像背景亮度变暗时，ABC 电压变大，显像管

阴极电位下降，束电流增加，背景亮度上升，屏幕恢复正常。因此，ABC 可缩小显像管背景亮

度的变化范围，它不但限制了过高的背景亮度，使亮度不会太亮，保护了显像管和高压电路；

而且也限制了过低的背景亮度，使暗场暗不下来。下面举个实例加以说明。图1.83 是LYMIC -C 

214S 显示器ABC 电路。 

图中Q301 是共集电极放大器，其特点是电流放大系数大，工作稳定性高。控制原理及工作

过程：ABC 控制电压是从电阻R523 和R506 之间Q 点取样，通过电阻R312 加到三极管Q301 的

基极，将电压放大加到LM1203N-12 脚，从而控制LM1203N 的电压增益，再通过视频放大来改变

显像管阴极电压，从而控制显像管的束电流，即自动控制了背景亮度。由于某种原因背景亮度

加大（如显像管高压升高或束电流增加），流过电阻R523、 R506的电流加大，在电阻R523 上

的压降增大，Q 点ABC 取样电压下降，使Q301 发射极电流减小，LM1203N 电压增益下降，显像

管阴极电压升高，束电流下降，背景亮度变暗，恢复正常。同理，当背景亮度变暗即束电流减

小时，取样电压升高，LM1203N 电压增益加大，显像管阴极电压下降，束电流加大，背景亮度

加强，恢复正常。因此，只要显像管背景亮度有微小变化，通过自动亮度控制电路的工作都会

自动进行调整。 

 

第十节   消隐和消亮点电路 

 

一、消隐电路 

行、场扫描电路扫描周期包括扫描正程时间和扫描逆程时间。扫描正程完成信号扫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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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重现计算机所需要的图像和字符，而扫描逆程是电子束回扫时间，在屏幕上只能看到数条

回扫线，但它的出现会严重影响屏幕的正常显示，因此必须加以消除，这就是所谓消隐。 

消隐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在行、场扫描逆程时间内，使显像管阴极不发射电子或少量电子

打到荧光屏上，在正常亮度下，以不出现回扫线为原则。消隐信号的来源均由行、场扫描电路

提供。行消隐信号一般由行输出变压器次级线圈中取出或由行输出管集电极串联逆程电容之间

取出。但有些扫描集成电路也可以给出消隐脉冲，如：TDA2593芯片中就有行逆程脉冲发生器。

消隐脉冲从何处取出这要看显示器具体电路而定。场消隐信号一般由场输出级取出，有些场振

荡芯片也有回扫脉冲发生器。可提供场逆程脉冲，如：TDA1170N 就有这个功能，回扫脉冲由3 脚

给出。消隐电路一般由一级三极管放大器组成。消隐信号的控制点在何处呢？这完全取决于显

像管电子束是由阴极控制还是由栅极控制。如采用栅极控制就加在栅极G1 ；上如果采用阴极控

制一般不直接加在阴极上，而是加在视频处理电路或加在视频放大级的输入端。下面给出几种

实际电路，供参考。 

1. 栅极控制 

GW-500 消隐电路见图1.84 所示 

 

图中场消隐脉冲从TDA1170N-3 脚取出，通过R337、 D305 加到Q308 基极；行消隐脉冲从

行输出变压器7 脚取出，通过R347、 C303 加到Q308 的基极。C303 是加速电容，可以改善逆

程脉冲的前、后沿。D306 是为了保护Q308 的发射结，C318 为隔直流电容。R829、 C812 组成

低通滤波器，可滤掉杂散信号对栅极的干扰。电路工作原理：消隐脉冲来到时，Q308 不工作，

集电极输出负极性脉冲，通过耦合电容C318 加到显像管栅极，叠加在栅极负压上，使显像管不

发射或少发射电子，只有少量电子能通过栅极负电场而到达屏幕。所以屏幕不会出现回扫线。

电路工作波形见图1.8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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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路看起来比较复杂，比上述电路多几个三极管，但实际分析并不复杂。Q825和Q605 是

两个三极管放大器，Q823、Q824 是互补对称射极跟随器，C836 是耦合电容。电路工作原理与

上述电路相同。该电路特点是行消隐脉冲从两个逆程电容C820 和C821之间取出。 

2. 阴极控制 

以GW-300 显示器为例加以说明，电路见图1.86 所示。 

 

图中：行消隐脉冲从行输出变压器FBT-5 脚取出，场消隐脉冲从场输出级Q401 发射极E 取

出。行、场消隐脉冲经电路处理后分别加到消隐放大器的基极（R、 G、 B 三路同时），使三

路放大管V803 、V843、 V873 饱和导通，而三路视频放大器基极处于反偏而截止，显像管阴极

电压大大升高而截止。因此不能发射电子，这样屏幕回扫线消失。 

 

二、消亮点电路 

当显示器电源关闭后，显像管灯丝电压迅速下降到0V 。但阴极不会立即冷却，会保持很长

时间（几秒到十几秒钟）而继续发射电子，并打到荧光屏上，所以显示器断电后屏幕中间有一

个亮点。时间可长达数十秒钟。如反复多次就完全可能烧糊荧光屏内壁涂的荧光粉，形成一个

黑点，因此必须加以消除。消亮点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在显像管的栅极加上较高的负电压抑制

电子的发射或通过。图1.87 是COMPAQ SM-1557S 显示器消亮点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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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96V 经二极管D823 、D817、 电阻R505、 行输出变压器FBT 到地，对C852 充电，所

