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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简介 

TEC（Thermoelectric Cooler）是一种根据电流走向来使物体制冷和制热的半导体装置。

而 TEC 控制器控制通过 TEC 的电流方向，从而精确地调整物体的温度。它效率高、稳定性高、

可靠性高并且尺寸小。可用于激光系统的温度控制、生物医学、检测及分析仪等领域。将激光

驱动器与 TEC控制器一同使用，便可实现二极管激光器的高性能与低成本。 

ADI公司目前主要有 ADN8831、ADN8833、ADN8834这样几款 TEC控制器。 



第2章  原理简介 

 

TEC 控制器的基本框图如下。以集成 FET 管的 TEC 控制器为例，通常包含以下几部分：高

精度、低温漂的温度信号测量误差放大器，补偿放大器，参考电源发生器，振荡器，PWM 控制

器，场效应管驱动器以及场效应管。 

 

 

 

温度传感器将被控环境的温度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并将此电压信号输入到温度测量放大

器进行放大，并与设定的目标温度对应的电压值进行比较，产生误差信号，该误差信号经过补

偿放大器进行积分放大后传到脉宽调制线性放大器进一步放大，之后输出两组信号推动温度控

制的执行驱动器（如功率管），由功率管输出的电流促使 TEC 进行制热或者制冷，使得被控环

境温度向目标温度靠近，而传感器再实时的将感应的环境温度传给温度信号放大器，如此形成

闭环回路。 



第3章  常见应用问题解答 

 

3.1 ADN8833 和 ADN8834 相较于 ADN8831 有哪些区别？ 

主要区别详见下表。ADN8833和 ADN8834相较于 ADN8831，集成度更高，封装更小。 

      

 

 

  

3.2  在 ADN8831 中有 H 桥控制器，H 桥的一端工作在切换模式表

现为降压型稳压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H 桥的另一端工作在

线性模式下，如何理解？ 

TEC 根据制冷或制热的需求，工作电流需要有两个方向，当 TEC 两端温差很小的时候，

TEC需要的工作电流很小，并且控制器的输出有可能需要频繁的改变 TEC的电流方向。 

如果使用纯 PWM 去控制 TEC，在此种情况下会出现 PWM 的占空比变的非常大或非常小，并且有

可能会频繁切换占空比，由此晶体管的 td(on)和 td(off),以及 tr 和 tf 会对系统控制环路产

生显著的非线性影响，而且系统的电源效率会降低。 

为了避免 PWM 输出端的占空比不会大范围的频繁切换，在 TEC 工作电流较小的时候加入线性控

制回路，会在不显著增加系统功耗的前提条件下提高系统的控制稳定性。 

  ADN8831 ADN8833 ADN8834 

最大电流 
基于外部 FET特性，可高达

4.5A 
1A 1.5A 

FET 外部 内部 内部 

PWM开关频率 300KHz~1MHz 2MHz~3MHz 2MHz~3MHz 

控制方式 模拟或数字 数字 模拟或数字 

TEC电流检测 外部检测电阻 内部 内部 

封装 QFN 5mm× 5mm  
QFN 4mm× 4mm WLCSP 

2.5mm× 2.5mm 

QFN 4mm× 4mm 

WLCSP 2.5mm× 2.5mm 



3.3 采用的控温芯片为 ADN8831，当环境温度为 20 度左右时，设

置的温度为 15 度时，可以震荡起来，LED 可以亮起来；当环境温

度为 55 度时，无论怎么调整 P，震荡不起来，温度达不到设定的

温度值。  

建议在环境温度为 55 度时，改变一下设置温度的值，比如改到 45 度或者 50 度，看一

下是不是能够锁定。如果这样能够锁定，可能是因为温度范围过大导致的。 

 

3.4  能否将 ADN8831 使用在 12V 的应用中？ 

 

暂时还没有在超过 5.5V 以及大于 4.7A 的 TEC 电流应用中使用 ADN8831 的案例。因为

5.5V 是最大的供电极限。 

 

但是有个理论的框图可以将 12V 信号和 5V 信号相互转换。 

 



3.5  ADN8831 温控芯片是用来给激光器制冷用的，但在使用的时

候，发现部分芯片输出的参考电压（pin 8）不稳定， 变化幅度在

0.04V 左右，导致芯片内置 PID 闭环不能锁定。 

  可以先测量一下 5 脚也就是 IN2P 脚是不是有比较大的变化，8 脚的参考电压输出在该电

路中给多处使用，确实会影响其本身的输出，见下： 

 

如果 5脚变化较大，建议使用低阻抗的参考源给给 5脚提供输入。 

3.6  如果 ADN8831 使用的是正温度系数的电阻，在第一级运放中

正负输入需要反向接吗？或者在最后输出反向呢(也就是外接 TEC

处，即 TEC+和 TEC-）？或者两者都可以？ 

如果使用正温度系数的温度传感器，那么如图所示的三级增益部分的第一级中 Av 的放大会

是正比例系数。而在负温度系数的温度传感器中，该项是负比例系数，三级级联的结果也是负

反馈的放大。那么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改变任何一级的增益的极性，会使得整体的放大倍数为负。 

但是此时要保证图示红色部分的放大倍数不改变就不单单是改变极性的问题，要计算如何

达到相同的放大倍数。 

 

 

 



3.7  请问 ADN8831 的评估板最大温度控制范围是多少呢？假如参

考温度是 25° 是不是就可将温度控制在 25 度整，不会再有上下浮

动呢？ 

温度最终会锁定在您设置的温度上，但是上下会有很小的偏差，这个偏差是用电压差衡量

的，电压差对应您的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差。The TMPGD (Pin 11) outputs a logic high when 

the OUT1 (Pin 4) voltage reaches the IN2P (Pin 5) temperature setpoint (TEMPSET) 

voltage. The TMPGD has a detection range of ±25 mV and a 10 mV typical hysteresis. 

This allows direct interfacing either to the microcontrollers or to the supervisory 

circui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