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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 之 趣 
12J1S胆前级的制作 

c乏，庚松 

有朋友问我，你制作这些胆 

前级的用意是什么?这之后你准 

备做后级吗? 

制作这些胆前级干什么?很 

有意思，笔者花在制作机器上的 

时间很少，平时也很少考虑。笔者 

制作这些胆前级一不是为了卖， 

二不是为了炫耀。我只是为了听 

听我所接触到的一些管子的真实 

声音，看看它们的表现怎么样。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同成都凌 

兄谈及电压放大用的小功率电子 

管以及电路时，我说起我不喜欢 

SRPP电路、不喜欢 12AX7高 “ 

管、不太喜欢E88CC(但是不表 

示我不会用它们)等，居然和凌兄 

的喜好有些相似，这真算得上是 

“英雄所见略同”了。笔者将这些 

制作上的文字表达出来，只是因 

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大家都 

有好处，发烧友想买一台好的胆 

前级所需的花费是不低的，而现 

在我已将一些不是太常用的胆管 

制作的胆前级做了出来，不管好 

坏，对于发烧友来说总有了一个 

参考。至少对于这些胆前级而言， 

对于它们的制作而言，笔者是以 
一 种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它们的， 

这就够了。 

准备做后级吗?喜欢什么样 

的功率管?我喜欢的管子很低档， 

6Pl、6P6P、6P3P，对于 2A3和 

300B之流我并没有太多的爱好， 

大概是听了一些，总是没有留给 

我太深的印象的缘故吧，而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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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没有把这些人工炒作起来的 

直热管胆机做好的把握，所以这 

些贵价管对我便没有了丝毫的诱 

惑力。笔者在多年以前曾做过一 

台用6N2加6Pl的小单端，用的 

是收音机上的输出牛便已很满足， 

如果再让我做后级的话，我希望 

用6P3P的单端。 

当然，这些是闲话，我们还是 

先来谈一谈关于这台前级的事情 

吧 。 

． 采用 1 2J1 S的 

来龙去脉 

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和凌兄 

谈到了12J1S这只很少见的管子， 

他问我，你对这只管子有兴趣 

吗?我当然有兴趣，可是我连这 

只管子哪儿有卖我都不知道，光 

有兴趣又有什么用?结果凌兄连 

管座带管子一下子给我寄了过来， 

总共是4只，因为在电话中我说到 

要做就做两级共阴形式的，凌兄 

说他用这个管子单管制作一台胆 

前级，而我就用双的。双方约定到 

时两台前级比试一下，看哪一个 

的声音更让人喜爱一些。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在我分 

析这只管子用什么电路好时，我 

发现这只管子的阳极电流非常小， 

它在手册中的参数所给出的标准 

阳极电流值仅为 1．2～3．5mA， 

以这个值来看，12J1S管子带负载 

能力是相当差的，想以它作为一 

个胆前级的输出管，对于这只管 

子来说不太合适，这个情况我在 

拿到这只管子之前并没有考虑到， 

之后便谈到了只有在两级共阴电 

路的后面再加一级阴随器的方法。 

加什么管子好呢?思忖良久。 

这不是简单的随便选用一个管子 

便可以的事情，我们选用12J1S管 

子的用意便是想好好听一听这只 

少见管子的真实声音，如果它后 

面的管子明显带有自己的特色， 

你让我们怎么对它的声音作出一 

个合适的评价?凌兄最早提出想 

用12AU7作后一级阴极输出器用 

管，而我认为用单三极管好一些， 

思考再三，我提出了用单三极管 

6C3作为末级阴极输出器的选择， 
一 个原因是我的前级中使用的便 

有这只管子，我对它有实用的经 

验。更重要的是 6C3这只单三极 

管在接成阴极输出器时声音几乎 

是透明的，很少带有自己共阴接 

法时的音色，这个特点让人很容 

易分辨出其前面的电压放大管的 

音色走向，这一点是我选用6C3 

这只管子作第三级阴极输出器的 

首要原因。 

为什么会选择 12J1S作为这 

个胆前级的主要电压放大管?相 

信好多朋友都有疑问。这个问题 

连我也不好回答，唯一的解释是 

出于我们发烧友的好奇心。对它 

的选择是因为我们都觉得这只管 

子在接成三极管接法时有着让人 

惊异的平滑和均匀的曲线，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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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平滑程度让人一下子联想到 

