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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功放混血更消魂 

S类放大器由主电压放大器 A 1 

和后级电流放大器A2构成．如图1所 

示 其工作原理是：加到 A2的两个 

输人必须驱动到相同的电位而与加到 

A1的输^电压无关，即为一个虚地。 

它利用惠斯登电桥维持平衡的原理， 

使前置主电压放大器 A1近似工作在 

等效无负载的理想甲类工作状态。此 

等效无负载甲类工作状态的特性与实 

际负载的种类及大小无关。 

陈宪和 

图 1 S粪放大器结构 

扬声器．分频网络以及音箱线使 

得音箱成为复杂的复合变化负载，印 

使是一些名牌的发烧级喇叭，其在标 

称频带内的阻抗变化也达一倍以上， 

这使得S类放大器的优势正好得以发 

挥。由于对负载的变化不敏感，对各 

种负载都能提供理想的驱动，因此使 

得 S类放大器的重播特性非常优越。 

在S类放大器中，由于电桥平衡 

作用，大大减小了交越失真及其他失 

真，以致于无需对功率管进行偏置 

其既有乙类的低功耗、高效率，又有 

甲类的低失真 ，而且对抑制共模干 

扰、串扰也有奇效。 

S类放大器的音质主要由主电压 

放大器决定，而电流放大器对音质的 

影响较小。因此，我们只要做一台高 

品质的主电压放大器便能较容易地把 

整个功放的品质控制在理想的水平。 

1．冷暖音色可调的主电压放太器 

主电压放大器电路如图2所示 

(电子管部分)。第一级电路由6N11 

或6N6~4：J成阴极耦合电路来实现阻抗 

变换．为音色调节部分提供强大的电 

流，免除了音色调节部分阻抗过低对 

音源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一级如选用 

不同型号的管子则对整机的低频影响 

较大 如果音箱的低音喇叭口径在8 

英寸以下，建议选用6N6，如果是大 

口径的喇叭可以选用6N11或6N1。 

电压放大部分是由6N8和 6Nl1 

组成共阴极电流反馈的电压放大器 

6N8的音色温暖、声音甜美、音乐味 

浓 6N11的音色清丽、透明 速度感 

强、解析力高，属于音响型放大管。当 

音色调节电位器滑向A端时6Nl1没 

有输人信号，这时表现为6N8的暖调 

音色 反之，当音色电位器滑向B端 

时 6N8没有输入信号 ，这时表现为 

6N11的玲调音色。当音色电位器在 

AB之间滑动时能表现出不同的音色， 

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任意调节。为了 

更好地发挥 6Nl1和6N 8的特点， 

6N11使用WIMA电容作为耦合，这 

样音色会更明亮一些，6N8用VQ油 

浸电容作为耦合，使得音色更阴柔、 

甜美一些。 

阴极输出器使用了阴极输出器专 

用管6N6，以便得到更大的输出电流 

和更低的输出阻抗。因为S类电路的 

输入阻抗很高 (理论值为无穷大)，所 

以采用的输出耦合电容较小，为两只 

2．2 F／400V的大S电容串联，中间 

接人了防止冲击的继电器J。由于此 

电压放大器的性能很好，因此可以与 

图3的电源一起独立地装在一个机箱 

中当作前置放大器使用．也可增大输 

出耦合电容后作为高阻耳机放大器使 

用 

2．电流放大器 

电流放 大器使用功率集 成块 

TDA7294作为电流驱动，大功率管 

MJ11032、MJ11033作电流放大。以 

前用运算放大器制作的s类功放的功 

率一般都很小 只有十几瓦。音色虽 

然不错 ，但不能应付大动态的音乐 ， 

更不能驱动 大食 的音箱。在此采 

用发烧级的TDA7294功率集成块作 

驱动，可以得到很大的推动电压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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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电流。功率管MJ11032 MJ11033 

的性能更是不俗，其BV =120V、 

I ：50A、P =300W 、 ≥30M Hz、 

口=400【min)。可见用TDA7294与 

MJI 1032 MJ1 1033组合能得到更大 

的功率，再加上电桥平衡电路能消除 

各种失真，使得电流放大部分的保真 

度得到了保障。 

3．电源 

电源是功放赖以生存和性能发挥 

的保障，其品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功 

放的音质。为了给本机提供高品质的 

电源，在这里采用性能优异的电子管 

并联稳压电源 f如图3所示)为主电 

压放大器供电。它与普通串联稳压电 

源相比胆味更浓、声音更纯净甜美、 

声场更宽、音乐的密度感更强 这里 

的两只100 u F／400V电容为飞利 

浦蓝六角电容，为了提高稳压管6Pl4 

的反应速度，1 F／400V电容选用 

了大S电容。由于S类电路具有独特 

的功效，因此在电流放大部分只用了 
-- ~600W的环型变压器(如图4所示) 