以C852 两端约有200Vp 脉冲电压。D822 的作用是防止G1 有脉冲干扰而产生误动作。R890 R889 

为分压电阻。 

电路工作原理：在正常工作时，由于G1 有很低的负电压，D822、 Q833 不能导通，处于截

止状态。当电源关闭时，G1 电压突然由负压降到零时，电容器C852 上的负电压使D822、Q833 饱

和导通，于是C852 上的负电压加在G1上，并可维持较长时间。电子束被截在电子枪内，消除了

屏幕亮点。 

 

第十一节  显示器电源 

显示器电源均采用开关稳压电源。开关稳压电源一般分为四种形式，即： 

1. 串联型开关稳压电源 

2. 升压式开关稳压电源 

3. 极性反转式开关稳压电源 

4. 直流交流变换器式开关稳压电源 

 

一、开关电源的组成和原理方框图 

开关电源由输入电网滤波器，输入电压整流、滤波器，直流/交流变换器，高频脉冲整流滤

波电路，控制电路，保护电路及辅助电源等七个部分组成。原理框图见图1.88 所示。 

 

1. 各方框功能 

（1） 输入电网滤波器：消除和防止来自电网的各种干扰，如电动机的启动，各种电器的

开和关所引起的电火花，雷击产生的干扰等。同时又防止开关电源产生的高频电磁干扰向电网

扩散。 

（2） 输入电压整流、滤波电路：将电网交流电压进行整流、滤波，向直流/交流变换器提

供纹波较小的直流电压。而且当电网瞬间停电时，电容器储存的能量可使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维

持一定的时间，有利于计算机进行数据保护。 

（3） 直流_/交流变换器；是开关电源的关键部件。它把未稳定的直流电压（300V）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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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脉冲电压。高频脉冲变压器可起到输入电网与输出端隔离作用，另外还可储能、变压。 

（4） 高频脉冲整流、滤波电路：将变换器输出的高频脉冲电压进行整流、滤波得到所需

要的直流输出电压（可获得多路输出）。同时还可防止高频噪声对负载的干扰。 

（5） 控制电路：检测直流输出电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放大，调制振荡器输出的脉

冲宽度，从而控制变换器以保持输出直流电压的稳定。一般控制电路还包括软启动及停止电路。 

（6） 保护电路：在开关电源发生过压、过流或短路时，保护电路使开关电源停止工作，

以保护负载和开关电源本身。有的还发出报警信号。 

（7） 辅助电源：为控制电路和保护电路提供满足一定技术要求的直流电源，以保证它们

工作稳定可靠。辅助电源可以是独立的（计算机电源多数采用），也可以由开关电源本身提供

（显示器电源采用）。 

2. 直流_/交流变换器的五种形式 

直流/交流变换器可以分为：单管正激式、单管反激式、半桥式、全桥式、推挽式五种。电

路如图1.89。 

图中前两种电路相对比较简单，元件少，但输出功率也相对低些。单管反激式开关电源在

显示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半桥式和推挽式开关电源在微型计算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全桥

式开关电源因为电路太复杂，元器件也多，因此它的成本高，可靠性低，在显示器和计算机中

都不采。用这五种电源的变换器均有自激式和它激式两种。 

3. 变换器式或并联型开关 

这种电源与串联线性电源、串联开关电源相比较，有如下特点： 

（1） 体积小，重量轻。由于不用电源变压器，只用一个高频脉冲变压器，所以与前 

两种电源比较，体积和重量都小得多。一般为20 30%。 

（2） 功耗小，效率高。功率开关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电流小，功耗小，而且控制功 

率也小，因此效率高。一般可达到60 85% 。而且当电网电压和输出电压在较大范围内变 

化时功耗变化不大，因此效率没多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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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容易出现过压现象。串联线性和串联开关电源，尤其是串联线性电源，输入、输

出电压值相差大，串联功率开关管一旦击穿，全部输入电压都加到负载上，由于电压高，上升

速率又快，过压保护电路来不及动作就可能损坏负载。而无工频变压器开关电源（即并联型开

关电源）不论开关管断开还是击穿，其输出电压都会下降到零。没有过压现象发生。即使控制

电路发生故障引起输出电压升高但上升速率缓慢，过压保护电路能动作，及时切断输出电压。

况且控制电路的故障率相对要小得多。 

（4） 电网电压突然断电，输出电压维持时间长。在额定负载下，输出电压的额定值能维

持几十毫秒以上，便于计算机实现信息保护。 

（5） 输出电压可给出任意值，而且可获得多路输出。 

（6） 电路复杂，使用的元件多。由于采用集成电路，元器件的数量也相应减少。（7） 输

出电压纹波大，产生的干扰强。串联线性电源得到1 毫伏以下的纹波电压是不困难的，而开关

电源一般为10 100mV ，开关电源产生的尖峰电压频率高，能量大，易损坏开关管，而且也产生

干扰。 

（8） 瞬态响应差。串联线性电源一般为10 微秒到几百微秒，开关电源为毫秒数量级，电

压输出幅度变化也大。 

二、单管自激型反激式开关电源工作原理 

1. 工作原理 

所谓自激型和它激型的概念要搞清楚。自激型变换器实际上是一个自激间歇振荡器；它激

型变换器是一个它激间歇振荡器。这两种变换器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显示器中后一种变换