双三极管中的6N6。作为发烧友， 

我们并不能说一个胆管的曲线好， 

它出的声音便出色 (例如6N6这 

只管子的声音表现便算不上太出 

色)，但是好的参数无疑让人的设 

计更为省心，又提供了胆管一个 

好声的基础，而且几乎没有人听 

过这只管子在声频段的表现，于 

是我毫不犹豫地采用了这个管子 

用作我这部前级的主力军，只为 

的是我可以正好就这个机会听一 

听这个管子。 

12J1S是一只主要用作小功 

率放大及高频振荡的旁热式氧化 

物阴极锐截止五极管，从外表上 

来看，它是属于金属封装的品种 

(如同后期我们国内生产的6P9P 
一 样，只是外部多了一件金属外 

衣，不过12J1S的这个金属外衣比 

6P9P的要好得多)，手中的几只 

12J1S是 1977年3月生产的北京 

牌，到现在接近30年的光阴过去， 

铝质外壳还像新的铝材一样，其 

整体外形并不让人起眼，在管子 

的顶部还有一个黑色的管帽 (可 

以旋下)，它让人想起了FU50身 

体上部的那个丑陋的铝制金属管 

顶。与我们常用的管子不同的是， 

12J1S属于小八脚的管脚，它的1 

和8脚是灯丝引脚，其特殊的小八 

脚结构导致了它的管座不是太好 

找，不过从网上依旧可以找到出 

售这种管子以及管座的商家，这 
一 点对于准备照图制作的同好们 

来说不是难题。表1和表2是这只 

管子的应用数据，图1是它接成三 

极管时的阳极特性曲线。 

而对于笔者在本前级最后一 

级电路中使用的单三极管6C 3， 

曾于去年本刊一篇用6 C 4 Q+ 

6C 1 1+6C4Q的胆前级制作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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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2J1S的基本应用数据 表 2 12J1S的极限应用数据 

指标 参数 工作状态 

灯丝电压 12．6V 

灯丝电流 75mA 

阳极电压 150V 

1．0～2．5mA／V 五极管状态 跨导 

2．5mA／V 三极管状态 

输入阻抗 7．5k Q 三极管状态 

有过详细介绍。6C3与6C4Q在本 

电路中是完全可以互换使用的管 

子 (在本机电路图中所给出的接 

线图中也已经考虑到)，大家不用 

担心这两只管子的引脚不同问题， 

为了让以前漏过那篇文章的发烧 

友对这个管子有个最基本的焊机 

应用，只要知道6C3单三极管的 

第4、第5脚是灯丝的两个引脚就 

行了，其余的引脚接线在电路图 

上已经标注，在此略过。当然大家 

对这只管子的品质不用多虑，这 

是一只非常好声的单三极管，在 

电路中我一直使用的是这只单三 

极管 “Q”级别的管子，所以我希 

望朋友们在使用时也要用级别稍 

微高一些的胆管，这样对电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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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参 数 

最大灯丝电压 14．5V 

最小灯丝电压 10．8V 

最大阳极电压 250V 

最大第二栅电压 225V 

最大灯丝与阴极间电压 100V 

声音还有胆管的配对都有好处。 

二．关于对电路 

程式的思考 

关于本前级电路的主体思路 

是定下来了，它的目标是12J1S两 

级共阴电路加上一级6C3的阴极 

输出器，可这暂时先只是一个大 

体思路，也就是定下了主方针，剩 

下的便是对电路的具体思考和通 

盘考虑了。 

对于电源，这次思路很明确， 

大家应该从笔者以前的前级上看 

到过整个机器上拥挤不堪的元件 

排列场面，很小的机箱要摆下那 

么多的元器件，而且是好几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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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2J1S接成三极管时的阳极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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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都是那样处理的，肯定是不胜 

