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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现网宏蜂窝基站部分老旧开关电源下电和恢复电

压参数设置受限，当配套的蓄电池组性能劣化时，会导致在交

流停电后，开关电源反复给设备供断电，引起基站频繁瞬断的

情况，考虑在直流供电系统中引入独立的供断电判断机制，经

过实验，成功解决了此类基站的瞬断问题。

概述
作为传统宏蜂窝基站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开关电源和蓄电池

组成的直流供电系统性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基站能否稳定运行。

当基站蓄电池组性能劣化后，如果配套的开关电源一次下

电电压和恢复电压差值存在设置受限的情况，就会出现在交流

停电时电池电压迅速下降，达到开关电源设置的一次下电电压

并切除一次下电负载后，蓄电池组的电压又大幅反弹，并超过

开关电源设置的一次下电恢复电压，导致开关电源一次下电动

作恢复，再次给设备供电，如此反复多次产生瞬断现象，严重

影响用户感知。

导致蓄电池组性能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基站恶劣的运行

环境，如经常发生的高温、过放电等，而且在现实中这种情况

是不易改变的。

开关电源的下电恢复电压差值设置受限，即开关电源的下

电恢复电压与下电电压差值存在一个固定的设置范围，不能够

随意设置。对于入网时间较早的开关电源，这种情况可能更为

普遍。

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直流供电系统性能劣化导致的基

站瞬断问题，就需要及时更换性能劣化的蓄电池组和老旧的开

关电源。存在下电恢复电压差值设置受限情况的开关电源，虽

然可能入网时间较早，但依然能够稳定运行，更换需要投入大

量的成本。对于性能劣化的蓄电池组，更换同样需要投入大量

的成本，而且由于导致蓄电池性能劣化的根本原因不能有效改

善，更换后的蓄电池性能很快又会劣化，频繁更换电池也是不

切实际的。

针对以上情况，需要结合实际需要，考虑其它的可避免基

站瞬断问题的解决办法。

基站瞬断问题的解决方案
通过以上分析，由于直流供电系统性能劣化导致基站瞬断

的直接原因包括两方面，即性能劣化的蓄电池组和下电恢复电

压差值设置受限的开关电源。因此如果能够对直流供电系统进

行改造，实现一次下电恢复电压参数的按需设置，就能够有效

的解决瞬断的问题。

开关电源一次下电和恢复供电的动作是通过对直流电压的

检测，控制一次供电电路中直流接触器断开或吸合来实现的。

如果能够在直流供电系统中引入一套独立的检测控制机制，就

可以根据需要实现对直流供电系统的控制。独立的检测控制机

制可以通过具备开关输出功能的直流电压表结合开关电源的直

流接触器或引入独立的直流继电器来实现。这种直流电压表可

以实时检测系统的直流电压，并根据预设的两个阀值，控制自

带开关的通断，实现对开关电源直流接触器或引入的独立直流

继电器的控制，从而实现对基站负载供电的控制。

第一种方案，如果开关电源下电控制电路简单，能够较

容易的分析出控制电路实际是控制的一次下电直流接触器线圈

负极还是正极的通断，直流接触器是常开型还是常闭型，就可

将直流电压表的输出开关串入或并入开关电源的原有控制电路

中，直流电压表通过检测系统直流电压并根据预设的阀值来控

制自身开关的通断，实现对开关电源一次下电直流接触器的叠

加控制。这种方案只需一个具有输出开关功能的直流电压表就

可实现对开关电源一次下电和恢复供电电压阀值的按需设置，

实际操作简单，但是需要分析开关电源的下电控制机制，对于

控制电路复杂的开关电源不适用，因此不作为重点讨论。

第二种方案，抛开开关电源的下电控制机制，直接在负载

供电线路中串入独立的检测控制电路，检测控制电路由具有开

关输出功能的直流电压表和直流继电器组成，直流电压表检测

系统直流电压，当达到直流电压表设置的下电阀值时，通过自

身开关控制直流继电器，切除负载供电，当直流电压表检测到

系统直流电压上升到设置的恢复阀值时，控制直流继电器恢复

设备供电。这种方案实际操作起来相比第一种方案稍复杂，需

要对每个负载单独控制，而且需要引入直流继电器，但是该方

案实施不受现场条件限制，根据需要随时可以改造，随时可以

还原，具有普遍的可操作性。

独立检测控制电路在直流供电系统中的实际应用

实际现场安装照片

直流继电器选取的是乐清明亮电器厂生产的JQX-62F型大

功率继电器，控制线圈电压-48V，可承载电流120A。具有两

组常开、常闭触点，实际应用中只需要使用常闭触点，如果只

针对负极线路进行控制，一个继电器可以同时控制两个基站负

载，如果需要控制的负载多于两个，可增加继电器数量。

电压表选取的是南京法派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HB404T-V

型数显智能电压表，工作电压-48V，带两路继电器输出，具有

上下限报警功能。

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对电压表进行参数设置，按照标签指

示给电压表1、2号接线端子接入-48V电源。第一步进行量程设

置，按“SET”键，按方向键输入密码“0089”，选择输入信

号编号为“0”的选项，即为对应-48V系统所需的测量范围；

第二步进行测量偏差修正，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直流电压值并与

电压表示数对比，记录电压表的测量偏差数值，按“SET”

