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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 机 的  

自己动手制作胆机，电源与变压 

器的搭配和选择可能是个难题 胆机 

电路中胆型繁多，高压{B电)与负偏 

压{c电)各有差异。我们选中一个中 

意的电路后，却往往发现能找到的火 

牛 (电源变压器)与电源的要求相去 

甚远，正是“电路易选 ，火牛难觅” 面 

对困难我们当然不会束手无策，思维 

活跃、动手能力强是发烧友引以自豪 

的基本素质。我们应该另辟蹊径，或 

灵活变通运用现有的变压器，或适当 

更改电源电路，以获得异曲同工的成 

功。 

本文介绍了一些火牛与电源的 

变通运用的经验 ，以及提高电源品质 

的一些看法。发烧友遇到的问题也许 

与文中实例不能一一对号^座、本文 

只希望发烧友们能打破思维的禁锢， 

举一反三地发挥创造能力，克服制作 

上的困难，踏上 Hi-Fi的成功之路 

一

、火牛代用篇 

如果合适的电源变压器难寻，我 

们可以用易得的变压器变通使用。现 

以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和 50W 

广播扩音机电源变压器为例说明代 

用的方法，这些变压器在当前的市面 

上是很容易找到的 

1 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 

电子管交流收音机是 2{)世纪70 

年代前国人唯一的高档家电，现在早 

已被遗弃，但它们仍然在社会上默默 

无闻地大量存在，其电源变压器来源 

很广，价格低廉 ，实用价值高。 

六灯 灯”即灯胆、电子管)收音 

机 中通 常的电源原理图见图 1所 

示：其电源变压器 (在本文简称为六 

灯火牛1的功率在40—60w之间。30 

年前的产品，如硅钢片、铜线和绝缘 

电源。火牛 
林 敦 

较见图 2所示：可见J日式 

六灯火牛的电磁耦台度比 

较好，产生的漏磁、交流电 

场 噪声 等不 良效应 比较 

小，很适宜用于低电平高 

增益的前级放大电路： 

交流收音机中五灯只 

比六灯少用一个调谐指示 

的辉光电子管，灯丝电流 

少了0．3A，故在本文中五 

灯与六灯火牛的使用性能 

图 1交流六蜘收音机的通用电源电原理图 是一样的。 

2 六灯 火牛用于胆 前级 电路 

材料等品质当然 足称道 ．我们不能 

对这些J日火牛赞扬有加，但其时的设 

计比较慎重保守 有完备的静电屏蔽 

层，结构合理，在某些场合下应用效 

果胜过现代的小功率变压器，两者比 

胆前级 {十倍放大器)一般使用 

2—4只电压放大电子管 ，型号多为 

6N类或 12A类双三极管。胆前级的 

整机耗电不足 20W，其中高压 (U+) 

约为250~，电流小于 20mA，图3是使 

老式六灯火1的绕组结构 目前普通小功率止牛的绕组结构 

图 2绕组结构的区别 

ll一42 

图 3胆前级电源的通用电路图 

静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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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一种流行的前级电源电路 