其烦。由于这次是几部前级同时 

制作，所以笔者决定做一个单独 

的电源小机箱，也就是说让几部 

前级共用一个电源供应，而几部 

前级的电路便根据这一个电源来 

进行设计，这样是不是少了许多 

麻烦?更重要的是减轻了机器制 

作上的压力，减少了制作上的工 

作量，使得每个胆前级的布局更 

加简洁明快。电源做一个单独机 

箱的思路定下来之后，首先便考 

虑本机的电源变压器，我要用它 

来作为这几部前级中的高压电源， 

同时亦利用这个变压器上面的 

6．3V绕组给电源机箱上面的整流 

管6Z4供电。本机中的电源变压 

器我利用了拆自上海 144收音机 

中的电源变压器，其高压绕组输 

出电压为240V左右。 

跟前几次的机器截然不同的 

是，在此次的制作中，我决定为以 

后所有制作的前级胆管灯丝改用 

稳压直流供电，也就是说在这个 

电源箱的制作中，我将对胆前级 

的灯丝供电进行直流稳压，对于 

灯丝电源进行直流稳压这一件事 

情我同好几个朋友交流过意见， 

这里面也包括凌兄，他曾专门致 

电询问我对灯丝供电的考虑，我 

想都没想说出了我对灯丝电源的 

考虑。有的发烧友会认为胆管的 

灯丝用交流供电更好声，可是我 

认为对灯丝的供电来说，纯净的 

直流电更能带来背景的干净以及 

提高胆前级放大器弱信号的细节 

反应能力。在本前级的单独电源 

机箱中，我专门找了一个单独的 

灯丝变压器供电。此台前级放大 

器的电压放大管 12J1S的灯丝电 

压是 12．6V，在这里我最早用的 

是一台拆自以前收录机上的一个 

二次侧绕组为 1 3V输出的变压 

器，结果在上机试听以后，发觉机 

器上还有微弱的噪声干扰，我怀 

疑是灯丝稳压集成电路的问题， 

结果最后测试才发觉当插上所有 

的胆管时灯丝变压器的二次侧整 

流滤波后的电压一下子降为不足 

1 3V (这说明这个收录机变压器 

的质量非常差，在如此低的电流下 

竟然还呈现出功率不够的现象)， 

从三端稳压集成电路出来的电压 

只剩下 1 1V多一点，由于输入端 

电压下降太多，使得三端稳压集成 

块出现电源调整不良的情况，这 

是本机在一开始就出现噪声的根 

源，最后换上一个较大功率的灯丝 

变压器，这个现象便完全消除。 

图2是本机完整的电路原理 

图，包括电压放大部分电路图和 

电源电路图两个部分。 

在画电路图时，为了绘制上 

的方便，我已在电路中对12J1S的 

画法进行了三极管等效画法，帘 

栅和抑制栅为第2和第5脚，它们 

在电路中都同屏极引脚 3脚接在 
一 起，第4脚和第2脚在管内相连 

(切记第4脚不能接地)。为了达到 

简洁至上的目的，我在此前级中 

对电路的元件数量做了最大可能 

的缩减，这是在保证机器音质下 

所作的努力。我认为对于电子管 

前级的搭棚焊接来说，有时多一 

个元器件便对制作者的制作带来 

许多难度，这个尝试主要体现在 

线路的第一级输入电路上，熟悉 

电子管前级的朋友一看便知，我 

省略掉了第一级电路的输入端电 

容(一般为0．1 F)、栅极抑振电 

阻 (一般为1～2k Q左右)、栅极 

电阻(用的最多的数值是470kQ， 

栅负偏压通过音量电位器构成回 

路)。为了尽可能减少耦合电容对 

图 2 12J1S胆前级的电路原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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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影响，第二级电路和最后 
一 级阴极输出器之间进行了直接 