键，按方向键输入密码“0036”，选择“PvL”项，根据电压

表测量偏差设置零点修正值，以保证电压表示数与系统电压一

致；第三步进行告警门限设置，按“SET”键，按方向键输入

密码“0001”，选择“AH1”项，对应电压表继电器吸合值，

需按照下电电压所需值进行设置，例如设置为“-46V”，选择

“AL1”项，对应电压表继电器释放值，需按照恢复电压所需值

进行设置，例如设置为“-52V”；至此完成了电压表的相关参

数设置。

AH1和AL1参数共同完成电压表18～20号端子对应的第一

组开关的控制，设定AH1<AL1，当测量值<AH1时，电压表内

继电器吸合，19和20号端子导通，18和19号端子断开，当测量

值>AL1时，电压表内继电器释放，19和20号端子断开，18和

19号端子导通。

结论
从上图可以看出，独立检测控制电路接入供电系统后，当

系统电压下降到-46V以下时，电压表内部继电器吸合，控制

电压表19和20号端子导通，给直流继电器控制线圈供电，控

制直流继电器常闭触点分离，切断设备供电；当系统电压上升

到-52V以上时，电压表内部继电器释放，控制电压表19和20

号端子断开，切断直流继电器控制线圈供电，控制直流继电器

常闭触点接通，恢复设备供电。

由此可以实现设备的下电电压和恢复电压的按需设置，避

免了设备瞬断情况的发生。但是要注意独立检测控制电路的下

电电压要高于开关电源设置的下电电压，恢复电压要低于开关

电源设置的浮充电压。

物联网正高速增长，在其细分领域智能家居和楼宇自动化

应用中，智能照明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现节能省电，降

低用电成本，并方便人们的生活。要设计出具竞争优势的智能

照明方案，需从LED驱动、通信、能效等多方面考量。

物联网正高速增长，在其细分领域智能家居和楼宇自动化

应用中，智能照明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现节能省电，降

低用电成本，并方便人们的生活。要设计出具竞争优势的智能

照明方案，需从LED驱动、通信、能效等多方面考量。安森美

半导体提供基于蓝牙低功耗的智能照明方案，集成可扩展功率

的线性LED交流直接驱动器NCL30170、行业最低功耗的蓝牙

5系统单芯片(SoC) RSL10和高压线性稳压器NCP786A，省

去开关电源(SMPS) ，模拟调光范围从5%至100%，功率因数

(PF)达0.99，满载条件下的总谐波失真(THDi)仅11%，待机功

耗低于200 mW，有助于设计人员以高性价比实现超低功耗蓝

牙控制的可调光智能照明方案。

图1：蓝牙低功耗智能照明方案演示NCL30170 + RSL10 + NCP786A

如何驱动智能调光？
交流直接驱动拓扑的一个明显优势是省去传统的开关电

源，降低物料单(BoM)成本，减小占板空间，改善EMI性能，并

使LED使用寿命更长。

安森美半导体的NCL30170交流直接驱动LED驱动器，集

成高压启动电流源，实现快速启动，用于智能照明和切相调光

应用，该控制器管理多个串联的LED电流，采用安森美半导体

专有的自动整流(auto-commutation)拓扑，产生平滑的正弦

波电流，使LED恒流精度达±1%，THD低于10%，从而确保

LED亮度保持不变，并提供领先行业的功率因数(0.99)。

图2：NCL30170实现高精度恒流

图3：NCL30170提供极佳的PF和THD

socket在计算机通信领域被称为“套接字”，是网络通信

的一种方式，在AWorks系统中如何使用socket API建立服务

器与客户端，进行数据通信呢？本文将详细为你介绍。

概述
要编写通过计算机网络通信的程序，首先要确定这些程序

相互通信使用的协议，通常使用TCP或UDP协议族。TCP是

面向连接的传输协议，建立连接时需要经过三次握手，断开连

接时需要经过四次握手，中间传输数据也要回复ACK包进行确

认。而UDP是非连接的传输协议，没有建立连接和断开连接的

过程，它只是简单的把数据丢到网络中，也不明确区分服务器

