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管功放倒相电路及其调试 

音频放大器的历史比较悠久， 

1907年发明真空三极管后，第一 

次用电子管扩音便获得了成功， 

这也为声音的传输、放大奠定了 

基础。然而，真正将电子扩音技术 

付诸应用则是在1921～1934年间 

研制出多极电子管、电动式扬声 

器以及开通了无线电广播以后。 

从那时起，扩音技术才得到了飞 

速发展。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始 

终在电子扩音技术领域进行着大 

功率和高保真方面的探索与奋斗。 

早期，主要流行的是一些电子 

管收音机、电唱机等音响设备。由 

于这类家用音响设备的功率一般 

都较小，限于当时音源频响、节能 

和普及等方面的问题，没有必要过 

分强调放大器的品质和功率，因此 

长期以来都是些，j、功率的电子管单 

端放大器独领风骚。单端放大器 

(也称单管或单臂放大器)的一些独 

到的优点已为大家所熟知，如功放 

不需要倒相器、电路简洁、安装容 

易等。同时，它也免去了信号波形 

不对称给音质带来的损害及调试方 

面的麻烦。另外，功率级始终工作 

在电子管特性的线性区域，屏流忠 

实地依照信号的振幅波形而变化， 

因此电路失真小、谐波丰富、音质 

好。其功放管没有栅流，无需功率 

推动，采用简单的自给栅偏压便能 

满足要求。单端功放虽然迎合了当 

时的音响设备，但是也存在着许多 

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点。 

(1)零信号时电子管的屏流I．． 

最大，屏耗P 已接近管子的最大 

P 值，功率全部在管子屏极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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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的形式消耗掉了。相反，在大信 

号时I 、又相对减小，故功放效率很 

低，功率也做不大。 

(2)只能工作在A类状态，受 

静态P 所限，不能通过进一步提 

高屏压u． 来增大输出功率。虽然 

可以多管并联运用而使功率加倍， 

但是效率和保真度仍然不能有所 

改善。此外，多管并联时管子与电 

路的分布电容c 相应增加，这不 

仅使功放的频响特性变坏，还会 

引起高频自激振荡以及电路和反 

馈的稳定性下降等。 

(3)静态时功放管的I 、最大， 

输出变压器内经常存在着大量的 

直流磁化电流而产生磁饱和，并 

由此引起失真。对此，铁芯必须单 

向叠片且应留有间隙，以防止磁 

饱和。因此，在同功率下其体积和 

成本要比推挽变压器大得多，电 

感量也大为降低。另外，由于结构 

工艺方面的矛盾，变压器的功率 

和频响很难同时做好。 

(4)I． 在输出变压器内为同 

相，对电源中的交流成分比较敏 

感，当电源纯净度不高时易产生 

交流声而使信噪比降低。 

鉴于上述原因，在20世纪 70 

年代以前，除了功率在3～5w的家 

用无线电音响外，国内一直没有专 

门生产过单端电子管音频放大器。 

近年，随着各类Hi— 音源及放音 

系统的出现与普及，家庭高保真放 

音已成为时尚。在追求大功率、高 

保真放音的同时，功放效率和节能 

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它又在 
一 些生产厂家和音响发烧友中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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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兴起。尽管如此，单端功放在音 

响领域中所占的份额仍然非常小。 

纵观当代的视听音响设备 ， 

几乎都是推挽放大器的天下，尤 

其是高品质的电子管功放，基本上 

额定功率在5w 以上的大多采用 

这种电路。与单端放大器相比，推 

挽放大器的主要优点有以下几个。 

(1)正、负半周信号分别在推 

挽管中对称地传输放大，两臂不 

但能合成一个完整的波形，而且 

能自动消除偶次谐波失真，获得 

较好的音质。 

(2)两臂的I，、方向相反，产生 

的交流分量叠加，使总的输出功率 

加倍，并且不受偶次谐波失真条件 

的限制，输出功率要比单管高得 

多。即使工作在低效率的A类，效 

率也比单端多管并联增大50％。 

(3)可以提高屏压U 或多管 

并联推挽，其P 并没有明显增加， 

但输出功率却成倍提高。在AB或 

B类时效率将高达 60％～70％以 

上，而失真度依然很小。 

(4)输出变压器内两臂直流 

方向相反，磁力线被抵消，铁芯不 

被磁化，可不留间隙并对拼叠片。 

这在相同截面积下有利于提高变 

压器的功率和频率响应。 

(5)电源中的脉动成分在输 

出变压器内被抵消，交流声大为 

削弱，信噪比较高。其对电源及滤 

波系统的质量要求不高，电路和 

反馈仍然比较稳定，即便电源内 

阻较高也不易产生自激振荡。 

为了使推挽功放或平衡放大 

器将正、负半周信号对称地传输、 

放大，那么就要用特殊的电路或 

装置对输入信号进行倒相。倒相 

器的作用是将一个交流信号转换 

成两个相位相反、电压大小相等 

的输入信号。目前的倒相电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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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较多，性能也各有千秋。常用的 