器将逐步取代前种。图1.90 为自激型反激式变换器的基本电路。图1.91 是基本电路的电压和

电流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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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路是利用变压器耦合而形成正反馈的自激振荡电路。Np 为变压器的初级线圈，Nb为基

极反馈线圈，Ns 为次级线圈，R1 为启动电阻，为基极提供初始直流注入电流，Q 为功率开关管，

Re 为负反馈电阻，起稳压作用，D2 为输出整流二级管。C2 为滤波电容。RL为等效负载电路。 

当输入电压接通后，300V 经启动电阻R1 给开关管Q 的基极以正偏置使其导通，集电极电流

流过变压器初级线圈Np ，由于初级线圈Np 和基极线圈Nb 之间的耦合作用，基极线圈中将产生感

应电压，该电压使基极电流增加，基极电流增加又使集电极电流进一步增加，基极线圈感应电

压也进一步增加，这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正反馈过程：见下面流程图，结果Q 很快地由内阻很

高的截止状态变为内阻很低的饱和状态，管压降Uce 接近零，其工作状态波形图如图1.91（ a ）

所示。 

正反馈过程 

 

图中：a.集电极电压波形 

b.初级线圈Np 中电流波形 

c.铁芯中磁通变化波形 

d.次级线圈Ns 中电流波形 

e.整流二极管D2 上的电压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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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这是一个突变过程，变压器初级线圈Np 呈现出的阻抗很低，因此Q 饱和时的集

电极电流仍很小，Q 的损耗亦很小，此时Q 的工作状态相当于图1.92 中的a 点位置。 

Q 导通期间是饱和的，饱和压降Uces 很小，因此实际上输入电压Ui 几乎全部加到变 

压器初级线圈Np 两端，而此电压保持不变，初级线圈中的电流与两端电压的关系是： 

 

当Up = Ui 时，可求初级线圈电流为： 

 

式中I0 为初级线圈的初始电流，在此处很小，可忽略不计。又因Ip = Ic 即： 

 

由上式可以看出初级线圈中的电流（也称磁化电流）线性上升，即Q 的集电极电流线性上

升，波形如图1.91（ b） 所示。这时基极反馈线圈Nb 两端感应电压为： 

 

所以Ub 也是固定不变的，它为Q 提供一个几乎不变的基极电流Ib， 这时Q 的工作状态是沿

着图1.92 中Ib 不变的一根曲线，由a 点移动到b 点。当集电极电流一直上升到满足下列关系式

时， 

Ic = hff Ib 

这时Q 开始退出饱和区向截止状态转换，集电极电压上升，变压器初级线圈两端的电压下

降，基极电流减小，集电极电流也随之减小，因此所有线圈两端的电压反向，这又形成一个强

烈的正反馈过程：见下面流程图。 

正反馈过程 

结果使Q 很快进入截止状态达到图1.92 中C 点，并停留在C 点上。由于次级线圈Ns的极性

关系，Q 导通时整流二极管D2 是截止的，这时输入能量以磁能的形式储存于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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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圈Np 中，待Q 截止时D 开始导通，线圈中储存的能量开始释放，一部分向电容C 充电，另一

部分传送给负截，一直到次级电流Is 线性下降到零，波形如图1.91（ d） 所示，这时储存的

能量全部放完。由于变压器磁芯内的磁通减少，因而初级线圈又开始出现与前相反的感应电动

势，基极电压经过电阻分压重新处于正偏置。Q 由截止转为导通，开始了第二个周期，Q 的工

作点由C 点又回到a 点，上述过程重复出现。/根据该电路的这种能量转换状态，又称单管电感

储能式直流变换器。 

开关晶体管导通时间由下式计算： 

 

式中：Icm 为晶体管集电极峰值电流，也是变压器的磁化电流。 

Ui 为输入电压 

Lp 为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感量 

输出电压可由下式计算：  

由上式可知，当输入电压Ui 一定时，只要选取不同的匝数比n 及占空比δ，即可得到不同

的输出电压U0 ，而变压器制成后，匝数比n 固定，因此只要改变占空比值即可得到稳定的输出

电压U0 。δ值越高，输出电压随着升高。但是升高对晶体管耐压也要求升高，电源的输出纹波

亦增大，因此不能取得太高。一般为0~0.5。 

2. 对功率开关管的要求 

目前显示器开关电源所选用的开关频率越来越高，已从十几千赫发展到80 千赫甚至更高。

因此开关速度越来越快，开关管的功率损耗也就越来越大。因为功率开关管Q 由饱和导通进入

截止的瞬间，集电极电流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致使初级线圈Np 上产生一个很高的反电动势，其

值甚至可以超过电源电压的两倍以上，该电动势是加在开关管Q 的C、E 极之间，因此管子必须

要有耐足够高的反向击穿电压BVceo ，此外还要求有比较好的二次击穿耐量，然而晶体管的反向

击穿电压BVceo 是温度的函数，随温度升高而降低，手册给出的BVceo 值一般是指壳温在25 时的

值，当壳温为80 时BVceo 下降10% 15%。 因此在选择管子时必须考滤它的耐压，一般要求

BVceo>700V ，饱和压降Vces 要小，反向漏电流要小，而且开关速度快，特征频率高，功率要大

于80W。 

3. 对行输出电源电压整流二极管的要求 

次级线圈电流经整流二极管D2 输出，在放电完了时D2 电流为零，而这时开关管Q开始导通，

Ip 以零开始增长，所以对二极管的反向愎复时间要求不高，但二极管的正向开通时间一定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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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开关管由饱和进入截止，线圈Np 、Ns 极性反向，这时必须尽快把Q 导通时所储存的能量释