用六灯火牛的胆前级电源，用 6Z4胆 

整流，并联式高压馈电，由于4个去 

耦电阻的阻值比较大，去耦电容器可 

以用 201xF的薄膜电容器 (焊接在放 

大电路上)，以求更好的音质。此电源 

的负载与图 1的收音机负载比较可 

知，五灯火牛用于此胆前级电源，能 

力绰绰有余 

图 4是在发烧友中流行的胆前 

级电源，模仿了某一国产前级的电源 

形式。此前级放大电路用一对 12．~X7 

和 12AU7，整机高压工作电流不超过 

15mA，但其电源电路中却用了双6Z4 

整流，电流输出能力达 2×70mA，远 

超过实用的电流值。显然这是“尽量 

增加电源的容量能力”的指导思想， 

这本属于晶体管 B类功率放大器的 

电源概念，却被初学者们张冠李戴， 

用于电子管电压放大电路上了。须知 

前级电子管工作于 A类状态，每路的 

阳极电流仅几 mA，而且是恒定的静 

态直流，对电源的直流内阻也无苛 

求。如果慷慨地加大胆前级的电源能 

力，回报却是负面的：电磁干扰的强 

度与电源变压器功率容量的倍数之 

平方成正比。电源变压器的容量不恰 

当地增大，其副作用的漏感、电磁干 

扰和电场噪声会大为增加，放大器的 

信噪 比不可避免地劣化了——这是 

主要的失策，尚有成本的上升、体积 

重量的增大和电耗增加等弊端。 

耳机放大器电路是一些资探发 

烧友的玩物，六灯火牛用于此电路也 

是很合宜的。 

3．六灯火牛 用于 EL34、6L6类 

单端功放 电路 

单端胆机的音色娇美，人们对它 

的青睐与日俱增，EL34运用于甲类 

单端功率放大时输出可选 lOW。它的 

灯丝电流 1．5A，阳极 250V／80mA，第 

二栅极电压 260V／15mA=五灯火牛 

除了高压线圈的电流天小外，其他都 

合适：我们可以把五灯火牛降额限时 

使用，由原来连续工作 8h降为4h，就 

能成功用在这种的A类胆功故里。当 

然也要尽量降低其他电耗，例如必须 

改用硅二极管整流 ，把原来整流的 

6 3V灯丝绕组改为电压放大电子管 

用，电源的电路见图5所示： 

至于 6L6(6P3Pj的电路 ，其灯 

丝 、阳极功率}匕EL34小，使用六灯火 

圄  
无 线 电 与 电 视  

牛就更 可放心 ： 

4 六灯 火牛用 于 6PI类单端功 

放 电路 

在卧室书房里使用的 3 5W×2 

的单端小胆机，全机双声道 2只6PI 

和一只 6N2，此时灯丝电流 1 34A，高 

压 B电为250V／80mA．可知灯丝线 

圈电流有余量，而高压线圈的线径稍 

嫌不足。不过胆机一般都是裸机安 

装，变压器的散热条件比原收音机要 

优越好多，在适当降低连续工作时间 

后，双声道电路使用一只六灯火牛即 

可 使用方式也同上 节的 EL34电 

路。 

5 六灯火牛用于 300B类单端 

功放电路 

300B 清澈迷人的音色被称为 

梦幻之球，其高贵的身份配合六灯火 

牛也算是红花绿叶。3001]一组常用 

的工作状态见表 1所示。 

图 6的电源电路适合以上各组 

工作状态，此电路是经典的 300B单 

端放大器电路，用一十五极管6SJ7作 

前置电压放大 图中把六灯火牛原来 

的全波整流电压改为向桥式整流供 

电，滤波电路用电感 (扼流囤)输人形 

式。U+o的电压略小于 0．9倍的整流 

电压 I460V)，经过滤波后 B+一是 

410V，约等于阳极电压与自生偏压之 

图 5 6～10W单端胆功放通用电源电路图 

表 I 300B常用工作状志 

和 (340V+74~)，基 

本符合 300B上述典 

型工作状态 

电感输人滤波电 

路 (L输人1的负载特 

性是最优良的，但不 

是随便串联一个电感 

线圈就可 达到这个 

目的，实现 L输人的 

必要条件见本文的后 

述。本电路的扼流圈 

的 电感 量 不可 小于 

8H。 

阳极电 l阳扳电流 自生偏压 负载阻抗 输出功率 】偏压电阻 
I 35ov I 50mA l 一76v l 36000, l 7 8w I I 5kO, 
I 350V j 60mA l 一74V l 20000, 10．2w l I 2kO, 

l 350V l 60mA 4000n 7 Ow l l_2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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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B的 灯 丝参 数 是 5V及 