耦合，如果有发烧友认为我这样 

处理不妥的话也可以将第一级电 

路输入端的元器件全部加上 (数 

值已全部标明)，不过对于最后一 

级的直耦来说初学者最好不要动 

它，因为这牵涉到对电路的更改、 

对最后一级电路工作点的重新设 

置等难题，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笔者已经尽可能地对本机的声 

音给予电路上的合适调整，这样 

可以让仿制者少一些工作量。 

为了减少因第一级电路产生 

的噪声，本机的第一级电路采用 

了较小的工作电流，它的屏流仅 

为1．2mA。我认为第一级电流的 

取值相当重要，工作电流越小其 

电路的噪声便越低一些，同时较 

低的工作电流能够使声音的表现 

相比之下更加细腻顺滑。第一级 

电路的栅偏压控制在一2～一2．5V 

之间；第二级电路的电流取值在 

2．5mA上，栅偏压在一4．5V。 

对于第一级电路和第二级电 

路的元件取值选择，我曾看到有 

的机器第一级电路和第二级电路 

完全一样，不过我不太喜欢这样， 

因为第一级电路和第二级电路的 

工作条件和要求本身就不一样， 

怎么可能完全相同呢?第一级电 

路的栅负偏压不能太高，因为我 

们的信号输入电压通常最高也不 

过 2V，你如果设定为4V肯定没 

有那个必要，第二级电路要求动 

态比第一级大一些，这是无可置 

疑的，因为要对第一级放大的电 

压进行接力，所以电压放大电路 

的第一和第二级完全相同是一个 

偷懒的做法，并不可取(好处却是 

电路的调整省掉了很多事)。 

第一级电压放大电路的电压 

放大倍数控制在 14倍， 

第二级电路的电压放大 

倍数控制在 10倍左右， 

本机的带大环路负反馈 

的整机增益为16dB，第 
一 级电路和第二级电路 

都有本级的局部电流负 

反馈。当然你也可以换 
一 种玩法，在第二级电 

路的阴极电阻上并联一 

个高质量的电解电容以 

取消本级的电流负反 

馈，以期稍稍更改一下 

本机的音色。电容的品 

质要有保证，耐压要求 

并不是太高，25V的规格 

即可。在这里我推荐使 

用优质的国产 1 00 ta F 

或更大一些容量的钽电 

容 (早期生产的钽电容 

大多为银质外壳)。不过 

要交待的是，对于第一 

级电路，其阴极电阻上 

请不要并联任何电容， 

否则将造成本机的大环 

路负反馈信号被电容旁 

路到地。 

三．机器的制作 

和元器件的选择 

本机分为电源机箱 

和电压放大电路机箱两 

个部分，图3是本机组成 
一 体时的合影照片 (我 

已将电子管上的旋帽取 

下)，图4是本机的前级 

放大机箱的内部元件排 

列的细节照片，图5是电 

源机箱的详细照片。 

电源机箱从照片上 

可以看到非常简洁，从 

Hi—Fi之 友 

图 3 本机组成一体时的照片 

图 4 内部元件排列照片 

图 5 电源机箱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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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上看只有6个部件 (3个大部 

件、3个小部件)：一个古旧的电源 

拨动开关、一只作电源整流用的 

6Z4(曙光)、一只拆自旧收音机 

的电源变压器、一只二次侧电压 

为15V输出的灯丝变压器，在机 

器后部的一只作机箱之间直流电 

源连接用的小型航空插座，还有 
一 个是本机交流电源的电源插座。 

电源机箱中的几只电阻全部 

选用经过挑选的大红炮电阻，整流 

桥堆选用了普通的3A方桥 (因为 

所用的前级灯丝功率都不是太大， 

即使全部加起来3 A的电流也完 

全够用)，本机中的三端稳压块采 

用了电流为1．5A输出的LM7812， 

虽说本机的灯丝电流总计只有 

600mA(6C3的灯丝电压为6．3V， 

在本前级中阴极输出器用的两只 

6C 3的灯丝进行了串联以获得 

12V的稳压直流灯丝电压)，但是 

在实用中三端稳压集成电路依然 

要配上合适的散热器才能有好的 

工作状态。对于1．5A输出的三端 

来说，其前面的滤波电容只要有 

3300 F便能使稳压电源的纹波 

和干扰降到最低的程度，过度加 

大前面滤波电容容量的方法并不 

可取。例如有人说把灯丝稳压电 

路主滤波 电容的容量加大到 

100000 F，这就有一点太夸张 

了。在本前级的灯丝稳压前的滤 

波电容选择上，我使用了一只 

4700 F／25V的电解电容。而在 

LM7812之后使用了一只容量为 

2 2 0 F 的小容量电容。在 

LM7812的资料中介绍其后面的 

电容不宜过大，以几微法的容量甚 

至零点几微法的容量即可，其主要 

作用是为了消除有可能产生的高 

频振荡，在其后连接大容量电容的 

话有可能造成大容量电容瞬时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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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情况。 

为了以后的连接方便，本电 

源机箱同电压放大电路之间采用 

小型的航空插座进行连接。这样 

考虑的原因是以后在做前级利用 

这个电源时可以方便地进行插拔。 

在图3和图5中你便可以看到这个 

小巧精致的航空插座，我选用的 

是一种5个接线针脚的普通产品 

(直流高压两个针脚、灯丝稳压两 

个针脚、地线一个针脚)。当然你 

也可以选用更好的品种，例如在 

买这个产品时，一种由我国台湾 

生产的军品航空插座吸引了我， 

和我选用的这个型号一模一样， 

可一问价钱却让人吓一跳，高达 

六七十元钱一只，不过对于传输 

电源的作用来说，普通品就已经 

能够满足需要了。 

电源机箱中的地线采用的是 

4mm 的铜线，这根铜线跟机壳之 

间进行了牢固的压接。 

电压放大级部分的制作比电 

源部分要麻烦一些，毕竟6只管子 

的所有接线以及电阻电容的焊接 

都是在这个机箱中进行，这些从 

图3N机箱照片中就能看到，不过 

由于把电源机箱与电压放大级部 

分进行了分开处理，这使得本机 

看上去要比以前制作的前级要简 

洁得多。所有电子管在机箱上的 

开孔都是由开孔器完成。电压放 

大级机箱中的地线依旧选用了一 

根4mm 的铜线，前级电源退耦电 

路的4只电解电容用AB胶粘固于 

机壳之上。本机的音量电位器采 

用的是 ALPS 50k Q的蓝色方壳 

品种，信号输入线是取自于微波 

通信中的信号线，在实际使用中 

将其外面的屏蔽层去掉，去掉后 

的外皮呈麻色，内部是另一层白 

色绝缘材料包裹着的多股镀银硬 

铜线 (这个线的质量远好于发烧 

友们传说中的所谓 “西电线”，我 

曾见过朋友用细细的两根“西电” 