倒相器主要有变压器式、分压式、 

自动平衡式、屏阴分割式以及共 

阴极式等类型。 

倒相器虽然是平衡或推挽放 

大器中的一个电路组成部分，仅 

仅对信号起着倒相的作用，但它 

在放大器中却占有至关重要的位 

置，其性能及工作的好坏也直接左 

右着放大器的品质。因此，在设计 

和装配放大器时，应根据放大器 

的档次或所能达到的实际技术指 

标认真地权衡利弊，谨慎选择倒 

相电路。如果不顾客观情况，盲目 

地一味追求高级倒相电路，反而 

会使功放电路变得复杂、工作点 

不易建立、可靠性下降，并给放大 

器的调试及维护带来了不便。对 

于这些，发烧友们可能深有体会。 

胆机历史风云百年，它曾一 

度被冷落，但由于拥有诸多优点， 

近年来又再度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连一些早先对胆机持有争议看法 

的发烧友也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 

趣。有动手能力的发烧友都纷纷 

打造起 自己喜欢的胆机来，这其 

中便遇到了倒相器方面的问题。 

为此，本文将重点谈谈各类倒相 

器电路的结构、特性以及它们的 

应用和调试。 

一

． 常用倒相器的 

种类与特性 

1．变压器倒相器 

变压器倒相的原理比较简单， 

图1是变压器B倒相的情况。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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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变压器倒相器 

二次侧是一个带有中心抽头的线 

圈，当中心抽头接地时，两个线圈 

的相位相反。如果L1、L2的线圈 

匝数一致 ，那么在一次侧加上信 

号时L1、L2产生的电动势U1、U2 

相等，于是便给推挽功放或平衡 

放大器提供了反相输入信号。推 

挽功放有很高的转换效率 ，这就 

好像两人合拉一把锯子锯木那样， 
一

个推、一个拉，共同的力作用在 

锯子上，锯木的效率就非常高，推 

挽放大器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变压器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 

压比等于其线圈匝数比，阻抗比 

等于其电压比的平方。它们之间 

的关系式为 

U1／U2= N1／N2 

Z1／Z2=(N1／N2) 

由此可见，B的一次侧、二次 

侧输出电压可高可低，阻抗可大 

可小，自由改变其一次侧与二次 

侧的线圈匝数比就可以获得所需 

要的输出电压和阻抗。变压器倒 

相电路简洁、稳定可靠，而且电路 

及传输效率也相当高。变压器不 

单单起着倒相的作用，它还肩负 

着电路阻抗转换、信号耦合及传 

递功率等任务。它不受电路和元 

器件特性参数变化的影响，只要 

二次侧的两个绕组匝数一致，就 

始终能给出稳定且非常对称的反 

相信号，这是其他类型的倒相器 

所望尘莫及的。而电子管倒相电 

路等方式在电源不稳定或管子参 

数发生变化时总会不同程度地出 

现工作不稳定及输出电压失衡等 

令人担心的问题。由于倒相变压 

器还传输一定的功率信号，因此 

也将其称为推动变压器。 

变压器倒相电路比较灵活， 

几乎可以用于各种电路。图2(a) 