I 2A，用交流 6 3V向其灯丝供电就 

必须降压，最好在变压器线圈窗口的 

空隙中用潦包线穿绕约 8圈 (1．3V J， 

与 6 3V绕组反向串联获得 5v的电 

压，这样避免了用电阻降压增加的损 

耗 。 

6 R一50电源变压 嚣的性能 

图 6 300B单端功放通用电源电路图 

图 8 R一50火牛用于40W x 2功放电糠的原理图 

11—44 

R一50型电子管扩音机广泛应用 

于机关企业内作有线广播之用，其电 

源变压器 (本文称 R50火牛)如今在 
一 些器材商店里仍然容易寻着=此机 

甩一对 n 一7作 AB：类放大．最大输 

出功率达 80W，图7是 R-50扩音机 

的电源电路。R50火牛的额定容量是 

Ig0VA，但设计工作条件是 24h连续 

运用，余量很大，把它改为普通的胆 

后级应用足可提供 230VA的电源功 

率。 

7 R一50、上牛 用 于 25～40W 双 

声道椎挽功放电路 

使用 6P3P或 EL34的双声道推 

挽功率放大电路，输出功率在 24— 

40W 之间，整机消耗功率为 180— 

23OVA，使用 R一50火牛就非常合适。 

其电源电路见图8所示，过娄电路我 

们不推荐用胆整流和电感扼流圈，原 

因是考虑到“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与 

其胆整流要增加 20％的投资和 1／4 

的电耗 ，我们不如把这些资源用于改 

进电源 大水塘”的素质上。如果把电 

源的去耦电解电容器改用优质的大 

容量薄膜电容器 ，音质的改善比胆整 

流更加卓有成效。详细缘由请参阅本 

刊的有关 电源与音乐失真的技术文 

章。 ’ 

8 R一50火牛用于 KT88类单端 

Ⅱ声道功放电路 

KT88、KTIO0的积单端功放的B 

电功率很大(60w×2)，即使用 2只六 

灯火牛也不能应付 ，但用 1只 R一50 

火牛就绰绰有余了。 

9 R一50火牛用于 300B类单端 

双声道功放电路 

30OB的身价与其音质一样高贵， 

因此其电源的配置也应门当户对：两 

声道各用一只热式电子管 6Z4作整 

流，放大器的电源各自独立，采用电 

感滤渡 ，从电源投资上保证放大电路 

有完美的音质和最佳声道分离指标， 

见图 9所示。 

10．R一50、上牛用于845、211类 

苹端双声道琦放电路 

845、211类直热式大功率三极电 

子管被称为“胆王”，作A类单端放大 

时有完美的音质，发烧友莫不以拥有 

一书  0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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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R一50火牛用于300B双声道功放电源的原理图 

胆机王为今生最大的梦想：然而这类 

大功率直热三极管阳极工作电压在 

1000V以上，对元件、变压器和电路 

的绝缘和耐压都有较苛刻的要求，制 

作难度顿大。能输出直流 1000V的电 

源变压器很少见，但 R一50火牛却能 

轻而易举地适应此类电路。 

图 l0就是 R-50火牛用于 211、 

845的电源电路图，电路中增加一只 

灯丝变压器，为另一只功放管的灯丝 

(10V3．15A)和整流电子管供电。硅 

整流管应选用大屏幕彩电使用的行 

阻尼二极管。 

二、火牛设计改造篇 

1．电源变压器设计的胆特色 

前置管灯_蛀 

不少资深的发烧友都能 自己设 

计制作电源变压器 ，但基本上都沿用 

小型电源变压器的工业设计方法，设 

计理念也还是晶体管电源的观点。因 

此设计制作 的电源变压器 与胆机 

}H-n的要求不很贴切。本文就胆机 

电源变压器设计的特殊点提 出一些 

看法= 

(1)按标准设计得出的绕组匝数 

再增大 3％，对变压器乃至整机的性 

能都会有改善。其表现在： 

变压器的激磁电流和空载电 

流减少，漏感及空间电场的干扰会有 

效减少，这对高增益的前级放大器尤 

其有利； 

②空载电流的减少使变压器的 

图 】0 R一50火牛用于 845或 211的电源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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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温升有所降低 ．可加强对抗 

