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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前胆后石单端甲类功放》一文读者来信 

场复台ili礁功放电路 (以 

下简称J世场电路J的啊关之蒂发 

丧之后．笔者时恢电路进行r多 

次灾验． f_r较深凡的 Lll 同 

时电收剑 ·蝗读肯们求佶，渤问 

场电路的问题。为此，笔街结台 

者辛奎为斡趟的问题．将自 一 

新的 J、U!总结如 1 。 

1．问：胆场电路对场管的 

棚源电阻有什么特别要求? 

答：Ⅲ燎电m的m值 定 r 

功半电f-管的驿流 e严格髓匙决 

定r_i『]搬电流，辟流加 I．帘 }l 

流寸等{=阴搬} 流)． 此对其 [1 

要求较为严格 女̈ 功 丰i电 产 

管0 流j立 ：̂ 峨 衙11·f．f蛘 IIl lj糸 

足．会他输⋯缎杖率降憾．世缩tI 

J 功牢管的他川寿，仃 陵者应法 

川敏 }‘丧删 喙电叭的⋯博破 

降 算⋯僻流。刮 F6P3P管．驿 

流成为6I】～65mA；对十6P】4管， 

瞬涟 为3 ～42IIIA ( 辱压为 

3 CI1]V j 屏流乘以蛘 I州 J— 

小 &雀’景凡允许J 托 

2．问：胆场电路的工作稳 

定性如何? 

答： 场I 晰的 f：作是稳定 

的．fL1椠峰电路rlf能存 特豢 

砬的n擞．ji lIJ求漩器观察输 

川的J 弦渡池肜时nr以疑耻 

助串电 管删撖串人 ‘ kn盎 

∽电⋯便能}『Ij除轻微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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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胆场电路的输出变 

压器留多大间隙较为合适? 

答：戈十= 端甲奘输出变J 

器n≈舾1l张， 多史蕈部有介 ． 

得1 够详尽。 芹这儿年在本 

刊发表的青黄文学中对此也有|兑 

岍，r 惜 兑陆f『蝗偏蛳．· J能会引 

越读者议髀．所 此作 ·纠fl 。 

近期笔者删i式时发现，当输 f{变 

器匝数为 l 35～l 5【)匝 铁芯馥 

为 I 2～ (1 I1]： }．如flill豫取 

0 l～(J_2Illl1]Illl_是取，J、了，{ql听 

声 有¨幺灾巍．然『f1i，如 } 

泼器 察，输人 按法 祧会 

发现， 最 输出的正炼波涟形 

2(卜 80[【z( )1119IE控涟渡 

JF；ff 霞失真 属低师 献饱和殳 

真．1Rl}1 岛 Ⅲ浊 lF 竹 『列此． 

顼加久 隙妊厚度．·胜为0 3一 

【，．̂【llI11 q；i．1-，Jl=j】隙甚筚度也小 

能太大．爵Il{u输出变 器 次 I!lJ 

电感会臧小．他得领响曲线的fl_王 

端幅度太f医。捌粘 咧渺}最女r川 

， 救 蛆察慷频止弦涟液Jfj，以 

选择适 『玺 删跌川．如聚 2有 

菏频情号发 1． ．可⋯ 豫坐兀{器 

经电 【 取⋯I1l7～IV(19 5(1H 

竞流电 (5i三Ⅲ示披器看 下5t[【z 

交流电的波彤纯废) 除此之外， 

Il武碟J 也是 - 一十j，f1̈{n0矗 

4．问：胆场电路对输出变 

压器有何特殊要求? 

答：I【H场电路埘输出变 器 

的要求与电了·管和晶体管功坡电 

路 ·样。如鞋时电路的低频指标 

要求较l寄，一暇 高输 t 10w功 

率纳铁芯戡而蛋，k十14onl ，输H1 

l 5 W 功率的铁芯截面要欠于 

20cm： I'Ifl~柯人觉得铁芯太大 

了．fH这是fLt频所必项的。：次删 

数取 l50 为 良 

5．问：胆场电路的高频响 

应如何? 

答：场膂的输八电容都很大． 
一

般为3I1f]I】～4500pF．哪源掉接 

的I乜 lIJfJ儿 I’n．1̈j路f由自然 

颁率远远 几十 20kHz． 此输入 

电容对颧响n勺彰响{ 小。也就是 

晓．』U场电路f19高顺响麻是 ， 

良~f-fl9，Jf}l场I乜跚的高}顷上限完 

H1输}̈变 决定 笔黹对法 

f 路傲 』 -,ff删 ．发耻采用普 

jjn绕法的输，Ilj变 器的电路． 

Il=5i响}}l{纯征20kfIz时已有 I 降； 

l 乘川J分腻 (4 1绕法的输出娈 

兀{耩的电路． =!ii颁Ill J线· 1．延fIll 

刊4t玳【Iz 

6．问：胆场电路的源级电 

阻阻值如何确定? 