是一个变压器倒相电路，B的一次 

图 2(a) 变压器倒相电路之一 

侧是推动电子管理想的负载，二 

次侧又是功率管所要求的输入阻 

抗。如果仔细选择一次侧、二次侧 

的线径和线圈匝数便能同时将前 

后级电路的阻抗及功率信号做到 

圆满地耦合与匹配。该电路的一 

只6P1只需提供4～5W功率的反 

相信号就能将几百瓦的功放轻松 

地推动起来。变压器倒相的可贵 

之处还在于其线圈直流电阻小、 

输出内阻低，并且能传输较大的 

功率，尤其是工作在有栅流情况 

下的AB2类或B类大功率功放都 

离不开这种倒相器。否则，当功率 

级的输入阻抗较高时，功放非但 

不稳定，还会产生严重的失真。 

在图2(b)的电路中，B不 

直接连接推功管，而是通过电容 

C将输出信号耦合到B上。这样， 

对一次侧阻抗要求不严，B内没有 

直流磁化电流，铁芯可以交错叠 

片，而且B的功率和电感量也大。 

其不足之处是电路效率较低，输 

出信号经过电容耦合，低频存在 

着一定的相移。图2(C)将 B的 

接地点改接在高压端，这样可以 

抬高耦合电容C两端的电位，C不 

易击穿，电路也较为安全。 

图2(d)是变压器倒相的全平 

衡放大器的前级输入部分，B的一 

次侧输入阻抗R 为标准 6OO Q。 

与调音台或前端节目调控设备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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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b)变压器倒相电路之二 图 2(c)变压器倒相电路之三 图 2(d)变压器倒相电路之四 图 2(e)变压器倒相电路之五 

接时，在长距离线路传输中对信号 

频谱衰耗很小。二次侧的R 为 

10kQ×2，正好符合前级电路所 

需的输入阻抗和驱动电压。另外， 

它还能特别容易地将放大器装置 

成全平衡输入电路，图中的开关K 

可以便捷地将平衡输入状态切换 

到非平衡输入状态，这对于专业音 

频扩声来说尤为重要。在这里B又 

起着倒相的任务，可谓一举多得。 

与其他音频变压器一样，在一 

定的频率f下倒相变压器所需要 

的电感量L与电子管的屏极负载 

阻抗 R_，或内阻R．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管子的Rz越低，变压器所需 

要的电感量L就越小。其关系式为 

L=R ／ (2丌×f×0．86) 

(0．86为B的带宽平均传输系数) 

如果用R 为800Q的300B电子管 

作推动倒相，那么当f在20Hz时， 

倒相变压器B的电感量L为 

L=800／(6．28×20×0．86) 

= 7．4H 

采用R 为5k Q的6P1电子管时， 

在上述情况下变压器的L将为 

L=5000／(6．28×20×0．86) 