220V市电电压上浮的危害的能力； 

③匝数增加会使变压器内阻有 

同量的增加，但电子管电源的内阻比 

较大．稍大的变压器内阻对放大器的 

性能并无不利影响 

(2)变压器的绕组结构对其磁漏 

有直接的影响=最好采用工字型框架 

线圈，因为流行的王字形框架线圈的 

电磁耦台性能并不根台乎理想 (见图 

2及其文字说明)。一、二次侧间应加 

八接地静电屏蔽层，此外也要在高压 

整流管上并联高频电容器，以降低市 

电 Î 的有害干扰。 

(3)一次绕组应在 220V以后继 

续绕至 242V，抽头备作市电的电压 

超高耐使用。目前我国很多地方在用 

电谷期时电压超高达 12％ 上，是烧 

坏电子管甚至烧毁 胆机 的直接原 

因。使用此备用抽头后，即使深夜市 

电超高至 250V时长期开机也可安然 

无恙。 

(4)提高电源变压器的连续工作 

的能力。本来加大变压器全绕组的线 

径是降低变 压器 的温 升唯一的方 

法。但我们观察电源变压器线包内部 

的温度分布图 (图 11所示)，可看到 

最高温度区位于线包厚度靠铁芯约 

1／3处，此处的温度决定了全变压器 

的连续运行时间：因此只要把此区域 

绕组部分的导线加大一号，即可改善 

整个变压器的散热功能，得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董60 
霸 

4。 

c-_线包内部温度分布示意 

c’一内部加走拽往后温度舟布改善示意 

图 11线包内部温度分布图 

(5)电源的容量和质量是两种完 

全不同的概念 ，胆机电源变压器的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回  Ⅲ一Fi之友 
无 线 电 与 电 视  

拙  —i {{ l I l l 
” 