和客户端。因此TCP比UDP协议更加可靠，且TCP和UDP编

程大致相同，所以本文就以TCP协议为例，建立图1所示的基本

客户/服务器网络模型，进行通信。

图1 基本服务器-客户端模型

基本套接字编程
图2给出了一对客户与服务器进程之间发生的典型事件的时

间表。服务器首先启动，稍后客户端启动连接到服务器。所有

的客户和服务器都从调用socket开始，它返回套接字描述符；

客户随后调用connect，服务器则调用bind、listen和accept；

建立连接之后调用send、recv函数进行数据传输。数据传输完

成后，套接字使用标准的closesocket函数关闭。

图2 基本客户/服务器程序的套接字函数

socket()函数：指定期望的通信协议类型（使用IPv4的

TCP、使用IPv6的UDP等）创建套接字；

blind()函数：将套接字与本地的IP地址和端口绑定；

connect()函数：客户端向服务器发出连接请求；

listen()函数：仅服务器调用，使套接字进入被动监听状

态。所谓被动监听是指当没有客户端请求时，套接字处于“睡

眠”状态，只有当接收到客户端请求时，套接字才会被唤醒来

响应请求；

accept()函数：当套接字处于监听状态时，可以通过

aceept函数来接收客户端的请求；

send/recv()函数：发送和接收函数；

closesocket()函数：关闭套接字，回收资源。

网络连接与配置
socket通信程序基于网络之上,常规的开发板一般都携带以

太网外设，所以本文以以太网为例，配置开发板的网络连接。

首先需要用网线连接开发板的网口和电脑，来建立网络的

物理连接。其次在AWorks sdk包中的aw_prj_params.h文件

中打开以太网设备宏，如程序清单1。

程序清单1 打开以太网配置宏

再次在awbl_hwconf_imx1050_enet.h文件中配置以太

网的IP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并关闭dhcp，使用静态的IP

地址。

最后修改电脑为静态IP地址并与开发板IP地址位于同一网

段。

TCP客户端实例
按照基本的套接字编程流程，建立一个客户端，我们只需

要调用socket、connect、send、recv、closesocket函数

即可，首先使用socket创建一个TCP类型的套接字，再调用

connect连接到已指定的服务器（IP地址为192.168.1.34、

端口号为4000），当服务器端接收客户端的连接请求后，

connect函数退出阻塞状态，进入循环，再在循环中调用send

函数向服务器发送数据，调用recv函数（阻塞）接收数据。当

数据传输完成后，使用closesocket关闭连接，回收资源。

程序编写完成后，我们使用TCP上位机软件测试。打开

TCP调试软件，创建服务器，最后启动服务器。

以上步骤就绪后，在主程序中调用demo_tcp_client_

entry()入口函数，编译、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待程序运行之

后，可以在shell界面看到TCP客户端连接成功，此时在上位机

软件上可以看到建立的TCP连接，在发送区域向客户端发送数

据，在接收区将看到客户端回发的数据。shell界面打印客户端

收到的数据。

TCP服务器实例
按照基本的套接字编程流程，建立服务器，我们只需要调用

socket、bind、listen、accept、send、recv、closesocket函

数即可，首先使用socket函数创建TCP类型的套接字，然后调用

bind函数绑定本地网卡的IP地址和端口号，使用listen监听客户

端的请求，然后accept函数将阻塞等待客户端的请求连接，当服

务器监听到有客户端请求连接时，accept退出阻塞状态，建立连

接，进入循环，使用send、recv收发数据。当数据传输完成后，

使用closesocket关闭连接，回收资源。

程序编写完成后，将服务器例程入口函数demo_tcp_