线作音箱线的，老实说那个像电 

话线一样细的东西“还能响”—— 

仅此而已)，其质量非常让人放 

心。同电源机箱中的电阻选择一 

样，电压放大级中的电阻绝大部 

分选用了价平又靓声的国产大红 

炮电阻，除了末级阴极输出器的 

两只22k Q电阻选用的2W的品种 

外，其他的电阻均为 1W功率要 

求。最后一级的4只输出电容同以 

前的几台前级一样采用的是美国 

CDET的3．3 F薄膜电容，照片 

中机器后部粘结在机器底板上的 

JJg4只白色电容就是。信号输入／ 

输出端子选用了中国台湾产的优 

质品，在4个RCA座的上方是本 

机同电源机箱连接用的航空插座， 

用几根线做了一个漂亮的连接头 

(线材两头是航空插头)用作各个 

前级同电源箱之间的连接线。 

虽然本前级的灯丝采用了直 

流供电，但是为每个电子管灯丝 

供电的电源线依旧进了绞合处理， 

在末级输出的6 C 3的灯丝供电 

上 ，必须把两只 6C3的灯丝进行 

串联，这就对最后两只管子的配 

对同样提出了要求，将管子接入 

灯丝电源以后，除了保证它们的 

工作点要大致一样以外，还要保 

证它们两个管子灯丝所分得的电 

压每只都相同，这样才能达到最 

好的工作状态。 

本机的电压放大机箱中所采 

用的耦合电容相当好，从照片上 

可以看到本机内部的中间有两只 

非常醒目的蓝色轴向电容，这是 

为了调音专门换上来的德国ERO 

0．22 F／1000V的MKP耦合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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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关于这个电容的调整我们花 

了好几个小时进行仔细辨别，最 

初我的许多前级上不少耦合电容 

用的是国产CJ-10型金属化纸介 

电容 (不过我一直没有推荐用这 

个东西，希望发烧友在耦合电容 

上尽量用一些贵价精品电容)，看 

中它的原因是它细如铅笔杆的体 

积在寸土寸金的机箱中不占用地 

方，而不是因为它的音质，实在是 

体积所限，可是在听音中凌兄以 

他最常听的大提琴“天鹅”作比较 

时，对CJ一10音色上的诟病提出 

了中肯的批评：这个电容在低频 

段的表现沉不下去，音色不够顺 

滑。对于这个问题我虚心接受，可 

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机箱的体积 

限制了大多数优质耦合电容的应 

用。本以为换用耦合电容只是一 

个不可能实现的梦而已，谁知一 

度量本机居然能在底板上粘上 

WIMA的小容量薄膜电容，所以 

接着换用了WIMA和飞利浦的聚 

丙烯电容，但都不太让人满意，最 

后我换上了两只德国的MKP电 

容，凌兄才算点头通过。 

这台复杂的前级其实是在所 

有的前级制作中最顺利的一台， 

说它顺利就是指我基本上没有为 

它的噪声处理这一环伤过脑筋， 

同时还没有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 

故障，这些简直让人喜出望外。当 

然也来来去去拆了有七八次之多， 

这主要是为了声音而在各个元件 

调整方面费了一些时间和功夫， 

不过这是值得的。 

发烧友在仿制时应该注意的 

事项如下： 

(f)腰管的香《；j寸 

参数不配对的话从测量管子 

的屏压和栅负压的差别上都看得 

出来，所以要多预备几只管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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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J1S这种锐截止五极管少有 