放掉，若D2 开通不快，Ns 两端的电压就必然会升得很高，于是Up 电压必升得很高，再加上Np 本

身的漏感，结果使Q 集电极的电压过高而可能被击穿损坏，因此还要求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越低

越好，具有耐大电流冲击的特性，二极管的结电容及反向漏电流要求小。 

 

4. 单管自激型反激式变换器实际电路 

图1.93 是LEO SRC-1491 VGA 彩色显示器电源中直流变换器实际电路。 

图中：Q101 为功率开关管。 

T1O1 高频脉冲变压器。 

Np 为变压器初级线图。 

Nb 为基极反馈线图。 

Ns 为变压器次级线圈之一。 

（为简便只画一个线圈） 

C105 、C106 为输入电压滤波电容。R103、 R104 为Q101 启动电阻，为基极提供起始导通

电流。 

C117、 R103 、D102 ：为消尖峰网络，以保护开关管Q101。 

R106、 C119： 为电容C 充电时间常数，它决定开关管的导通时间。 

R107： 为开关管Q101 发射极负反馈电阻，起稳压作用。 

R108 ：为开关管Q101 保护电阻，电容C119 通过电阻R105 、R106 、R107 放电，决定开

关管的截止时间。 

D109 ：为输出整流二极管。 

C113 、C114 、L107 ：为输出电压滤波器。 

电路工作原理如下：当电源接通后，300V 电压通过电阻R152 、R104 使开关管Q101导通，

Q101 一旦导通，通过变压器T101 耦合便出现一个正反馈过程，使Q101 迅速进入饱和状态。此

后T101 的初级线图Np 的电流随时间线性上升，而输出整流二极管处于反偏，不能导通。电源输

送的能量由初级线圈储存起来。 

开关管Q101 由导通迅速进入饱和的期间，C119 如同短路。Q101 饱和后，基极线圈Nb 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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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电压给C119 充电，C119 两端电压逐渐增高，充电电流则逐渐减小，当小到接近零时，Q101 就

会脱离饱和而趋于截止。C119 的充电电流逐渐减小，经放大就使Q101集电极电流减小，于是正

反馈过程再次发生。使Q101 迅速截止。因此说C119 的充电时间常数的大小就决定了开关管的

导通时间。当开关管截止时，C119 通过线圈Nb 电阻R106、R107、 R108 放电，Q101 基极电位

逐渐升高。当升高到_4V 时，Q101 开始导通，进入放大状态，第二个周期开始，如此周而复始，

电路进入自激振荡过程。这很显然，C119 的放电时间决定了开关管的截止时间。 

在开关管截止期间，初级线圈储存的能量通过整流二极管D109 输送给负载。 

上述单管变换器由于有正反馈回路（由Nb 、C119、 R106 组成）而使开关管进入自激状态，

所以它是自激振荡器，又因它工作一段时间，截止一段时间，所以它属于自激间歇振荡器，这

里关键是变压器有正反馈线圈Nb， 而单管它激变换器没有正反馈线圈，不能产生自激振荡。开

关管是由外加驱动信号来驱动的，因此它激变换变器是一个由脉冲变压器耦合的脉冲放大器。

图1.94 为它激型单管变换器原理电路和波形图。 

 

它激单管变换器的工作频率随驱动脉冲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其能量传送过程与自激式一样。

在开关管导通时不向负载输送能量，而开关管载止时向负载输送能量。 

三、它激型单管变换器控制电路 

单管开关电源脉宽控制电路由误差检测放大器、振荡器、脉宽控制器三部分组成。图1.95 为

控制电路原理框图。 

 

前面已提到，对于单管自激式开关电源来说，振荡器和驱动器均由变换器完成。本节不详

细讲这两种电路。 

控制电路的主要功能是将输入电压Ui 的微小变化转变成脉冲宽度的变化（即改变振荡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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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波的占空比），或脉冲频率的变化，从而实现调整输出电压的目的。现分别介绍如下。 

1. 振荡器 

振荡器又称振荡源、基准频率发生器或脉冲发生器，主要功能是产生一定振荡频率的方波

或脉冲。电路形式较多，如多谐振荡器、间歇振荡器、双基极（单结）晶体管振荡器及集成电

路与门电路组成的振荡器等。在微型计算机和显示器中常用间歇振荡器（如单机自激式变换器）

集成电路（包括厚膜电路）如UC3842、 UC3843、 UC3844 、TDA4600、TDA4601 、TDA4605、 TL494CN 

等。因为所举集成电路都具有脉宽调制的功能，所以这里不单独介绍，而是放到脉宽调制器一

节讲述。 

2. 误差检测放大器 

误差检测放大器又称比较放大器，通常有单管放大器、差分放大器、带有光电耦合器的比

较放大器、集成稳压器组成的电路等。单管放大器如图1.96 所示。 

图中：Q 为晶体三极管 

U0 为输出 

R3 、R4 组成输出电压取样电路（又称采样电路） 

ZD 为稳压二极管，提供基准电压 

 

当输出电压发生变动时，通过取样电路将其微小变化送入放大器，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

经放大器放大后，由集电极输出送给脉宽调制器。该电路中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都会受外界环

境温度的影响，这样将产生电压漂移。但在显示器个别型号电源中仍被采用。 

图1.97 是由三极管和光电耦合器组成的单管比较放大器实际电路。 

 

