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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氙灯电源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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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脉冲氙灯电源是高速摄影测试系统中的关键设备之一。本文通过对脉冲氙灯参数进行分析计算，研制了一套即

可单路工作又可同时工作输出的两路脉冲氙灯系统。设计上采用晶闸管移相调压方式，经由隔离模块、PLC控制

构成的闭环反馈回路，控制调压模块对储能电容器线性充电；采用电容器一端接地的方法，利用高压陶瓷放电

开关、低损耗电缆等低辐射器件，有效抑制了地电位抬高，提高了系统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系统实现达到储能

200kJ，脉冲电流5kA，脉冲宽度230us。给出了单次触发情况下脉冲氙灯电源输出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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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wer supply of the pulse Xenon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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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wer supply of the pulse xenon lamp is a key equipment in high-speed photography test 

system. Based on the analysis foe the pulse xenon lamp,a two-way pulse xenon lamp system which 

can work on the one-way output mode and the two-way output mode is developed. This system adopts 

the phase shift control of the thyristor to control the voltage regulator module and charges the 

capacitor linearly. This power supply system also uses the switch of the high voltage ceramic 

charge,low wastage cable,and the Electmagnetic Interference of the system is upgraded. The energy 

storage of the power supply system arrive at 200kJ, and the pulse current arrive at 5kA with the 

pulse width of the 230us. The experiment result,the output of the power supply of pulse of pulse 

xenon lamp,was given in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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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速摄影是爆轰、射流、材料方程、航天等诸多物理

研究领域的一种常用诊断手段 [1]。例如，在爆轰实验中常

采用高速阴影摄影技术研究高速破片的形成、飞行规律 [1-2]。

高速摄影通常需要采用具有极高亮度的氙灯作为光源，脉

冲氙灯放电仪的性能不仅影响高速摄影照片的质量，也制

约着其应用范围 [3-5]。性能良好的脉冲氙灯放电装置可以激

励氙灯获得稳定的照度，同时还可对氙灯放电过程进行精

确的延时控制，有利于强激光系统中时间关联操作 [6]。

在脉冲氙灯电源研制中，氙灯放电参数的计算是重点。

本文通过对氙灯的特点、工作原理进行了分析计算，确定

了脉冲氙灯放电回路各器件的参数。通过大量的实验对器

件参数进行了验证并进行了和对参数优化，使系统满足了

技术指标要求。

2  系统设计

脉冲氙灯电源由两路脉冲氙灯输出组成（脉冲氙灯即

可单独工作又可同时工作），每路脉冲氙灯由充电单元和放

电单元两部分组成。各路充电单元由充电控制电路和高压

电源组成 ；放电单元由高压脉冲触发单元和主放电网络两

部分组成。充电控制单元是由调压模块、PLC 闭环控制回

路以及取样测试电路组成，它与高压电源、储能电容器一

起为放电网络提供所需的初始电能 ；而每路放电网络由传

输电缆、脉冲平波电感、负载氙灯组成，高压脉冲触发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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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输出 10kV 以上高压脉冲使氙灯中气体电离形成放电通

道，从而引起导致电容器对负载氙灯放电，为负载氙灯提

供合适有效的脉冲电能。

3  充电单元工作原理

单路充电单元原理如图 1 所示。

分别为氙灯的长度和直径）一般由生产厂家给出，若未给

出 K0 可根据式 (1) 或灯在点燃期间所测出的合适负载上的

电压与电流求得 ：

                                                     (1)

在大电流条件下，灯管内充满了等离子体，此时氙灯

的电阻为 ：

                                                       (2)