和两只10000 F／50V的滤波电容。 

4．组装 调试和试昕 

电子管部分采用搭棚装配工艺且 
一 点接地，电流放大部分用印刷电路 

组装。整机除了高压电源部分外，其 

他均免调试。先让电压放大部分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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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子管并联稳压电源电路 

图 4 电流放大部舟电路 

流放大部分和电源部分互相独立，将 

电源部分的调节电位器调到最负端， 

使稳压管6P14截止 然后，接上电压 

放大器的灯丝电压和屏极电压，打开 

电源开关，仔细观察有无打火、过热 

等现象。5min后用万用表测高压电源 

的输出端电压，再调节电位器(电源 

部分)，使电源电压下降35V左右即 

可，逸时调整管的电流约为15mA。接 

上±40V电源，开 

机无异常情况后测 

喇叭的输出端应该 

在2OmV以内 最 

后，将电压放大部 

分与电流放大部分 

连通，再复删一下 

喇叭输出端电压是 

否符合要求，如果 

符合要求就可以联 

机试听了。 

将音色电位器 

调到 l2点时听 《盎 

黄第一鼓 ，顿感鼓声力大无穷，鼓点 

干净利落，排山倒海的超低音连绵不 

断，量感惊人 更难得的是还听见了 

大鼓旁边的锣由于共鸣而发出的细檄 

声音 ，这是以前从未听见过的细节， 

可见该机的解析力非同一般。聆听 

《西藏》中藏族少女嘹亮甜美的牧歌、 

雄壮的寺院法号、飘渺的风铃以及优 

美的 “旋子”时，笔者仿佛走进了神 

秘的青藏高原．展现在目目前的是一尘 

不染的蓝天白云、辽阔的大草原和悠 

闲快乐的牧人，使人完全忘记了音箱 

的存在。总的来说 ，选台机器的表现 

相当不错，它不仅具有石机珠圊玉 

润、铿锵有力的风采，更具有胆机的 

神韵，很值得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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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的其他部分素质都不错，无需改 

动。开机试听，声音并无明显变化，音 

场的宽度和深度有很难察觉的增加。 

不过机器本身出现了以下两个现象： 

选曲速度变快 4 只三端稳压器 

Ic701、IC702、IC703和IC704温升 

很快，开机 15rain后其表面温度已达 

55"C。这正说明变压器负载减轻、输 

出电压上升、稳压器功耗增加。没办 

法，只得给稳压器加装了铝质散热器。 

换输出电容时遇上了一件奇事。 

原机的输出电容总容量约为8 F，许 

多人用l0 ll F来替换，笔者是用两个 

4．7 F 的SOLEN大S电容并联。结 

果音色浓郁得令人窒息，瞬变、力度 

和透明度垒部丧失，天龙变成了 懒 

龙”，换上同值的wIMA电容依然如 

此，当晚百思不得其解。次 日再听，认 

定是电容值过大，把它换成4．7 F与 

1 F并联后开机，不仅瞬变、力度垒 

部找回，而且低频层次也非常清楚。 

未换电容时高频部分感觉有些紧，似 

乎放不开，现在则是从容不迫，所有细 

节展露无遗。再比较 SO LEN 和 

WIMA，前者是多一点柔美，后者是多 
一 点力度。笔者最终无法抵御美的诱 

惑，决定采用 SOLEN。至此，这部天 

龙机已是本色尽显 无论交响乐、民 

乐还是人声均令人满意。几位发烧友 

闻讯而来，一曲未了已是个个感叹， 

看来高档机也大有文章可擞 

此次摩机由于分几次邮购元件 

因此前后跨越了差不多一个月，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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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它让笔者 

充分了解了每一次改动的效果。回想 

起来，这部天龙机起码可以有以下 3 

种摩机方案 

(1)将输出电容换成音响用聚丙 

烯产品，可以获得较好的音场感，至 

于用何种品牌电容尽可凭喜好定夺。 

f 2)再将输出的运放 IC3l 3和 

IC 3l4换成 AD827AQ或OSEL一 

2022AQ，可获得更佳的频率响应和活 

生感，可基本解决高频硬的问题。 

(3)如笔者所为，甚至可以再加 

上摩电源板、换退耦电解电容、换电 

阻等，但每提高一步都要付出成倍的 

价钱。另外，请千万注意，不要摩到 

最后使声底面 目垒非，把 “天龙”摩成 

“四不象”，那恐怕就划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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