该电路是多频显示器CTX CC-1435 电源误差检测放大器。其中电阻R119 和二极管D110 、

D111、 稳压管ZD102 组成基准电压源，它提供7.6V 的基准电压。三极管是一个放大器，电阻

R115 、R116、 R117、 电位器VR101 组成取样电路，对电源输出电压进行取样，从基极送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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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管，与基准电压比较，经放大从集电极输出送给光电耦合器，改变发光二极管发光强度。二

极管发出光照射在内部的光敏三极管变成电信号，由发射极送给脉宽调制器。光电耦合器的另

外一个作用是将电源输入端（电网）与电源输出端隔离。 

图1.98 是AST 显示器中的一个实际电路。 

 

图中：TL431 是具有三个引出线的集成电路。U901 是光电耦合器。 

TL431 是精密稳压源，在该电路中的功能相当一个基准电压源和一个比较放大器，这里它

作为一个误差放大器使用。TL431 内部给出基准电压为2.75V，它与输出取样信号电压作比较。

当20V 电压发生变化时，加在TL431 控制端R，其电压跟随相应变化，阴极电压也作相应变化，

使4N35 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加强或变暗，从而使4N35 输出电流变大或变小。 

图1.99 是COMPAQ SM-491 误差检测放大器。 

 

电路工作原理：当电源输出电压发生变化时，取样电压通过R967 与VR902 、R968而得，与

基准电压2.75V 比较，使TL431 阴极电流发生变化，流过发光二极管而发光，照在光敏三极管

使其发射极电流发生变化，并控制脉宽调制器，通过变换器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另外16.5V 通

过电阻R969、 R970 加到发光二极，管正极两个电阻之间加一只12V稳压管，当16.5V 电压发生

波动时，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发生变化，通过光敏三极管、脉宽调制器、变换器等电路，保

持电压稳定但是当16.5V 电压太高使稳压管击穿时，光电耦合器不能工作，而过压保护电路工

作。 

另外还有一种差分电路组成的误差检测放大器，它具有温度漂移小的优点，它在多频显示

器中得到广泛应用。 

3. 脉宽调制器（PWM） 

脉宽调制器是控制电路中关键性部件。脉宽调制器的功能是把误差检测放大器（或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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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器）输出的直流误差信号转换成脉冲宽度可变的脉冲方波信号，要求它输出的脉冲宽度能

在较大范围内连续线性地变化。脉宽调制器电路比较多，有最简单的三极管组成的脉宽调制器，

有单稳态触发器组成的脉宽调制器，有RC 积分电路组成的脉宽调制器，有运算放大器组成的脉

宽调制器，有集成电路组成的脉宽调制器等。集成电路组成的脉宽调制器在显示器电源中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比如TDA4600 、TDA4601、 TDA4605、 UC3842、WPC394C 、NEISE5560 、PC1394C 

等。其中UC3842 在近期生产的显示器基本上都采用该芯片。UC3842（ W1842 、W2842 、W3842 ）

是单端隔离式电流型脉冲宽度调制器，它采用双列直插式封装、外接元件极少、外围电路简单、

控制精度高、工作稳定、启动电流低、输出电流大，适于驱动场效应晶体管，工作频率高可达

500kHz ，电路原理方块图和外形图，如图1.100 所示。 

 

（1 ）UC3842 有如下优点： 

    电流方式工作，电路稳定度高 

    线性调节良好 

    周期性限流作用保护性高，工作可靠使用方便 

    当电源电压低于10V 时，电路自动停振，保护电路容易设计 

    可直接驱动场效应功率开关管 

   容易实现与行频同步，使电源工作稳定 

（2） UC3842 各脚功能： 

Pin1： 起频率补偿作用。集成电路内部运算放大器输出的误差信号，从1 脚输出，经外围

电路R,C 元件反馈到运算放大器负相输入端，从而达到频率补偿作用。 

Pin2： 为误差信号输入端。内接误差信号放大器负相端，接收输出电压误差反馈信号,与

芯片内部2.5V 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放大，送内部检测电流比较器，从而改变UC3842输出脉冲宽

度。 

Pin3： 为电流信号检测输入端。电流信号从场效应管Q901 源极电阻R906 上的电压降取得，

经过电阻R910 加到检测电流比较器的正相端。当源极电流超过某一数值时，使芯片内部R-S 触

发器清零翻转，芯片停止输出，场效应管停止工作，这样起到了过流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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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4 ：锯齿波形成。与芯片内部振荡器连接，外接RC 定时电路，RC 充放电时间常数决定

了振荡频率的高低。同时行逆程信号从4 脚加入，使振荡频率被锁定为行频频率.保证了电源频

率的稳定。 

Pin5： 接地。 

Pin6 ：输出宽度可变的脉冲信号，通过电阻R909 加到场效应管的控制栅极G。 

Pin7： 接电源电压。由开关变压器次级绕阻提供脉冲电压，经整流滤波得到15V 电压,在

开机时由300V 电压经电阻R902 降压（大于16V ，1mA ）加到7 脚，启动后只要维持在10V （16mA） 

以上即可工作。当低于10V 时芯片停止振荡并锁住，除非电压再上升到16V 才会重新启动，芯

片启动后16V 电压由变压器次级提供。 

Pin8 ：提供5V 基准电压，用VREF 表示。经过电阻R912 加到4脚，对电容器C912充电，产

生锯齿波，这样保证了振荡频率的稳定。这里要指出，不同生产家UC3842-7 脚电源电压是有差

别的，一股为14 15V， 但8 脚参考电压是一致的，均为5V。 

四、保护电路 

保护电路可分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两种。在开关稳压电源工作过程中，常因为某种原因，

