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质量 100W MOSFET功放电路如图 1所示。Cl不能采 

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的容量偏差太大．也容易引起失真而 

降低音质。RI、c4组成低 通滤波器以限制输人信号的带 

宽，井减小交调失真。采用运放作输入级 其工作电压较 

低 只有 ±l 5V，这可以从 ~．50V电源电压通过稳 压组合 

R3／ZD1和 R4／ZD2降压后经退耦电容 C9、c10滤波后引出。 

R7、RB和 CI2使推动级晶体管 Q4和 O5的基极可获得 

相素的信号电压，其中 C12还兼有抑制偏置晶体管 Q2集电 

极和发射极之间偏置电压中纹渡的作用 电位器 RV1用来调 

7=_E 

尹 ， 
和 R9／R12／C13／LD2／Q3提供。这里要注意 的是用 LED作 

电压基准，其优点是其温度补偿特性 比硅二级管好，噪声也比 

齐纳二级管低。推动级晶体管O4和 Q5组成的电路比较典 

型，其负载电阻 R13和 R16上的电压用作输出晶体管 O6和 

Q7的栅极驱动。输 出级的放大倍数为 5，由局部负反馈网络 

Rl9决定 。C15的作用是使放大器频率响应在 lMHz之前就 

开始跌落 ，免得引起高频辐射和放大 器不稳定。R18和 R21 

用来抑制输出级 MOSFET调频振荡(这是因为不论何种型号 

的 MOSFET功率管都会 因其高频 响应延伸得太高引起振 

囤 l 功艘电路图{一十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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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二、制作要点 
f 

功放低极最好采用玻璃纤维印制板，其印板如图2，元件 

配置如图3所 ， 

LD1可对 1进行温朴、故在塞装时应使两者保持良好 

的热接触，方法是用’I5mm长 、5一IOmm宽的薄铜 片在两端 

将 LDI和 01卷绕起来。为使温补效果明显，QI-／LD1与 93／ 

LD2要选配使用。为降低费用，选配比例可设定在 5中选 1至 

1O中选 l。否则。随机搭配时因两者热性能可能很不一致 ．温 

补作用会大打折扣：另外，为使静态电流不随温度的改变而剧 

烈变化 ，Q2、Q4和 Q5也应保持热接触，这可将三只晶体管如 

图3所示安装在同一块钻好安装孔的铝板上，铝板与三晶体 

管间保持电气绝缘但不绝热=铝板与印制板之间用 M3螺丝 

螺母固定。 

互补对管 94和 Q5的选择有多种方案。本电路 采用的 

M．IE340／MJE350最便宜、器件来源也最方便。这种方案的 hfe 

高低适 中、fr较低。与此优缺点正好相反的方案是 2SA968／ 

2SC2238互补对 ，其好处是 要高得多。但这两种互补对的弓{ 

脚排列不同，因此其装配顺序也不同 ．使用要特别注意。O2不 

一 定要功率管，用任何一种小功率 npn塑封晶体管就可 了， 

但在外形上应选择能与 Q4、O5能作最佳热接触的品种。 

L】可用 0．9tmn直径的漆包线在 3W 线绕 电阻的骨架 

(方截面、白色陶瓷材料)上绕 10圈，两端焊接在电阻弓l线上 

即成 

如果你想驱动 4n的低阻抗音箱 ，则输出管 Q6和 Q7最 

好改用 ECF2ON16／ECF2OPI6互补对，输出功率耗散容量可 

达 250W．这时 ZD3和 ZIM 的额定电压应增加至 8．2V。安装 

功率管时，应先将功率管安装在热转移托板上，再将托板用 

M5螺丝螺母固定在散热器上。当然，功率管与热转移托板之 

间只允许热接触，不允许电接触。散热器可根据 自己的喜好和 

功放外壳的大小来选择，但接触热阻不应大于 l 3~C／W 

若想提高功放增益至 3O倍 ．可将 1001~的 R5降低为 

7511，代价是失真略有增加。 

三、电源电路及整机装配 

国 4 1OOW 放太 器 ±50V电源供培 (一 牛声道 

圈 5 电源与功放 互连圈 

该机电源电路见图 4。采用环 

形电源变压器，其额定功率至少为 

16OVA(最好为 225VA)才可保证功 

放输出 1OOW／8fl和 130W／4fl的 

信号功率。电源输入处加有输入滤 

波器，用 以去除开关干扰和电机干 

扰=照理说，理想的主体声功放应当 

是每一只放大器独立使用 自己的电 

源，但考虑到电源部分的成本往往高于功放的放 

大器的成本，为了省钱，除了整流电桥和滤波电容 

器组分开供给外，环形电源变压器可 共用。滤波 

电容用三只各为 47001xF的小容量电容代替一只 

150001．LF的大容量电容：这些电容的价格很贵，其 

价格 占功放总价的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对经济拮 

据 的 发烧 友 来说 ，可 将 47001zF改 用 较小 的 

33001xF电容。不过电容质量却不可马虎．好的电 

容除能减少纹波外 ，其低音瞬态特性也较好，尽管 

价格稍黄一些 电源与功放板之间在帆内的连接 

方法如图5所示。图中只表示一个声遭的情况。机 

内连线时．只允许使用放大器极两个 OV端中的 

一 个，并构成垦形接地，以消除可能引起交流声的 

寄生地气回路=为安全起见 ，机壳必须作保护接 

地 = 

(下转第 58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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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 嚣 
电路板焊接完之后，在不连接 Q1I和 QI2的状态下进 输出电路中所接人的开关是防止该机与控制放大器连接 