5  脉冲成型网络

单路脉冲成型网络由高压脉冲触发电源和主放电网络

组成。单路脉冲成型网络原理图见图 2。主放电网络主要

由储能电容器 C、脉冲平波电感 L、传输电缆、及负载氙

灯 RL(i) 组成。主放电网络的核心是氙灯触发系统。氙灯兼

作放电回路的开关，高压触发电源输出高压脉冲使氙灯两

个电极之间建立电离火花束，使储能电容器、脉冲平波电感、

氙灯之间形成放电回路，从而点亮氙灯。

图 1  单路充电单元原理

由调压模块、隔离模块、PLC 预置闭环反馈网络、高

压变压器、高压整流硅碓、限流电阻、储能电容器、高压

分压器、触摸显示屏等组成。充电单元实现市电能量向储

存于电容器中的高功率脉冲形成系统初始能量的转换，实

现电压的提升。电容器组则实现能量的储存并与放电系统

一起实现能量的时域压缩 [8]。

单相交流电加到单相交流模块的输入端，当控制信号

到来时，模块输出至高压变压器初级，高压变压器次级输

出交流高压，经整流硅堆整流输出直流高压，通过限流电

阻为 200uF/5kV 储能电容器充电。电阻分压器输出的取

样电压经隔离模块后输入 PLC，与 PLC 预置电压进行比较，

输出信号作为调压模块的控制电压，控制调压模块的输出，

从而达到控制储能电容器充电电压的目的，使储能电容器

充电压稳定在预置电压。通过触摸显示屏可设置任一路充

电电压、随时检测充电电压、高压保护。

4  脉冲氙灯电特性参数 

氙灯的阻抗特点决定了能量从电容器组转移到氙灯的

效率，氙灯阻抗是时间和电流密度的函数 [7]。高压触发电

源点燃氙灯的电弧呈丝状，然后径向增长直至充满整个灯

管。在电弧增长过程中，灯阻成为时间的递减函数，当电

弧稳定后，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式为 V=K0i1/2，K0 表示特定

灯的阻抗特性（它取决于气体的类别和气压等参量，l、d

图 2  单路脉冲成型网络原理图

5.1  参数分析

在脉冲成型网络中，电流脉冲形状的阻尼因子 α 决定

负载氙灯电流脉冲的大小、脉宽、波形的形状。由式 (2)

可知氙灯电阻是非线性负载，为了使氙灯放电回路释放掉

多的能量，获得更大的电流脉冲，氙灯放应处于临界阻尼

状态。在 10% 处的电流脉冲持续时间 tp 大约为 3T。在此

期间，大约释放 97% 的能量 [7]。

电容器的初始能量 ：

当 α=0.8 时，就相当于阻尼状态，

可知储能电容 C 的电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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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感 ：

根据上述三个方程，若已知氙灯的参量 K0、所需用的

输入能量 E0 和电流脉冲持续时间 tp，就可以求出储能电容

C、脉冲平波电感 L、电容器初始充电电压 V0。

储 能 电 容 器 选 用“ 自 愈 ” 式 金 属 化 介 质 电 容 器

（5kV/20μF），由于采用了金属化介质技术，该型电容具

有较高的储能密度，减小了系统的体积、重量和价格。与

传统的箔式电容器相比，在结构和失效机理上都有所不同。

金属化介质电容器通过数千次的“局部击穿 - 自恢复” 过

程才会导致容量较为明显的减小。正是这种“软失效”模

式使其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6]。脉

冲平波电感选用 22uH（外径 8mm 的铜管，绕 15 匝）。

5.2  高压触发电源

交流 220V 经变压器升至 500V，全桥整流、滤波后

给 2uF/1000V 电容器充电，通过手动触发信号或外触发

信号（大于 50V）使晶闸管导通，电容器通过晶闸管对脉

冲变压器（初次级变比为 1:25）初级放电，最后脉冲变压

器次级输出 10kV 以上高压脉冲。

6  实验结果

采用上海光机所研制氙灯（参数为 ：内径 18mm，弧

长 250mm，灯总长 540mm，充气压力为 200τ）。用

PEARSON 电流环（101 型，0.01V/A）检测电流，经示

波器显示氙灯放电回路电流波形。

两路储能电容均充电电压 3kV，同时触发，实测氙灯

电流 3.72kA，波形见图 3。两路储能电容充电电压 4kV，

两路触发间隔 7us，实测氙灯电流 5.3kA，50% 处延迟

6.6us，波形见图 4。电流脉宽 230us，实测电流脉宽、

脉冲电流大小与计算值基本吻合。

7  结论

本文对氙灯的电特性和脉冲放电回路进行分析，计算

出了储能电容、脉冲平波电感等关键参数，通过调试试验

对参数进行了优化，即可单路输出又可同时工作，达到了

高速摄影系统所要求的性能指标。每路氙灯，采用晶闸管

移相调压方式，PLC 控制构成闭环反馈回路，自动控制调

压模块对储能电容器线性充电。系统工作储能 200kJ，输

出电流脉冲达 5kA，脉冲宽度 230us。采用电容器一端接

地的电路结构，选用高压陶瓷放电开关、低损耗电缆等低

辐射器件，有效抑制了地电位抬高，进一步提高了系统的

抗电磁干扰能力。整机系统的实验结果表明，脉冲氙灯电

源完全满足高速摄影测试系统，特别是高速分幅照相技术

对光源的技术要求，理论计算结果和实验测量值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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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氙灯电流波形 

图 4  氙灯电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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