使电源输出电压突然升高而有可能损坏负载元件。对于串联式开关电源发生过压现象多数是由

于功率开关管击穿短路造成的；对于无工频变压器开关电源出现过压现象，往往是由于控制电

路发生故障而引起的。所以过压保护电路是为了保护负载元件的，在显示器中主要元件有行输

出管和场输出管或场扫描集成电路等。同样负载会因为某种原因发生过电流或负载短路现象，

过流保护电路是为保护电源的，对于显示器主要的保护元件有功率开关管、高频脉冲整流管等。 

1． 过压保护电路 

过压保护电路主要元件，一般采用可控硅整流器，尤其采用小电流的可控硅整流器，其工

作时间是相当快的，一般在1_秒钟以内，控制灵敏度也是相当高的，一般在1mA 以下。用可控

硅整流器组成的过压保护电路比较简要，组装和调试均较方便。图1.101 是VOLTRON VGA 显示

器行输出电源过压保护电路。 

 

图中：90V 为行输出电源电压。可控硅整流器Q104 和电阻R123 、R118、 电容C125以及稳

压管D110 组成过压保护电路。8V 电压经降压后（6.3V） 作为显像管灯丝电压T101为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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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 

过压保护原理：当开关电源由于失控而使输出电压升高时，使稳压管D110 击穿，经电阻R118 

和R123 分压加在可控硅控制端G上，可控硅导通，因为可控硅内阻很低，压降很小，约1V 左右，

使90V 电压降为零，保护了行输出管而不被损坏。 

无工频变压器开关电源，特别是脉宽调制型的开关电源产生过压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

有些电源由于选用电路或元件不当还会发生过电压现象而损坏元件。例GW-300 显示器它的电源

是单管自激式脉宽、频率混合调制，其中有三个主要元件：电容C327 、C328、C330 的容量大

小和性能好坏对输出电压的稳定有很重要的作用，曾多次发现因为该电容的容量变化或性能变

坏而使输出电压从正常值113V 上升到127V~135V， 而损坏场输出管D2344 ，严重时可能损坏行

输出管。因此在设计电源时还是应该考虑过压保护电路的。下面举一个过压保护电路实例。图

1.102 是CTX-2 电源过压保护电路。 

 

图中稳压管D13、 D13A， 可控硅Q5 （MCR72）、电阻R23 和电容C28 组成过压保护电路。

工作过程：两个稳压管稳压为119V 。当行输出电压超过119V 时，两个串联稳压管击穿，使可

控硅Q5 导通。可控硅导通时，两端电压很低，约为1V 左右，所以72V 电压下降到1V ，并可听

到可控硅“嗒嗒”声响，电源不能工作，从而保护了行输出管。 

2． 过流保护 

过流保护电路的形式较多，按其工作类型常分为三种。 

  限流式 

    减流式 

    电流截止式 

它们的过流保护特性如图1.10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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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流式保护电路结构简单，工作可靠，使用方便，带容性负载能力强，故障排除后能自动

恢复正常工作，在输出电流不大的稳压电源中应用较多；但在电源短路后，电源的剩余电流较

大，使开关管损耗也较大，因而在大电流输出情况下很少使用。图1.104 是限流式过流保护电

路。 

 

电路检测信号从A 点经二极管送入三极管Q ，使其导通，从集电极输出送给脉宽调制器，

改变脉冲的占空比，使输出电流限制在允许范围内。调节R3 与R4，可改变最大允许值。 

      减流式保护电路和限流式保护电路一样，当过电流消除后稳压电源能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在电源短路后使电源的剩余电流较小，开关管的功耗小，带容性负载能力强，是常用的保护电

路之一，一般用于低于12V 的稳压电源中。 

     过流保护电路中的过流信号的取得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采用电流互感器，这在微型计算机主

机电源上应用较为广泛，在显示器电源中一般不用。第二种方式是通过电阻取样，这种方式简

单，在显示器电源中得到广泛应用。比如从开关管发射极电阻（场效应管为源极电阻）取样，

也有的通过输出端电路中的电阻取样。图1.105 是CASPER VGA 显示器中的过流保护电路，从开

关管发射极电阻取样的实例。 

 

图中：Q901 是开关功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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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907 是发射极反馈电阻，即过流信号取样电阻。 

该电路是显示器中常用的典型电路，它的工作原理是：过流信号通过电阻R906 ，电容C922 

加到三极管Q902 的基极，改变基极的电位，通过三极管Q902 放大后，从集电极输出送给开关

管Q901， 改变开关管Q901 的导通时间，从而限制了过电流，保护了开关管。 

五、实际电路分析 

现以ENVISION CM-F336/337 VGA 多频显示器电源为例。该机电源是它激式并联开关隐压电

源，因此电路比较复杂。电路采了两个场效应晶体管作为功率开关管，两个单端双列直插式脉

宽调制器集成电路UC3842 ，开关变压器前级部分电路UC3842 振荡频率采取了稳频控制，它的

电源电压也采取了稳压措施，开关电源具有过流保护功能。行输出电源采用它激并联型开关稳

压电源，脉宽调制器采用了稳频措施，稳压电路由B+电压控制。电源原理方框图见图1.106 所

示。 

 

