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卖用电路 

带 电 感 负 载 的  

12V、32W  

确定义呢?效率的一种定义是最大输出功率与输人功率之比， 

并以百分数来表示。其范围相当宽．比如说对于扬声器H有 

2％。而对于加热元件(如电热壁之类)，几乎可选 100％。 

效率可以精确定义，但是效率低都是一种主观评价．举例 

来说，常见的 RC耦台甲类共发射极放大器(圈 1a)．其效率是 

25％还是 12 5％呢 

实际上，假设此放大器均由理想元件构成，其效率不可能 

大于 8 33％。但是，这种效率十分低下的放大器却大概是电 

子技术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类放大器。 

效率的另一种度量是电压效率，即最大输出电压的峰一 

峰值与电源电压之比。同样以百分数来表示 对于共发射极放 

大器而言，其电压效率为67％。这比其功率效率要好一些，但 

这里将证明，仍有很大改进余地。 

我们对图 1a作简单修改 ，以电感代替电阻，如图 1b所 

示。改动后放大器的效率是多少呢?12．5％ 、25％ 都不是，其 

效率为50％。而且，不仅功率效率提高，电压效率也从67％提 

高到整整200％。就傲了这幺一点并不显眼的小小改动，居然 

使效率状况大为改善，可能大大出乎意料吧! 

当然，这里以电感作负载，并非什么新鲜事，在高频(RF) 

设计中常用 ，只是很少用于 音频 。 

输 八级 中的电感负载 

性能的改善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图2中，L：和 构成输 

人差动放大器的一部分．被偏置成甲类工作状态。通常，这种 

晶体管由一对侪格为几角线的电阻傲负载，但是，在这里，是 

由售价为一百多元的电感 u 做负载。 

实际上，LI是由一个变压器构成．因而价格更高一些。专 

门设计的电感价格会低些，但实在太费时。 

在输人级用电感负载，对整机的效率并无多大影响。这里 

如此设计 ，还有另外的考虑，即希望能降低输出失调(妇 t) 

电压。 

差动放大器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存在有输出失调电压，从 

而使集电极电流不平衡。失调表现在两十电阻上的电压降有 

差别。现以低电阻的电感来代替电阻．既可除去失调电压及其 

漂移，而叉无需任何附加控制。 

附带的收获是．电感负载对于设定和控制差动放大器的 

输出电压允许有很大的自由度。在这里，R6和 R8，连同电流 

甲类 
， ．_～  

源 ．4．设定了输出电压，而此电压叉经 由 一 予以稳 

定 

然后，由射极跟随器 t和Tn驱动输出对管 T珊 。注 

意，因为此差动放大器是一个推挽级，电压效率还可加倍．理 

论上选 400％。实际上虽然不能达到如此高教，但确实使 

和 集电极的电位可动态下移到远低于 一12V。虽然本设计 

并无此要求，但却意昧着率级可在线性范围内良好运作。 

电感 负载 输 出级 

甲类输出级的效率在理论上最大为 50％，但很多只有 

25％，某些甚至低到 8％。但无需怀疑，这类教率低下的放大 

器仍有其用途，不过，其发热量大必然限制其在家庭中的应 

用 

图2的输出级以 45％的效率提供音频功率；在理想的情 

况下，功率效率应为 50％。其电压效率为 377％左右，据此可 

选择适 当的电源 电压 。 

调整射随器 ，和 T 给出的驱动电压，使 Tm和T 各 

耗电3A，总静态电流为6A。此电流由电源经 L2提供。现忽略 

L2绕组上的压降，则 L2的三十端子问的电位差以及扬声器 

端子上的电位差均为0V，即处于电弛 B2的正电平上。 

-r作 原理 

假设有信号激励 L 使其栅极趋正，则其漏极电流将增 

加约 3A．但这增加的电流不可能经 L2供给，因为 L2是一十 

电感线圈，因此，不允许电流以工作频率发生变化。因此．这十 

附加电流必然来自扬声器，所引起的电压降则将 。的精极 

推向 一12V。 

同时，T川的栅极被推向负。其孺极电流将下降至 3A以 

下，但是，L2也不允许 3A的静态电流有任何变化。因此．这十 

电流只能通过扬声器，所生成的电压将 ．．孺极电位推向+ 

12V。 

王至 
c口) c 

囤1 瞳电毒代替电阻作甲类被是器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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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此极限，T棚将在 6A捅极电流下饱和，其中3A来自 