答 ：川信 发，1：器输 八 

4001Iz(或 lk1Iz),lI顺电．i 117，他电 

路 缸荷输⋯，II 缸半周l41r—r削 

瓜时n勺阻博叩 最 适附f矗。当 

然，此1区nl~E- j设计晰冉m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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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问：有哪些电子管可以 

复合? 

答：隙 r彳r绍的6 I 3 P、 

6 3l ，6p】4外，6P6P、61 1等 

的敏粜也不蕞 6P6P的哿质略 

好．与之相近的进口名管效果更 

☆f． 要原因是其线- 度奸，高频 

响应虾。 

8．问：在调试时烧场管是 

什么原因? 

答：HB场复台电路是功率电 

f管与场管复台，电子管并不接 

成三极管 所以输fI{内阻大，再加 

} 是电流缸反馈输 电路，输出 

内阻变得更犬。空载时 · 自激， 

场管承受的反压较火 超过场管 

反J两跣可能烧场管。可以住输 1̈ 

变 器 一次侧接 ·个20k n-。5W 

的电# 作假负载 (寥消耗 r I／20 

的输出功率) 外．应选HI反H 

商的场管，如IRFPE50、1RFPF50 

等 还有 ·种烧场管的町能 邪就 

是场管与敞热器 的云母片较 

厚．导热硅酯潦株 均5 J．导致凇 

升高而烧场管 

9．问：胆场电路对前级有 

什么特殊要求? 

誊 它要求前级失真低 额响 

窀 6P14的最凡输出幅度为1 2～ 

l3V，6P3P为l6～l 7V。前级 

给耔旰负 以1 5～3 5V 为直，如 

果是三做管放几 自给伽 电 

阻两端不蚌} 解电容，以便展屯 

憔频 ·胀而言．如做到上述占 

点．本机失真度 ·r小 】：2‰，如果 

做得较好，失真鹰小十l 5‰ 该 

没有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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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问：整个电路能否进一 

步改进? 

答：当前级的f扛子管6N3换 

J 5670后．nr以感髓到高背娈得 

清澈．这可能是5670线性度良奸 

的躁因 同时．前级放大管也戍选 

取噪声低的电子管，国产电子管 

6J1的噪声就很低，把它接成二极 

管、五擞管都nJ．以，大八唧国产电 

千管6N8P，6N9} 、6BSP、6G2P 

的噪声部比较 ，只有6J8P的噪 

声较小 刚l、6J8P采IIj五概管接 

法时增益太 凡，可适当被 、 栅 

电 ，缩小负载电阻或施加电 

并联负反馈 以减小增益 当然 

I 述结}它的fj{『提袅件胜增益大的 

电子管果取缸反馈等技术．使所 

有电r·管的放k倍数都 ‘}羊．必 

须如此才能比较 噪声 

儿个 场电路都没有大的负 

反馈．所以发 H的声音给凡 ·种 

跳}}j音箱的感觉．1 像禁些大环 

路负反馈量较大的胆机所表现的 

声音是收缩目 舒嵌1 开的那样 

电路中也- 施加少 k日；路电 

负反馈，使输出FⅡ抗降低、失真减 

少．但J乏馈量不宜过火，否刚低频 

波形会 ̈现失真。 

总2 肌场电路是 款优秀 

的电路，要改世的地方还很多，麻 

澡人分析．多世什实崎．选样j能 

陵电路更加完善。 

答《独立补偿失真校正器》 
一 文读者来信 

邦仪壹 

笔者征准 2004年第4圳发 

表 了 独立补偿失真校 器* ·文 

后收到 ‘位香港读者的采信。 

f 没有回信地址，加之柯这个魍 

法的读者nr能不ll：一^， 此惜 

本刊一角作 一答复，希望对定家 

仔所帮助。 

来信说失真投JF单，亡『 法是 

级联而不是并联 (求和) 笔者任 

交中已经提到．失真的级朕与并 

联有微小差译，一船是叮以忽略 

的，现弹细说明 -F 假定有三级 

放大器．失真 子都是e ． I5幺 

K ：e． c 一 e 、。当x不火时 

e、 x
， 即K ．=x ．岔u是相加9】lJ 

3x。m十--}~-I情况下失真1：超 

j立1％．因此 这样的范围内3x和 

x、的彤状是荩奉棚同的。换句话 

说．静 一级产，t-一个失真波形，7己 

沦这个波形是 被第二 缎做大， 

其形状奎化是不明显的。这样． 
一 二级廿圳产， 的失真分离 

后J 相 I的办法来抵消在实用 l： 

是没有州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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