人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的售 

价并不贵，不到10元钱一只的价 

格，让一般的发烧友都能够承受。 

管座要找质量稍好一些的品种。 

后级6C3的配对要求可适当放宽 
一

些，这只管子是作为阴随器使 

用的，因为是100％的负反馈，管 

子之间的参数误差带来的不利影 

响是非常小的。我使用的是同一 

批次的 “Q”级别管子，所以对于 

参数误差这一点没作丝毫考虑。 

(2)音顿通遵的电客递择 

本机音频通道的电容选择一 

定要慎重，这是直接关系到音频信 

号质量的重要节点，由于本机的体 

积关系不得不选用了型号为CJ一 

10的金属化纸介电容。我一直都 

不推荐使用这个电容，在机箱体积 

容许的情况下，我希望大家能换用 
一

些名贵的电容代替它，它们之间 

的音色 (音质)都有可闻的改善。 

(3)电压放大倍数 

本机的实测电压放大倍数约 

为6倍，对大多数发烧友而言这应 

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值，但依旧 

可能有发烧友认为这个数值不太 

符合他们的需要。在对本机的电 

压放大倍数作出改变之前，有一 

点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三级电路 

的胆前级而言，不要刻意追求本 

机过低的电压增益，对于本机而 

言低于3倍的电压放大倍数是没 

有太大的必要的 (那样的话你做 
一 个单管共阴电路放大器或者做 

Hi—Fi之 友  

一

个没有电压放大倍数的电路就 

行了)。当大环路负反馈电路的反 

馈过深时有可能造成电路的不稳 

定，也不要将本机的负反馈环路 

从第二级电路引出，那是不合适 

的举动，如果想提高本机的电压 

增益可以适度加大本机大环路负 

反馈电路中的那只10k Q电阻的 

阻值。 

对于制作工艺以及过程上的 
一

些要求在此不再多费笔墨，除 

了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外，本机 

并不需要过多的调试。 

本机实际测试的部分指标见 

表3。 

这个机器的频率带宽令人惊 

异，这个指标亦是在我所制作的 

前级中频带最宽的。说实话这个 

频率上限对于我们的听音来说根 

本没有必要，它超过我们的听音 

上限太多，即使对于号称高达 

100kHz频率上限的SACD来说 

这个频率也是太超前，我想这个 

频率上限与在第一级电压放大电 

路输入端取消了输入端电容、栅 

极抑振电阻等措施是分不开的。 

不过说到这里可能有发烧友 

说我过分提到这个指标似乎没有 

必要，但只是说明这个电路的高 

频特性很优良，也说明了电路中 

所用的电子管都是高频特性相当 

好的品种。我曾想仔细地试一试 

本电路的高频特性，可惜的是本 

机在更高的频率段出现了一些不 

稳定的迹象，不过由于这些频率 

表 3 本机的部分实测指标 

指 标 参 数 

电压增益 15dB 

受失真限制的输出电压 12V 

信噪比 99dB 

频响特性 20Hz～200kHz(±0dB) 

10Hz～400kHz(±0．3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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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Fi之 友  

段远远超过了音频电路的工作频 

率，所以我没有对本机的电路进行 

任何改动，事实上这是没有必要 

的。发烧友也可以在本机中加进 

高通电路以削去过高的频段，方 

法有多种，在此略过。 

本机的信噪比这一项指标也 

令人吃惊，在此之前我的任何一 

部前级在此一项上未有如此高的 

性能。实测时将本机的输入端短 

路，通过晶体管毫伏表测出的噪 

声电压只有 1．2mV。我们在测量 
一 台机器的信噪比这一指标时通 

常只要知道这个机器的额定输出 

电压和它的噪声电压就行了，这 

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它的信噪比 

这一项指标，由于此机的不受失 

真限制的输出电压为 12V，自然 

我们就可以算出本机的信噪比 

(S／N =201g(12／0．000l2)= 

99dB)这一项数据。本机噪声这 

么低的最主要功臣首先应该归功 

于本机灯丝的直流稳压供电措施， 

不过除此之外，胆管的选择无疑 

也有相当大的作用，在测量时即 

使我用手靠近甚至用手摸着前面 

的电压放大管12J1S胆管，本机在 

测量时的噪声电压也没有超出所 

设定的3mV档 (后面的电子管自 

然更不会超过了)，而且在其工作 

时我用手轻轻击打本机的机壳， 

也听不到从扬声器里传出的 “砰 

砰”声。这个现象说明本机所采用 

的电子管有着极佳的抗干扰性和 

极低的麦克风效应，看来这只电 

子管全部用铝制外壳包起来所带 

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 

下与这部前级同时完工的另一部 

前级(与这部12J1S同用一个电源 

机箱)在信噪比指标上的表现差 

过这部前级太多。 

试听时所对比的前级不少， 

其中还有凌兄从千里之外的成都 

带过来的一台胆前级放大器 (不 

是12J1S的胆前级，而是采用美国 

产5670~1]作的一台利用变压器输 

出的胆前级)。这一点凌兄真是让 

人佩服，拎着一个装有胆前级的 

纸箱上下火车征程几千里路，有 

多少发烧友能够做到? 