现将电源几个主要功能块的特点介绍如下： 

1． 变换器 

变换器中的功率开关管采用场效应晶体管,与UC3842 脉宽调制器配合使用，是最隹的搭配，

使变换器工作稳定。漏极D 与300V 直流电压供电之间接有保护电阻R907， 当漏电流过大时，

可将电阻烧断，从而保护了场效应管。在场效应管的栅极接有稳压二极管，以使场效应管工作

稳，定并起保护作用。在源极接有负反馈电阻，以提供电流检测信号及过电流信号。变换器脉

冲变压器次级线圈中，11 脚抽头的脉冲经过整流滤波得到115V 直流电压,作为后置它激式并联

型开关稳压电源的直流输入电压，而该电压与300V 不一样，是经过前级稳压的。 

2. 脉宽调制器 

该芯片的电源电压：启动电压是300V 经过一个有源滤波器Q902、 ZD901 稳压后分压得到，

当变换器没工作的时候，芯片起振后是由脉冲变压器的一个线圈产生的脉冲电压，经过整流、

滤波所得到直流电压供电。脉宽调制器第二个特点：为了保证芯片的振荡频率稳定，采用了行

输出回扫脉冲（逆程脉冲）锁定的方法，即利用行输出变压器次级一个线圈所产生的脉冲，为

了防止芯片的振荡频率影响显示器高压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在电路方面采用了变压器耦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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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且采用射极跟随器输出，电路见图1.107 所示。 

 

过流保护电路由三极管Q905、 Q906、 Q907， 精密稳压源IC904 （TL431） 等元件组成，

电路见图1.108。 当显示器工作在正常情况下加在IC901 控制极R 上的电压很低，IC904不能工

作，三极管均处于截止状态，Q905 集电极电压等于IC901-8 脚的5V 的基准电压，Q906、 Q907 

的集电极电压与IC901-7 脚的电源电压相等，因此对UC3842 的工作没有影响。当电源负载电流

突然加大（超过允许值）或负载发生短路时,场效应管的源极电流也突然加大,这时加在IC904 控

制极R 上的过电流信号加大，使其工作，Q905 基极电压由原来的5V 电压降到3V 左右，因此该

管处于深饱和工作状态，Q905 集电极电流通过二极管D915 流入Q907 的基极，使Q907 工作在

深饱和状态，集电极电压突然几乎下降到0V，结果Q906 也处于深饱和导通状态，集电极电压下

降到1V 左右，这时UC3842 的电源电压也被拉下来，于是停止振荡，6 脚没有信号输出，开关

管也就停止工作，因此保护了电源,另外过流信号还通过电阻R912 加到UC3842 的电流检测端3 

脚，关断芯片内R-S 触发器,使6 脚没有脉冲输出，因而保护了开关管。 

不难看出，该电源的流保护是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作的，一方面从芯片外部将其电源电压关

断或大大降低，使芯片不能工作，另一方面是从芯片内部将其R-S 触发器关断，从而停止芯片

的工作，因此说过流保护是可靠的。 

3. 稳压特点 

该电源的稳压可分两部分讲,一部分是整个电源的稳压，即通过控制线圈7、 8 的反馈电压，

经过整流、滤波再经电阻分压加到2 脚（芯片中比较器的负相端），由芯片内部电压比较器的

输出来控制6 脚输出脉冲的宽度,从而改变功率开关管输出功率，即稳定了输出电压。因为反馈

控制线圈与输出线圈的匝数比与输出电压的变化、反馈控制电压的变化是成正比的，这种稳压

的优点保证了输出端与输入端是隔离的，避免了输出端对电网的干扰。另一部分是行输出电源

的稳压，在行输出电源中再讲。 

4. 行输出电源 

行输出电源是它激式并联开关稳压电源电路见图1.10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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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流/交流变换器,其直流电压115V 与前300V 不一样，是经过稳压的,而且串联一个

保护电阻R942 ，以防止负载电流过大而烧坏功率开关管。 

（2） 过流保护电路。过电流信号是从场效应晶体管源极电阻电压降取得，经过电阻R947 

（1k） 加在UC3842-3 脚，关断芯片内部R-S 触发器，使6 脚没脉冲输出，场效应管停止工作，

因而保护了开关管。 

（3） 稳压电路的工作过程。一路是将输出电压经过电阻分压进行取样，再经三极管放大

加到UC3842-2 脚，通过芯片改变输出脉冲宽度，从而达刭稳压的目的。其二，利用B+电压经过

电阻R951、 R952、 VR902 分压后加到UC3842-2 脚，从而调整输出脉冲宽度，达到稳压的目的。 

CM-F336/337 是VGA 多频显示器，随着显示方式的更换，行扫描频率也跟着作相应的变化。

通过频率控制电路，可以改变UC3842-4 脚锯齿波的充电时间常数，即改变锯齿波的幅度，从而

改变4 脚脉冲的宽度，这样就调整了行输出电源电压，保证了在不同显示方式下显像管阳极高

压的相对稳定。 

 

第十二节  多频显示器特点 

当今人类发展到信息社会，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这在高科技领域以及国民经济各

行各业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对显示器要求越来越高，具有单一行、场频率并且频率又比较

低的情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在要求行频频率不但要高而且要有较宽的频段，还要求屏幕