上  

图 12隔离般变压器 

率容量选择要 “量体裁衣”，不能以晶 

体管乙类功放的观念去肆意增大变 

压器的容量，也不要为某些无根据地 

扩大电源的能力，以 H —Fi之名哗众 

取宠的做秀手法所误导。 

2．隔离双变压器 

如果合适的电源变压器难觅，还 

可以采用双火牛的方式来解决，见图 

l2所示。Tl是全机用变压器，T2是 

高压整流的变压器，这种方式用了两 

只普通的市售电源火牛，轻而易举地 

解决了专用电源变压器制作的困难， 

又获得 Hi-End级隔离变压器”的电 

源供给，一举两得。 

来 自市电的电能经过 T1的电磁 

隔离，中间滤波器、T2的电磁隔离，在 

此三重洗练后，市电波形内包含的脉 

冲尖峰、高欢谐波、失真等一切污染 

成分基本肃清，经过整流滤波后，放 

大电路获得根纯净直流工作电源。 

隔离变压器虽然品质优良，获得 

的方法却非常简单容易，今以胆前级 

放大器的电源为例 ，说明其制作方 

法 ： 

(1)T2的要求：本例的T2功率 

(整机 的高压功率 )为 P2=250V× 

15mA／60％ =6 3VA。 变 压 比 为 

220V／12V。考虑余量和效率，T2的容 

量选用 8VA 

(2)T2的接线方式 ：将T2初次级 

倒置作升压变压器用，即12V为一次 

侧绕组，220V为二次侧绕组，提供高 

压整流用 。 

(3)T1的要求：为高压整流的功 

率容量加上灯丝功率容量 PA，本例 

中 P1=(P2+PA)／70％ =(6 3W+ 

6．3V×1．5A)／70％ =22．5VA：考虑 

条量选 25VA，220V／2×6V的市售变 

压器 

(4)T1的接线方式：二次侧 I2V 

的绕组同时供给电子管的灯丝和 T2 

用电。放大管的灯丝可以交流供电也 

可以直流供电。如果 TI的原绕组不 

完垒合用，也 』以改绕低压线圈 这 

个改制过程H须改动少匝数的低压 

绕组．完全町以手工完成．甚至不用 

浸漆绝缘处理 

这种双 电源变压器做法的主要 

缺点是比较占地，教率低些 ，比较适 

合用于胆前级和耳机放大器。 

三、电源应用技巧篇 

1 整流方式 ：垒波、桥式、丰波还 

是倍压 

4种整流方式 (图 I3)在胆机的 

高压电源上都有应用 ．如何选择应该 

视现有电源火牛与电源电路配合而 

决定。 

全渡整流是普通电子管 (共阴极 

双二极真空管1的标准整流方式。需 

要两组电压值相_司、相位相反的线圈 

供电，其特点是： 

l I J变压器的整流绕组和匝数都 

增倍 ，漆包线线径小，制作难度增大： 

l21整流绕组通过的是脉动直流 

电，会产生直流化学效应，小线径漆 

包线有生锈霉断的可能： 

桥式整流用 4只硅二报管组成， 

是最常用的整流电路．性能适中，高 

压整流(B电1常用这种硅二极管的桥 

式整流，它比电子管整流减少十几 w 

的电耗。两两串联的整流管工作时直 

流降压达到 I 4V，对大电流来说也 

是个损失．故有些低压大电流的电路 

宁愿采用垒波整流方式 ．例如晶体管 

功放和胆直流灯丝的整流。 

如把原来全波整流的两绕组改 

为桥式整流供电，输出的直流电压就 

增加 1倍，而电流只有原来的 I／2 图 

l0就是 一个改用 的例子 ，可获得 

1200V／70mA的直流工作电源 

半渡整流只用一只整流管，是最 

简单的整流电路。它的缺点是难以提 

供大的整流电流 (不大于 50mA)，负 

载性能差，以及变压器有直流电通过 

使波形畸变、效率变低。半波整流在 

胆机中可用于后级的负偏压lc电)以 

及前级的高压 B电源，例如前面提及 

的M7、C22等名机的B电就是用半 

波整流获得的。 

倍压整流用正、反向的2个半波 

整流器迭加而成 它需要的整流电压 

很低，只是桥式整流的 1／2或全波整 

流的 1／4，因此对电源电路元件的耐 

压要求比较低，电源火牛绕制简便。 

倍压整流的输出直流电压值约为输 

人交流电压的2 4倍，例如在整流输 

出为直流 400V时，输人交流电压只 

有 167V。倍压整流用于胆功放在我 

国不普遍，但不少的外国老机，例如 

l锄  l 
l l喂  — 一 

半泣 —]可———一  

图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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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整 

著名的马兰士功率放大 

器 M9，都使用倍压整流 

电路：倍压整流因火牛制 

作简单，对发烧友来说不 

失为一个简易实用的选 

择。 

2．电感输入瘪波电 

路 

电感输人的滤波电 

路 (本文称为 L式)的负 

载性能比电容输人式 (C 

式)优越很多，目前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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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发烧友自制的胆机电源采 

