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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处抽出二个中心抽头。 

二次侧线包的息圈数为 1O2匝， 

分成二组，每组 51匝，分布在线包的 

第二段与第四段 1并在 72匝处抽出 

4n档的抽头。 

线包全部绕完后，应分清头尾．然 

后按图连接起来。为保证高频响应特 

性，变压器线包要绕得紧密而均匀，线 

包的漏感与分布电害尽可能小些，因 

此在制作上采取了线包分段交叉叠绕 

法 

装配硅锕片采用 2～3片为一叠， 

进行交叉扦叠。叠片必须平整。最后再 

幔入绝缘清漆中．烘干或球干备用。 

推动级 

麦景图放大器的推动电路之一如 

图5所示。为取得高教率，所 推动级 

采取输入变压器的方式t这样其推动 

电压的高低可通过改变输人变压器的 

比敛来解决 又囡为甲乙 2类功率放 

大器失真较大．故在功放管 V5与 V6 

和输入管 V1与 V2的胡极与阴极之 

间，均加了 20dB的负反馈，这样使得 

功放圾的电性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奉电路的推动级采用隔极输出电 

路，由于负厦溃量大+故能显著地改善 

放大器的各种特性，以达到高保真度 

的要求。 

在甲乙 2类推挽电路中当输入信 

号很小时 栅极回路中是没有栅流的， 

当输入信号增大时就开始有栅流，随 

着信号的增大栅流也增加。而功放级 

的输八阻抗在无栅流时是非常高的， 

开始有栅流时阻抗随之降低．栅流越 

大阻抗降得越低 负载阻抗是随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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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而变化的。因此．对普通的甲乙2 

娄放大电路来说，将产生显著的非缱 

性失真。而本电路的推动级困采用了 

l!fj极输出方式，其辖出阻抗非常低，所 

以就不会因负载阻抗的变化而产生非 

线性失真。 

在阴极输出电路中输出电压全部 

反馈 ．这样放大器的特性可 大为改 

善。非线性失真、频率响应等技术指标 

均能达到高保真的要求。此外，明极输 

出电路的输入阻抗很高，输 出阻抗较 

慨。电路的增益也较低，因此使用它作 

功率输出级是不可取的，但甩它来做 

推动级却能获得出色的效果 

为了增大推动级的输出，唯一的 

办法是加大电路的负载阻抗 ．采用扼 

流圈作为负载。当负载阻抗为 50012 

时，其推动级输出约 2W，负载阻抗增 

大到 1000gl时．推动级输出可达 3W， 

负载阻抗增大到 2500gl时，推动级输 

出可达到 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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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方向相反．直流磁化作用能相互 

抵消，因此扼流圈的制作就比较容易 

率机扼流圈的负载阻抗每边均为 

25001"2。由于电流较小．所以扼流圈的 

尺寸也不大．制作也稂方便。 

前置放大级 

V1管为前置输 入放大管 。V2管 

为倒相管。本电路采用自动平衡式倒 

相电路。V1管与V2管的负载电阻均 

为 470k．V1管经负载电阻与公共负 

载电阻 470kD入地；V2管亦经负载 

电阻与公共负载电阻 47okP,入地，两 

者相位恰好相反，故负载 电阻的中心 

电压应接近于零，但不等于零 当V1 

管的输 出太于 V2管时，中点电压增 

大+因而 v2管的输出增大接近平衡； 

反之，当 V2智的输出大于 V1管时． 

中点电压亦增大，此电压相位与 V2 

瞥原来的栅压恰相反，形成负回输 ．使 

Va管输出降低，亦接近平衡 本电路 

音质为茸好于乙类功’放 

甲类扩音机和乙类扩音机相比． 

昕感上甲类照对好于乙类，原因何在? 

扩音机的失真系数是指在输出端接假 

负载，即纯电阻时测得的，而实际使用 

中却是接真负载 一 扬声器=这时的 

了 7茹 
综合电声指标将劣于纯电阻负载时的 

情形 产生了失真，这种失真非常象扩 

音讥太环路负反馈造成的瞬态失真． 

但是产生这种失真的机理却完全不同 

于前者，大环路负反馈形成的瞬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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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 

过程 

中．输出对输入之问的相移作用于探 

度负反馈所造成的。而这种 瞬态 失 

真却是扬声器振动系质量惯性投有受 

到有效的、不闯断的阻尼所引起的．并 

且信号的电压上升率越高，越严重，送 

正弦波时观察不到。即便乙粪扩音机 

的失真系数为零(纯电阻负载)，也丝 

毫不影响这种失真的产生。对高保真 

至关重要的是扬声器振动系统的质量 

惯性是否受到扩音机有效的阻尼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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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扩音机必须做到追使扬声器完全忠 