具有低辐射、超静电、画面清晰、无闪烁，即向超高分辨率发展。在电路方面要采用电脑技术，

以及节电技术，超小型元器件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随行频频率的提高，多频显示器有如下特

点： 

一、行扫描频率采用了频率自动跟踪技术 

由于计算机送给显示器的行同步信号频率，不是单一频率，而是多种频率它是随不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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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或显示方式）而自动变化的，所以显示器的行扫描频率必须根据显示模式的变化而自动

跟踪。在电路方面要实现频率的自动跟踪，首先电路要能识别计算机送给显示器的行、场同步

信号的极性，通过极性调整实现归一化处理；第二步识别同步信号频率的高低、并将频率的变

化变成电压的变化，即频率/电压（F/V） 转换。第三步将电压的变化再变成频率的变化，从而

实现频率自动跟踪。因此多频显示器必须增加显示模式识别电路，频率/电压（F/V） 转换电路

（或数/模转换电路）。如何实现将在第二章详细讲述。 

二、行幅自动调整 

随计算机显示模式的变化，行同步信号的频率亦随着变化，行扫描频率则自动跟踪。 

行扫描频率的变化必然会影响行幅大小的变化，为了保证行幅的恒定不变，必须对行幅进 

行自动调整。行幅的大小表示行扫描锯齿波电流的大小，行幅越大锯齿波电流越大，行幅 

越小锯齿波电流越小。它们是正比关系。行扫描电流可用下面关系式进行近似计算。 

 

式中：Icp 为行扫描锯齿波电流最大值 

TH 为行扫描锯齿波电流周期 

Tr 为行扫描逆程时间 

Ly 为行偏转线圈电感量 

E 为行输出电源电压 

由上式可知，要保证行幅（icp） 不变，在扫描频率变化的情况下，可以自动调整行输出

电源电压E 的大小，也可以自动切换偏转线圈附加电感，第三还可以自动调整行扫描逆程时间

逆程时间，可用下式计算： 

 

式中：Cr 为行扫描逆程谐振电容 

由公式可知，调整行扫描逆程时间，即可自动切换逆程电容。在CGA 、EGA、 标准VGA 和

SVGA 显示器中，由于行频变化不太大（15.6kHz~35.5kHz）， 只有20kHz 的变化，偏转线圈可

不进行调整。但是在超高分辨率下，行频可达120kHz ，甚至更高，由于频率变化太大，行幅变

化亦很大，这时只改变逆程谐振电容的容量，不如同时改变行偏转线圈的电感量更好。因为电

感线圈制造容易，价格便宜，不易损坏，工作性能稳定；而且在电路中容易实现，一般用继电

器控制即可，它们的工作原理与电容切换相似。 

三、“S” 校正电容自动切换 

由于多频显示器行扫描频率变化范围很宽，在行扫描负载电路中仍然串联固定不变的“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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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电容，这就无法保证在不同行频时光栅不同程度的延伸失真都得到相应的校正量。所以在

电路中设置一个随行频变化的“S” 校正自动补偿电路，以达到自动切换校正电容的目的。因

此，在显示模式变化的时候，水平延伸性失真不会加重，而会自动地得到相应的校正。 

四、场幅自动调整 

多频显示器能与任何显示卡联机，每一种显示卡都有多种显示方式，显示方式不同分辨率

就不同，场幅大小就可能不同。如不加以控制，垂直幅度就可能出现超满幅或幅度太小的现象，

这样既不规则也不好看，因此必须加以调整。 

五、自动调整行输出电源电压 

由于多频显示器扫描频率是随显示方式变化而变化的，行输出集电极反峰电压的大小与行

扫描频率的高低有关系，可用经验公式进行计算。 

 

式中：Vcp 集电极峰值电压 

TH 为行扫描周期 

Tr 为行扫描逆程时间 

E 为行输出电源电压 

由关系式可看出，在行扫描频率变换的情况下，要保证行输出管集电极峰值电压的稳定，

就要适当调整行输出电源电压E, 因为显像管阳极高压与集电极峰值电压呈正比。电源自动调整

与显像管阳极高压自动稳定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随频率而变化，这个电压的调整不是连续的，

它的控制和调整电路受控于行同步信号；后者对高压微小波动进行自动调整，控制方法是闭环

的，相对前者可以看作微观调整。 

第十三节    大屏幕显示器特点 

通常，屏幕对角线长度在十七英寸以上时被称为大屏幕。它具有下列特点： 

（1） 大屏幕都是VGA 多频显示器，因此它具有多频显示器的一切特点。 

（2） 在电路方面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比如微电脑的应用，超小型元器件的应用，中、大

功率集成电路的应用等，因此在显示器这个领域中，在技术方面它总是处于领先地位。 

（3） 具有较高的技术指标：首先在显示分辨率方面可达到1800*1440， 甚至于更高，点

距为0.22mm ，甚至更小，显示颜色可达到数十万种颜色。因此它的图像清晰、画面色彩鲜艳，

最适宜CAD 制图和多媒体的应用。 

（4） 面板操作功能比较齐全，绝大多数型号的显示器采用数字化控制微动开关，有的还

用摇控器操作，用户使用起来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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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绝大多数大屏幕显示器为绿色产品，即防静电、低辐射、无闪烁等，因此用户使用

安全可靠。 

（6） 在结构方面为防止电磁干扰，采用金属全封闭式屏蔽，这既能防止外部电磁干扰，

又能防止显示器对外产生辐射干扰。但大屏幕显示器体积大、重量重、不易搬动，维修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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