试听时的器材如下： 

音源：Marantz CD72mk 1I 

前级：本机 (对比前级若干) 

后级：新德克的XA8800 

音箱：金琅的优闲5号书架箱 
一

个题外话是凌兄早先已经 

放弃了制作单管 l2儿S胆前级的 

打算，他用单管的12J 1S所搭焊的 

胆前级并不是太符合他的需要， 

转而改为制作目前的5670推动变 

压器输出的胆前级。 

由于这个前级的特殊性以及 

所用电子管较少被人使用的缘故， 

所以对本制作的音质评价略显多 
一 些 (这是因为我接触本机的时 

间比其他的几位好友较多的缘故， 

其中又包含有凌兄对本前级中肯 

的意见)。 

四．听音评价 

本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 

么?就是它的声底相当干净，它 

的细节反映能力惊人，这一点包 

括我所喜爱用的那台有“镜子”之 

称的6J1+6C16胆前级也望尘莫 

及，这个现象在我第一次正式听 

音时便已有感觉，当时我拿了一 

盘已很久未听的老碟 ((雨果七》， 

从那首“秋风”里的埙中我听到了 

很多非常细微的埙吹奏时的气流 

声还有颗粒噪声，在夜静的时候 

这个感觉极为明显，这让我非常 

吃惊，我只是先随意地听一下它 

的声音而已，还没有刻意追求这 

些只有在评价时才用得上的尖刻 

手法，怎么这种感觉一下子便出 

现在了脑海? 

它的声音明澈得像一潭清水， 

让人能一眼看到深潭的底部，仿 

佛连里面的一棵水草、一尾小鱼 

都看得一清二楚，毫无疑问这是 

本机超高的信噪比带来的好处。 

说实话，我第一次理解到给灯丝 

加一个优质的直流稳压电源会带 

给人如此震撼的寂静效果 (从前 

我所做的胆前级都是用的交流供 

电，用过的成品机有直流稳压供 

电的，但噪声比我的这台要大)， 

它让音乐的细节一丝一毫没有损 

失地再现了出来，我的本意只是 

想让机器的噪声能低到我接受的 

较低程度，没想到竟然做了一台 

“显微镜”出来，它让我一时间竞 

好奇地拿着它到处比划各个碟片 

中录音的瑕疵和不足。如同朱时 

茂跟陈佩斯的小品 主角与配角)) 

中陈佩斯好奇而新鲜的拿着那把 

手枪把玩一样。 

我 问过凌 兄为 什么放弃 

12J1S单管前级的原因，原来是由 

于单级此管电路的音乐性不是太 

强，他所搭接的此电路高频音色 

较亮并不符合他对声音的要求， 

他要求的是一种非常音乐化的机 

型，所以他放弃了12J1S单管前级 

的想法转而改用5670胆前级。也 

许有人会问，那你所做的机型声 

音怎么样?在中高频的表现上， 

本机的高频非常漂亮，没有凌兄 

所谈到的高频音色偏亮的情况， 

这个不同肯定是由于电路结构不 
一 样的原因，我所采用的是两级 

共阴加一级阴极跟随器的类似 

M一7的电路，这个电路是一个非 

常音乐化的线路，几乎没有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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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电路还会出现高频过亮的 