用这种方式。L式电路的一些特性是 

我们必须认识的。 

对于全波和桥式整流电路来说， 

L式输 出的直流电压是整流电压的 

0．9倍，而 C式输出的直流电压可达 

1．2～1．35倍 ，两者相差很大：L式的 

整流二极管的是连续导通的，扼流圈 

要有足够的电感量，否则会使滤波电 

路滑^电容式输^的性质。其临界电 

感量值是 L≥RJ2,n-f(Rt．是直流负载 

电阻，2~rf取值 948Hz)。 

为留有余地，一般取经验值 L> 

1 5U +／Imin， 

式中 u+和 [rain分别是直流工 

作电压(V)和最小负载电流『mA)。 

如果扼流圈的电感小于临界值， 

电源输 出U+会骤然升高至 1 2— 

1．4U，使放大电路超压过载造成损 

害。因此电路工作时不要带电拔取电 

子管。同时可以看出L式电路的另一 

个特性是：负载电流越小，扼流圈的 

电感量就要越大 

3 硅整流管串联的均压 

为了增加可靠性 ，有时高压整流 

需要几只硅二极管串联使用。为保证 

每只二极管承受的反峰电压相等，必 

须加^均压措施。普通方法是采用电 

阻均压，在本文各图中都是在整流管 

上并联一高频电容器，除均压外还有 

一 重要功能，就是抑制电源里有害的 

高次咏冲和调制交流声，其效果不亚 

于电源变压器初次级绕组间的静电 

屏蔽层。 

在每个整流硅二极管上并联的 

电容器为 2200pF时 ，对电源工频 

50Hz的阻抗为 144k_q，相当于在各管 

上并联了一只 144k_q的电阻，而此电 

容器对电源的高频干扰呈很低的阻 

抗，例如对 20kHz成分的阻抗只有 

360fl，起了旁路抑制的作用。即使在 

整流管单只使用 (非串联)时，并联高 

频电容器也大有裨益的。 

4 胆石整流之剐 

一 般比较讲究的放大电路都采 

用造价高的电子管整流，不少人也认 

为电子管整流的音色比较醇和。有的 

发烧友甚至用胆石器件轮换作 AB比 

较，以求证音色的伯仲之别。然而他 

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两 

种整流器件的内阻不同：整流电子管 

的内阻约 220f~．而硅二极管的内阻 

在 10fI 下 在同样的整流电压下， 

后者输出的直流电压增大达 10％ 

上。电源内阻不同，音色自然就有差 

别了一如果在硅二极管整流电路上串 

联一个2001~的电阻，使其整流内阻 

与电子管整流类似，放太器的音质即 

趋向“胆味” ．整流回路串联电阻的另 
一 个积极作用就是增大了硅整流管 

的导通角，使整流电路充电的脉冲电 

流峰值减低，电源的品质得到 

提高。 

实际应用我们可在硅整 

流管 的输 出端 串联 一 50— 

100~q(5W一10W)的电阻．音 

质会有所改善．对于不用电感 

扼流圈滤波的单端胆功放，交 

流哼声 的 指标 也会 提高不 

少。 

茎 国 
无 线 电 与 电 视  

倍的方法。串联的电子管可选用 67．4、 

5Z4P等旁热整流管，或行阻尼电子管 

6Z18、6Z19，或如果用功率积三极管 

(6N5P等1并联使用效果也不错 (图 

15所示)。使用功率三极管时要在其 

栅极上用一个 10—30kfl的限流电阻 

连接到阳极上，以限制栅极电流过大 

被损。限流电阻的数值 电子管降压 

20—30V来决定；整流负载电流要小 

于电子管的最大阴极电流。倒如 6P5P 

的最大阴极电流为 I25m,X(单管)．整 

流的负载电流就限制在 250nL~以内， 

见表 2所示 。 

5 胆石混合 整流 

电子管整流电路的成本高，电路 

复杂，制作难度大，真是 “多一分胆 

味，多十分付出”。一个折衷之法就是 

电子管和硅二极管混台整流 (图 14 

所示1．这种准胆整流方式被发烧友 

戏称为 ‘胆结石”。图中可看出这是一 

个桥式整流电路 、在每一个半周中， 

都各有一个电子管和硅二极管串联 

导通。因为不用改造变压器，对普通 

胆机的硅整流电路也可以进行摩机 

改造 

图 14胆石混台式整流 

6 胆 石 串联整流 c二 出整流) 

在桥式硅整流电路的输出端串 

联整流电子管，可获得与纯电子管整 

流相同的“胆味”电源，是一个事半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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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胆石串联式整流 