server_block_entry()放入主函数中编译、下载到开发板，程

序运行后在shell界面可看到服务器已经启动。

服务器启动后，同样使用TCP上位机软件建立客户端进行

测试，指定服务器的IP和端口号。

客户端创建后，点击连接。

连接成功后，在发送区发送数据，接收区可以看到服务器

回发的数据。此时在串口界面也可以看到服务器收到的数据。

出错调试
如果程序运行后，没有成功建立连接，可按照以下步骤查

看网络状态：

首先在串口界面调用AWorks的Shell命令ip addr，查看以

太网IP地址是否配置成功。然后使用ping命令测试网络通信是

否正常。

本文使用的硬件平台为M1052_EV_Board开发板

基站瞬断问题的解决方案

超低功耗蓝牙控制的高性价比可调光智能照明方案

关于 socket API 建立服务器与客户端数据通信测试

NCL30170还是市场上首个能够驱动多个外部MOSFET开关

从而支持连接多个LED串的产品，功率可从5W扩展到300W，连

接的LED串的总数和外部开关仅受最高功率水平的限制。

NCL30170可以实现模拟调光，调光范围从5%到100%，

并能在整个调光范围内保持稳压，从而确保即使在低功率下，

从LED亮度仍然保持不变。对于使用TRIAC的切相调光，

NCL30170可实现良好的可控硅兼容性。

此外，NCL30170还集成输入过压保护、Rcs短路保护、

热关断等保护特性，从而确保高可靠性。

通过蓝牙低功耗控制智能照明
RSL10是蓝牙5认证的无线电系统单芯片，支持蓝牙低功

耗和2.4 GHz专有/定制协议，数据速率达2 Mbps，采用不同的

封装可为多领域IoT应用提供行业最低蓝牙功耗，深度睡眠模式

下功耗仅62.5 nW，峰值接收功耗仅7 mW，其高能效获行业最

高的EEMBC? ULPMark?评分，并支持1.1 V至3.3 V的宽电源

电压范围，采用 384 kB 闪存，双核处理器 ( ARM Cortex-M3 

处理器、32 位 Dual-Harvard DSP 系统 )，还支持CEVA

蓝牙堆栈。在无高压电源时，RSL10联接间隔(connection 

interval) 50 ms，在与用户交互时提供快速响应，峰值电流8 

mA，平均电流仅42 ?A。

图4：RSL10框图

可调输出的降压稳压器
NCP786A是高性能的高压线性稳压器，输入电压范围55V

至450VDC，输出电流达10mA，输出电压可通过电阻分压器

设定，范围为1.27V至15V，极其适用于高输入电压应用。提

供超低静态电流(典型值10A)，超高电源抑制比(PSRR：70 

dB@60Hz，90dB@100kHz)，自耗电不超过25A，功耗仅8 

mW，大大低于通常所用的开关电源降压稳压器。

RSL10 + NCP786A用于调光应用的功耗

在输入300VDC时，我们测得RSL10 + NCP786A调光器

在未联接时的平均电流为38A，联接的平均电流为57A至67A，

功耗仅22mW。

图5：调光器功耗 – Vin300VDC

待机功耗

在 2 30 V 交 流 输 入 时 测 得 的 待 机 功 耗 ( N C L 30 1 70  + 

RSL10)约140 mW至150mW，其中NCL30170约消耗125 

mW。整个方案的待机功耗低于200mW。

总结
该蓝牙低功耗可调光智能照明方案采用创新的交流直接驱

动拓扑，无需传统的SMPS，具备成本、体积、使用寿命和可

靠性等多方面优势，并可根据需要灵活扩展功率范围，基于安

森美半导体专有的有源恒定功率调光控制技术，调光范围从5%

至100%，功率因数达0.99，全功率时的THDi仅11%，即使在

调光时也能保持均匀的照明亮度，集成行业最低功耗的蓝牙5 

SoC RSL10，提供先进的无线功能而不影响系统尺寸，通过高

压线性稳压器NCP786A提供超高PSRR，提高无线应用性能，

以高性价比实现高性能、超低功耗蓝牙控制的可调光智能照明

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