L2．3̂ 来自扬声器。晶体管 截止，从 L2一方来的3A电流 

将流向扬声器。此时，扬亩器的一端为一12V，而另一端为+ 

12V，总的峰值电压为24V。注意，信号电流没有流过 L2．【2 

继续如前所述那样提供 6A静态电流。 

当下半周到来时，整个情况与上述正相反，扬声器上的峰 

值电压为 一24V，因此，其峰 一峰值为48V。由于供电电压为 

12V，因此 ，其电压效率为4t10％ ，但如前所述 ，实际上只有 

377％。现在．可看到总的情况，即 

输人功率 Pin 12V x6A：72W 

输出功率Pout V2pp／8R =(48V) ／64：36W，功率效率是 

Pout／P． X100％ ，即为50％。这是理想情况。实际上可输出功 

率约为32W．效率为45％ 

电感设计 及其它考虑 

此电路的低截止频率(一3dB点)假如为 40Hz，则其 L2 

的感抗应等于负载(L6)阻抗．即 

Xl：：2wfLk =R =8I】 

这里 为低截止频率，R 为负载(k)阻抗。 

因此 L̂：8／2wfL=8／2 X40=32ndt 

当然，电感线圈的电阻应尽可能小些 

这32mH的电感器不易购得．叉不易制作。这里就用 个 

15V一0—15V的电源变压器的次级来替代 ，其初级开路不 

用。经实验效果良好。后将初级拆除，改用较租导线重绕成 

32mH的扼流圈，性能并未因此而有什么显著改善。 

不过，用变压器次级代替电感线圈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即 

其开路的初级在使用过程中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这不但可 

能危及人身安全也可能击穿绝缘，虽然在样机实验过程中并 

来发生这类阀题，但仍需防患于未然。 

娄似地，电感 L1亦唯以定 

制，这里用 个音频变 器柬替 

代 H 型 号 由 Farne]l公 司 的 

149—840 

本机用反馈环来稳定 6A偏 

置电流。偏置电流流经 L2在其 

上产生一__t、小电压降．此电压卫 

加 至 R 和 R 井在差动放大器 

T⋯ 上与由 R 设定的参考电 

压进行 比较： 

差放 由 的集 电极输 

出至 ，以控制输^差动放大 

器，再进 步去控制输出场效应 

管 T．⋯和 T小．构成 厂 个完整的 

反馈环 交流反馈 则取 自 T r-- ，经 

R10、1112加至输 八差动技夫器 

这里 没 有 引 入输 A 自举 

(bootstrapping)，因为这样就不必用上电延时继电器来消除上 

电噪声，从而使电路较简洁。这里的输^阻抗虽然较低，在灵 

敏度为750mV时约 15kO．但仍然是可 接受的。 

这里无需输出保护，因为电路的输出部分结构特殊，不可 

能危及扬声器。 

供 电设 计 

在开始实验时 ，用9~NiCd电弛为差动放大器提供偏置， 

即电路图中的 B1。之所以在这里用电池，是为了要保证不会 

从前端引^噪声。 

即使用了 B1，噪声仍觉太大，因此．叉精心设计交流供电 

电源．仍不能令人满意．最后决定用电池供电 如 B2所示，这 

里使用了老式的汽车用铅蓄电池 ，即卡车所用的75安时 

(AH)酸铅 Leisure电池。每一声道用一组。充电 砍可用 5～6 

小时，偶尔过度放电亦无妨。 

设计此放大电路完全是为了家庭使用．实践证明音质很 

好，达到预期效果。 

此机已用了二年．由于用了很大的输出电感和场效应管． 

声音听起来有如是电子管功放。 

制作 

电路虚线框内的部分可安装在 97 X67 rnm的多孔万用装 

接板上 。 

接线不宜过细．且应尽量短些。应使用散热片．其规格为 

0．6 oC／W 至0．7。c／w每声道 

静态电流应由R”调整至6A。实际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所选定的电感 L2 选择 R． 应由低值开始 在开始埘整时． 

” 的栅极上可加接 8Ft、25W的保护电阻。 

本机制作方便，成本低，有兴趣的音响爱好者， 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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