行调整=首先将 +33V、一33V，OV等三条引线连接好(该 时出现开机噪声而设置的，当该机来与控制放大器连接时不 

电路在 ±15V一±45V的范围内均能正常工作，若有其他电 会出现开机噪声 

源也可用来进行调整l 输入端开路 调整前将半固定电阻 图 5是 50W／81q功率放大器的失真率特性。其频率特 

VR1和 VR2旋至中央位置，VR2旋至左端。接通电源，观 性 20Hz为一0 IdB、100kHz为 一ldB．呈平直的特性。残 

察有无异常。如果不出现冒烟或臭味就可安心进行调整。 留噪声，4mV(平坦)。 

可用表旋至直流量程最小的一档：①调整VR2使放大 图6是怍桥式连接后的放大器失真率特性．这是包括控 

器的输出端为 。②调整VRI使O8(2SC2826)的发射授电 制放大器在内的综合特性 ：残留噪声 1，8mVf平坦)、 

阻 75011两端的电压约为 1 4V。反复上述两项调节，使输 0．32mV(JIS--A1 增益约 340倍。当控制放大器电源切断 

出端电位在OV±10mV以内，750n电阻上的压降在 1．4V± 后桥式功率放大器的残留噪声为 0 26mY(平坦J．0．074mV 

0．IV以内。 (JIS—A) 这是因为功率放大器部分的增益过大的原因 但 

接下来将电路板安装到散热片上去，并将末级MOs一 音质因负反馈小而有所改善 由于噪声不是脉冲状噪声而属 

FET接人电路。重复前面所述的①、②两端调整，③调整 白噪声，所 耳朵听不到，只能用测量仪器才能测到。 

VPO使输出级 0．2n电阻两端的压降为 0 04V。至此整个调 频率特性呈平坦 型 ，20Hz为一0 8dB，10OkHz为一 

整过程结束：注意，在没有安装散热片的情况下不能调试末 1dB。阻尼系数约为 200。 

级，否则会造成末级功率放大管损坏。 该桥式功率放大器功率强劲，乐器音的分解能力强，很 

在该机输出200W时，控制放大器的输出信号达60V， 轻的余音也能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 

在调试 使用时输入信号幅度不宜过大。为了保位起见，在 

(上接第55页) 定后应再调整一次RVI，使静态电流仍在 100mA。关掉电源， 

四、音箱保护 誓 雾 
尽管电路图 1中的齐纳二极管和极外的保险丝可对音 I60VA·C4拆去l： 

箱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保护，但如果因功放元器件失效而导 输入灵敏度 1．23V 。(含功率／811) 

致输出端有很大而持续的直流偏移时也会使音箱摘坏。 输八阻抗 47kfl 

该机采用外购的一套K4700音箱保护套件与保险丝串 输出功率【连续】 IOOW ／8f1ll kHz正弦波l 

联提供额外的音箱保护 K4700很小，可方便地固定在功放外 输出偏移直流电压 0 6mV 

壳内部．当输出直流偏移超过±IV时，继电器吸动，输出电路 全功率带宽 15Hz 125kHz(一3dB点) 

切断。 转换速率 25V／~s 

五、调试方法与测试结果 系数 ： ； 
正式调试前 ，先检查印制板上有无导线断点 、桥接短路 总谐渡失真l1 60W／St')) 

和虚焊连接点： IOOHz 0 004％ 

将 RVI反时钟转到底(电阻最大)，首先将电源输出端临 50OHz 0．004％ 

时用5000mA的保险丝代替．并在正电源线中申联一只2A lkHz 低于噪声 

安培表 接通电源．注意保险丝的反应 符保随始烧断或电流 l0kHz 0 038c／,- 

超过 O．1A，应马上关断电源进行检查。 上述测量结果都是在最坏条件下测出的 失真在岛频时 

着重检壹板上全部电源连线；静态电流大说明放大器有 有所增加是因为输八、输出间有交叉耦合存在。从总的指数来 

振荡．引起振荡的原因通常是电源供给与艘太器间的连线太 看，这台自制的功放比市售同类产品功放{甚至价位很高的功 

长所致 放)性能要好。 

若一切正常．则慢慢转动 Rv J，直至静态电流为 100mA： 编译自~ET1)98年 7～8月 

1O～15分钟，静态电流会上升至 130mA．然后再往回跌，待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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