7 高压延 时加裁 

用硅二极管作高压整流，电源开 

启即有直流高压输出，加载在电子管 

尚未红热的阴极，会造成以下的不良 

结果： 

(1)由于电子管尚未导通 ，处于 

空载状态的高压会升达整流电压的 

1．4倍，过高的B电会造成机内的去 

耦、交连电容器跳火甚至击穿，对电 

子管的栅极也有不可轻视的冲击； 

{2)强放胆的灯丝电流高，阴极 

面积大，故热情性很大，要数十s后 

才能达到额定温度。由于加热不足形 

成阴极各部段温度不均匀，在超高的 

阳极电压轰击下，温度较高的部位被 

迫承受了大部分的阴极电流，造成了 

此处的温度一电流一温度 的恶性循 

环，阴极活性材料过度蒸发，释放出 

破坏真空度的气体，造成阴极中毒。 

我们从一些用老残的整流管 6Z4玻 

壳内可以清楚看到其阴极被破坏的 

情况。因此对于高价的进1：3胆或如 

300B等名胆，很有理由采用高压延时 

加载的电源 ，避免不应有的寿命早 

衰。 

如何实现高压延时加载，三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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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m—Fi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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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二次整流的电子管运用数据 

整流电流 I最大 最太阳极反峰 电 最大阴极一灯丝 灯丝电压／电流 管内压降 用途类别 

阴微电流1 压 间电压 

6Z4．6X4 6 3V／0 6A 72mA +100 ．一400 22V 旁热式整流管 

6Z5P 6 3V／0 6A 70mA 1 1kV ±450V 25V 旁热式整流管 

5Z4P(5AR4) 5V／2A l22mA 1 35kv 0 1 8V 旁热式整流管 

5Z2P(SY3) 5V／2A l25mA 1 40kv 0 30V 直热式整流管 

5Z3P(5U4) SV／3̂ 230mA 1．55kv 0 43V 直热式整流管 

6Zl8 6 3V／l_6A 220mA 6kV 一750V 19V 行阻尼管 

6Zl9 3V／1∞  ̂ l20m̂  4 5kV 750V 1 3V 行阻尼管 

6 5P 6．3V／2．5A 2×125mA 250V★ 3ooV <20V 双三投管 

6Nl3P 6．3V／2 5A 2 x1 30mA 250V★ 3ooV <20V 双三投管 

6N1 6．3V／0 6A 2 x 25mA 300V 100V <20V 用于前级电镡 

★——最大阳极工作电压 

式各有千秋： 

(1)有一种双开关的电器 ，任何 
一 开关先拨动另一开关后拨动，都是 

先开低压(灯丝)后开高压。控制方法 

简单明快，但在外观造型方面却难尽 

人意。 

(2)利用晶体管延时继电器，简 

单可靠，约消耗 0．5W的电能。当继 

电器动作时 B电高压瞬时加载，会令 

扬声器有一下轻微的电流加载冲击 

声 (低频噪声)，但不必担心电子管由 

此会受有害的冲击。因为 B电经过负 

载 f高阻值的阳极电阻或输出变压器 

的大电感)后，冲击已大为减弱。 

(3)采用电子管整流，无论是全 

胆整流、胆石混合整流还是胆石二次 

整流 ，都能得到自动的高压延时加 

载。整流电路自然获得软起动。必须 

指出的是，常用的 5Z2P、5Z3P、5U4 

等一类直热式整流管，通电几秒即有 

直流高压输出，不能实现高压延时加 

载的目的，只有旁热阴极式整流管 

6Z4、5AR4等才有延时软起动 的功 

能： 

8 简洁至上的前级 电源 

著名的Marantz 7(马兰士 M7)胆 

前级的电源电路却非常简洁，令人寻 

思，见图 16(a)所示。电路中没有环形 

变压器、全胆整流、扼流圈滤波和稳 

压电源等惯用的发烧手法，反而使用 

了半波硅整流管、阻容滤波等 “低级 

结构 ：但如此朴实无华的电源却造 

就出音响史上最富有音乐感的前级 

放大器 ，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被许多 

Hi-n法宝堆砌得无 复加的当今电 

路 ，也许可以从中领悟出一些什么。 

无独有偶，MeIntosh(麦景涛)的 

前级 C-22——同与M7名垂青史的另 
一 名器——的电源电路也非常类同， 

见图 16(b)所示。不知有兴趣仿制名 

机 M7或 C22的发烧友们，对其电源 

电路是弃还是取? 

图 16(n)Naranz7的电诼电路圈 

图 16{b)[~Ielntosh C一22的电源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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