情况的，它淡化了系统中高频过 

亮的特点。本前级的高频晶莹剔 

透，用天然水晶形容它的高频音 

色是再合适不过，听音色美丽的 

高频打击乐器三角铁，例如《雨果 

七》中的 “放马山歌”、“惬意”中 

三角铁的表现，飘渺悠扬的感觉 

让人一下子仿佛听到了天籁之声。 

我做过不少的前级，讲到声音的 

纤细，这是感到最不可思议的一 

台。对我而言，说到纤细那只是针 

对优异的晶体管机的，而评价胆 

机我从来只给出的是细腻两个字， 

极度的纤细跟胆机似乎扯不上关 

系，但是从这台胆前级的身上我 

听到了我做前级以来感觉是最纤 

细的声音。 

前面我们单独谈了一下本机 

的高频响应，我觉得把整体的频 

率部分拆开来讨论并不是太好， 

可是对这台机器而言我还是分开 

进行了比较，因为我觉得有些话 

题不得不提，我们应该了解我们 

所应该制作的机器的每一个音色 

特点。本机的音色以通透清澈为 

主，高频的音色我在前面已经讲 

过，然而对于中频而言可能这台 

机器并不适合一些发烧友的口味， 

它的中频直白了一些，说穿了就 

是它的中频少了一些。相比于此 

类M一7电路机器的厚润，在电路 

方面我曾做过不少努力以使本机 

中频过于直白的特性得到一些改 

善，然而这种对电路的改动并没 

有对其中频音色的厚润度产生明 

显的加强效果。最早我使用的是 

CJ一10系列中的耦合电容，这个 

电容虽然是纸介的金属化电容， 

但是它并没有让本前级的音乐性 

得到好的改变，中频的厚润度不 

仅没有增加，相反而言音乐的细节 

2005年 第 1 1期 

和它所刻画的中高频信息都变模 

糊了一些，而且此次凌兄又指出这 

个电容的低频下沉有些问题，所 

以我在听音之时借换电容之际感 

受了本机换用不同电容后的中频 

表现。可以说在换用这个ERO电 

容之后，在重放大提琴曲 “天鹅” 

时，其中大提琴的表现“其低频声 

部已经能够沉下去”(引自凌兄评 

语)，而且系统中高频略有些毛刺 

的现象得到根除。换用3种牌号的 

薄膜电容虽然带来的改善相当大， 

不过令人较为遗憾的是，本机相 

比于其他参加对比的胆前级而言， 

中频的厚润度是较弱的一项，这使 

得在用本前级聆听例如蔡琴的 

《民歌蔡琴》、／ 只眼的 乌苏里船 

歌》等中频醇厚的人声时，其中频 

表现多了一分冷静而少了一些感 

性的东西。对于这一点仿制此机 

的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此机的 

中频表现类似于优异的晶体管机， 

这个特性应该属于 12J1S本身的 

音色特点所致，更确切来说其中频 

表现不是不足而是有着自己的特 

点。如果有发烧友认为这个中频 

的特点不是太适合自己的话可以 

尝试换用级间耦合电容的方法来 

进行音色的微调，当然在微调之 

前必须预备几只质量相当好的小 

容量耦合电容来进行它们换用之 

后中频音色的对比。不过对我自 

己而言我已经慢慢喜欢上了这种 

较为直白的声音，我目前在前级 

中使用的依旧是照片中的这两只 

“ERO”MKP电容，我宁愿把它作 

为一种真实的参考来看待。 

本机的低频属于有节制的类 

型，它不是像6N8P胆管低频那样 

的异常松软。在播放新近买的一 

张 “马友友＆史塔克”两位大提 

琴家的 “伯拉姆斯大提琴作品录 

Hi—Fi之 友  

音名盘”中的 e小调大提琴奏鸣 

曲》中大提琴的表现，它所再现的 

大提琴低音声部结实、有力度而 

又没有丝毫的发散迹象，这让人 

放心。在放唱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圣桑 《天鹅》时，它所给出的力度 

感以及大提琴的形体大小合适， 

这些已经说明了本前级中的两种 

管子的结合还是成功的，我们不 

能认为本前级的出色表现仅仅只 

是由12儿S一种胆管取得的，相反 

末级的阴极输出器所起到的作用 

相当巨大，否则依照12J1S电子管 

的物理特性而言，它根本不可能 

在驱动常规负载阻抗时得到很好 

的性能表现。 

我们分开谈论了高、中、低各 

个频段的表现，那么整体音色究竟 

是如何的呢?在欣赏最近购进的 
一

张Naxos的由简诺 ·扬多演奏 

的 《贝多芬——最后三首钢琴奏 

鸣曲》中的 “奏鸣曲30号E大调” 

时，该前级在钢琴这个乐器之皇 

的表现上技压群芳，它所再现的 

钢琴声质感真实。第一乐章在扬 

多的如行云流水般的演绎下仿佛 
一

气呵成。我认为，相比于大多数 

胆前级的凝重、厚润而言，本机的 

整体音色以轻松并稍带些活泼的 

表现为主(这跟我此次制作的另一 

部胆前级的风格完全相反)，它在 

聆听钢琴时所表现出来的速度感 

相当快，超越了我们对于此类M一 

7电路胆前级瞬态反应速度的想 

象。它所再现的声场层次感清晰， 

聆听大场面的音乐例如卡拉扬指 

挥柏林爱乐的《贝九》中的最后一 

个乐章 “人声大合唱”时，庞大的 

合唱队形包括各个声部的位置通 

过本机一五一十地完整再现了出 

来，还有声场中的乐器也仿佛一件 
一 件地展示在前方的舞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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