实地按信号源的波形去振动 ，不准它 

由着个性乱振一气。甲类功放对扬声 

器的阻尼和乙类功放对扬声器的阻尼 

有着重要的区别。 

乙类功放的阻尼系数不能有效地 

驾驭扬声器，对任意半周只有一臂输 

出管在工作，或推或挽 ，但不同时工 

作，所以它的阻尼是单方向的，即无论 

正半周或负半周 ，它只能产生克服扬 

声器弹簧板胡克力的推力，但不能产 

生顺胡克力的回拉力 好比球拍可以 

推球却不能将球拉回是一个道理 要 

全方向阻尼，驱动电流必须及时换相， 

问题就出在这换相上。见附图所示，乙 

类功放在馈送给扬声器高电压上升率 

的方波时，失声是显而易见的 高阻尼 

系数的乙类功放输出是恒压源，当扬 

声器受到突发性信号激励时，振动系 

可以按信号波形去动作，但此信号突 

然停止上升时，振动系由于质量的惯 

性作用却不会立刻停止，此时它的音 

圈切割磁力线产生的感生电流将以相 

反的方向流回扩音机，造成正在导通 

的 A臂输出管反偏而截止，匿为是乙 

类扩音机，另一 B臂输出管处于截止 

状态，此电流没有通路形成反电势．在 

这一瞬间原来导通 的 A臂输 出管巳 

截止，原来截止的另一 B臂输出管将 

由音圈的反电势打开强迫其导通完成 

阻尼．同时这个反电势也将 由大环路 

负反馈送回前级，被放大后从而激励 

B臂输出管加速导通 ．共同完成乙类 

功放这种较特殊的阻尼。好比另一只 

球拍把球打了回来。因为这个过程要 

过零点，有一瞬间失去阻 尼白由振荡 

的现象。这个过程完毕，音圈在胡克力 

Acoustimass 3D式音箱后，便 引起我 

极大的兴趣。小小的一个箱子，竞能发 

出如此沁人心脾、回肠荡气的低音 ，不 

流的方向复原，叉使这 B臂的导通变 

为截止，原本导通又被反偏的 A臂输 

出管才又恢复导通。又经历一次过零 

点失去阻尼的瞬间才恢复阻尼。过零 

点时，大功率管在近似零的电流下工 

作，内阻急剧增大阻尼系数瞬间丧失f 

而换相时由探度的大环球负反馈送回 

的激励信号是有相移的，不及时的．加 

重了这种“瞬态”失真。匿此说乙类功 

2纯电阻负载 

附 图 

放的阻尼在任意瞬同都是单方向的 ， 

它对扬声器由于振动系质量的惯性引 

起音圈产生的反电势的阻尼必须依靠 

反反复复的过零点换相，才得以为继 ， 

几乎每时每刻在产生着交越失真。阻 

尼也是断断续续的。为了减小这种瞬 

不巳。于是参阅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 

后．准备材料，决定仿制一个 Aeousti— 

FIIass双共振蜂式超低音“土炮 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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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阻尼系数，甚至不惜牺牲灵敏度，显 

得有些被动； 

甲类功放则可以有效地克服上述 

弊病 ，甲类功放正负两臂均导通 ，阻尼 

系数是双方向的。阻尼系数较大时，输 

出也是恒压源，在突发性高电压上升 

率信号作用下，音 圈驱动振动系按信 

号波形动作，信号突然停止上升时 振 

动系质量在惯性作用下，音圈切割磁 

力线产生的反向感生电流直接流经另 

一 臂输出管完成通路 ，振动系被阻尼， 

而无法产生自由振荡，反电势也建立 

不了。甲类功放这种全方向的阻 尼，迫 

使扬声器的振动系始终根据信号源的 

波形去振动。好比乘客在行驶的汽车 

上系好了安全带，无论车辆如何颠簸 ， 

决不会把乘客抛向空中一掸 

甲类功放和 乙类功放相比，在带 

纯 电阻负载进 行测试 时并无多太差 

别 ，但 甲类功放在带动扬声器由电能 

转换为声音时，它更能迫使扬声器忠 

实地按信号源波形 去振动，即使扬声 

器品质匿数 Q 较高也不例外。难怪 

人们评价 甲类功放的音质纯净、利索， 

决不拖泥带水。当然甲类扩音机以大 

功耗去换取高保真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了。不过 甲乙类功放也可使上述 瞬 

态”失真显著下降。已有乙类功放机的 

朋友不妨在散热器及稳定性许可的范 

围内，调大一些它的静态电流，具体做 

法是把偏流调整三极管涂硅脂后用卡 

子卡在散热器上靠近功率管的地方 ． 

调功率管偏流为 lZ0mA~150mA．热 

平衡后散热器温度约 60c。相信它音 

质的改善将使您产生相见恨晚之感。 

歌颂胆机音质的朋友是否想到过，绝 

大部分胆机为甲类或接近甲类的甲乙 

在最大振幅时的非线性 失真也大大 降 

低 。Aeoustimass的基本结掏如图 1所 

示 ，即在内部把音箱一分为二。各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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