： 46．3H 

由此可见，随着电子管R，的降 

低，变压器的L也在大幅减小。因 

此，在设计和绕制倒相变压器时不 

但要注意它的结构工艺，还要尽量 

选择R低的管子作为倒相管。图2 

(a)是将五极管6P l接成三极管使 

用，其R，由50k Q降为几kQ。电 

子管的R，低则倒相变压器的电感 

量小，绕组线圈的匝数就少，所形 

成的C也非常小。原本影响变压 

器频响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都会迎 

刀而解，而且给出的声音起落干 

净、纤细清亮，层次也异常分明。 

这正是近年来那些用低R，电子管 

装配的低效率功放返潮走红、许 

多朋友喜欢用2A3和300B装配功 

放以及在一些大功率 Hi—Fi功放 

中将四极管或五极管接成三极管 

倒相的主要原因。 

在电子管电路中，要数阴极 

输出电路的R_，最低，一般约为屏 

极R 的几百分之一。如果将变压 

器接在电子管的阴极中，变压器 

或阻流圈所要求的电感量将变得 

极小，绕组中的c 对保真度的损 

害已变得徽不足道，即便使用传 

统工艺绕制的普通廉价变压器或 

阻流圈也都能给出十分出色的音 

质。图2(e)是变压器用于电子 

管阴极的倒相电路，在此电路中 

三极管6N5P的输出阻抗已降到 

几十Q，甚至可以采用双线并绕 

变压器来进一步提高输出的对称 

性。这对于简化B的绕制工艺、提 

高功放的保真度都是非常有利的。 

为了克服变压器保真度不易 

做好的问题，还可以用阻流圈BL 

来倒相。两者的倒相原理完全相 

同，只不过阻流圈是靠自耦产生 

电动势的。阻流圈倒相不但具有 

变压器倒相的一些优点，而且它 

的结构简单、电磁耦合损耗小，传 

输效率也比变压器倒相高得多。 

图3是这方面的几个例子。图 

3(a)将一个带有中心抽头的BL接 

在屏极电路中，直接成为推动管G 

的负载。而在图3(b)中则是经电 

容c将BL输出信号耦合到功率管 

栅极上。两种接法各有利弊，前者 

图 3(a) 阻流圈倒相电路之一 

图 3(b) 阻流圈倒相电路之二 

3 5 

] 列-L上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Hi—Fi之 友 

的电路效率较高，但G的I，、流过一 

部分线圈，BL中仍然存在着直流磁 

通以及由此引起的磁饱和现象；后 

者的BL上没有直流磁通，情况变得 

与前者恰好相反，并且对BL阻抗等 

要求较为宽松，体积也相对小些。 

变压器倒相的方法最原始， 

也最简单。发明推挽放大器后最 

先使用的就是这种倒相电路，如 

果做好了也是一种性能优良的倒 

相器。因此，现今各类平衡放大器 

等功放仍对它情有独钟，例如大 

名鼎鼎的R一50、DKl00、熊猫 

2900极品大功率高保真电子管功 

放。它们的频响能做到 l0Hz～ 

50kHz、功率可达lO0～300W、失 

真度低至l％，无一不是变压器倒 

相器或阻流圈倒相器的杰作。 

当然，变压器倒相也存在着不 

少缺点。由于变压器是非线性电 

感元件，因此频响不易做得既宽阔 

又平滑。当安装、布线不良时，产 

生的电磁干扰与耦合易引起电路 

自激振荡、反馈不稳定及噪声等。 

另外，它的体积大，较笨重，保真度 

高的倒相变压器结构复杂、工艺 

繁琐、价格不菲。不过，倒相变压 

器的功率一般都较小，相对而言做 

好频响也不是太困难。在装配中 

只要注意其分布和走线，以上不足 

还是能克服的。 

2．分压式倒相器 

除了变压器倒相外，普遍应 

用的是电子管、晶体管倒相电路。 

它是利用电子管、晶体管电路输 

入与输出电压相位相反的关系来 

倒相的。图4是电子管倒相的基本 

电路，图中Gl是电压放大管，G2 

专门用来倒相。其工作过程是： 

Gl输出的信号 Ul除直接送给推 

挽管上臂外，还经Rl、R2组成的 

分压器从 U l上取出一部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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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电子管倒相的基本电路 

再加到 G2放大，G2输出的信号 

U2供给推挽管下臂。由于G2的 

屏、栅极信号相位相反，因此U2 

与Ul的相差为 l80。，起到了倒 

相作用。因G2的信号由分压电阻 

得来，故称为分压式倒相器。 

G1、G2的增益计算与一般放 

大电路相同，只是分压电阻R2的 

取值由G1的增益K1来确定。为了 

使Ul等于U2，R1和R2的降压倍 

数应等于G2的放大倍数K2。于是 

K2：(R1+R2)／R2 

因此得出 

R2=(R1+R2)／K2：R3／K2 

Rl= R3一 R2 

R3： R1+R2 

如已知管子的放大倍数 K， 

分压电阻便可以用R2：R3／K2 

这一简单公式计算。假如Gl的输 

出电压Ul为33V，G2的增益也等 

于33倍时，为使U 2的信号等于 

33V，应当给G2的栅极加上lV信 

号，这样Gl、G2的输出才能平衡。 

也就是说，R2的阻值为R1的l／l0 

时刚好分得 G2所需的信号。例 

如，某功放的倒相电子管Gl、G2 

为6N 1,R3(推挽管的栅漏电阻R ) 

采用2701<Q，那么当Gl的电路 

增益Kl为 27倍时，R2和R1分 

别为 

R2：R3／K2：2701<Q／27 

： lOk【2 

Rl： R3一R2： 2701<Q — 

lOk Q ： 2601<Q 

分压式倒相器的最大优点是 

电路增益比较高，当采用高 双 

三极管倒相时增益可做到五六十 

倍，而五极管输出则可达一二百 

倍。在电路简单、级数较少但又要 

求前级增益较高的功放中，选择分 

压式倒相器无疑是明智的。不过， 

这种倒相电路也存在着以下缺点。 

(1)下臂负半周信号又经过一 

级倒相放大电路，随着电子管及相 

关电路分布电容的增加，高频信号 

的衰减有所增大。在较高频率时， 

上下臂的输出就不太平衡。信噪 

比和强信号时的保真度也不怎么 

好。 

(2)倒相输出的平衡程度受 

电路及电子管的影响较大，维修 

或更换电子管易引起平衡度失调， 

而且调试也较麻烦。 

分压式倒相电路在以往的有 

线广播、移动式电影放映扩音机 

中很盛行。此类放大器都是一些 

电路简单的经济型功放，频响也不 

是很宽，大约在80Hz～8kHz之 

间。倒相级使用的电子管除了要 

求管子参数对称外，大多侧重于电 

路增益，一般都选用6N2、6N9P等 

高 双三极管或6J1、6J8等五极 

管。对于保真度要求较高或激励 

电压较高的功放而言，使用中 管 

较为适宜。 

近年来，电子管放大器的用 

途和定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 

大多用它们来欣赏音乐，所以很 

注重频响和保真度方面的指标 。 

由于分压式电路的音质很平常， 

瞬态响应也不佳，因此在目前的 

各类功放中很少见到它的踪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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