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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媒体传播形式的不断进步，数字音频技术发展迅

猛，数字音频技术改变了整个媒体传统的生产和传输方式。

一、数字音频基础
1.数字语言

数字音频技术虽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基本工作原理却不难

理解。数字化的过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通过使用二进制数字体

系，将模拟信号以电压的形式进行编码、处理、存储以及重放，数

字音频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在每个固定间隔的时间点上对模拟

信号的瞬时电压采样（测量）后，转换成数字编码序列来表示这

些电压，通过成功地测量这些模拟信号电压的变化（随时间），经

转换的数字流就可以替代原始的模拟信号存储起来，以备今后

的处理和制作。储存后无论音频制作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数

字都能够随时进行再处理及制作。

2. 数字技术基础

模拟信号编码成等价数字信号，以及数字信号再转换回模

拟信号的每个步骤。

A、采样：在模拟音频领域，信号的记录、存储和重放实际上

是指信号在持续时间内以连续的方式变化。而数字录音过程则

并不以连续的方式实现，而是将模拟音频波形变化进行周期采

样，然后尽量准确地计算每一个采样瞬间的数据，并以代表该瞬

间电压变化的一组二进制数字形式表示。采样的过程中，连续的

模拟信号经过等时间间隔（由采样率决定）的离散采样，在每个

时间点上，模拟信号被瞬时间“抓住”，转换器开始计算该信号的

电平幅度，其精确度由转换器的比较电路以及所选比特率决定，

随后转换器将之转换成与被采样模拟信号电平幅度相对应的数

字二进制码，并储存在存储媒介中，这个过程结束后，就开始下

一个周期的采样过程。就这样，一直不断地在录音过程中重复。

在数字音频系统中，采样率表示 1S 内对模拟进行测量（采

样）的次数，它的倒数表示采样之间的时间间隔。比如：采样率为

44.1KHZ 的信号对应的采样时间是 1/44100S。

B、量化：量化是采样过程中对信号幅度进行数字化处理的

过程，它能将连续模拟信号的幅值电平（在离散的采样时间点

上），转换成能够在数字领域中处理和存储的二进制码，通过对

模拟信号的幅值进行精确间隔的采样，转换器能够计算出信号

在一个采样周期内的准确电平值，并输出等同于原采样电平的

二进制数信号，该二进制数在系统整体设计和字节比特长度允

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精确地对原始电平幅值进行编码，由于增加

了信号数字编码的量代阶数，更多位的字节长度将直接被转换，

从而带来更好的音质。

数字音频录音和重放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都非常的复杂，理

解起来很繁琐，但是其基本要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淤将模拟

信号电压幅值进行等时间间隔的采样。于将采样片段转换成能

够精确表达其电压幅值的数字数值。盂将它们储存在数字存储

器当中。

重放时，这些数字数值再转换回离散的电压幅值信息（再

次按照精确地等时间间隔），使得最初被记录的信号幅值还原处

理后重放。

C、处理细节中常出现的问题：尽管采样量化过程的基本原

理非常容易理解，但在数字音频技术中常出现一些细节问题。比

如，在被采样素材中已有频率的 2 倍超过了采样频率，那么该频

率的固有周期就会小于采样频率所能准确捕捉到的周期。此时，

连续的采样过程就不能准确采样到这些高频信息，而会记录下

听起来像谐波失真的错误信息。

D、过采样：过采样普遍用在专业及民用的数字音频系统

中，通过将原频率放大 12~128 倍，来增加有效频率，使用这个

过程的主要原因有 3个：淤通过增加有效采样带宽，可以使用采

样器和较为经济的滤波器。于通过采样技术能够使用高端模拟/

数字（A/D）转换器和数字/模拟（D/A）转换器的音质更好。盂由于

多重采样由多个单一模拟电压幅值的采样组成，因此平均采样

噪声会更低。采样过后，采样数据就会根据目标数据的比率和带

宽进行数字衰减，以便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和储存。

E、信号误差率：信号误差率是用于衡量量化过程的参数。数

字系统的信号误差率类似于（并不等同）模拟概念中的信噪比

（S/N），信噪比是用来描述模拟系统的整体动态范围，而数字音

频系统的信号误差率指的是量化后幅值电平的精确程度。

虽然模拟信号在自然界是连续的，但是经过量化后的数字

信号并非连续。由于编码成数字的是采样后的离散幅值阶，也就

限制了量化过程的精确性，最精确的数字编码也只能接近于原

始的模拟信号幅值。

F、高频颤动电路：除了常应用在量化过程中，高频颤动电

路也常在录音和信号转化过程中，需要将高比特率向低比特率

转换时增加记录信号的整体比特分辩率，从而保证低噪声以及

信号的清晰度。

从技术上看，高频颤动是由在比特流中许多微小的随机产

生的噪声相加而成，经过高频颤动处理后，能够将信号的信噪比

和失真降低到理论值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这个过程使得低电平

信号以小于最低位的比特率进行编码（小于单一量化阶）。通过

在 A/D转换电路中加入少量的随机噪声，可以增强转换过程中

对低于最低有效信号的分解能力和减少谐波失真。

G、固定及浮动点处理：很多较新的数字音频软件及数字音

频工作站系统常使用浮动点运算来处理、混合及输出数字音频。

比起固定点运算，浮动点运算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数字“速记”

法及时处理较宽范围内的多个点。简而言之，它能够轻松地移动

大数字中的小数点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变成更小的值，这样一

来，处理器就能够在内部灵活又更精确地计算更大的比特率值。

殷江苏 张家港 陈梅红

数 字 音 频 基 础 知 识 （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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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宋清先生的《正确认识 6Z4整流管及其整流

电路》一文，笔者最近才看到该文，虽然时间已

过去两年有余，但笔者还是就文中的观点，谈

谈自己的看法。

据笔者所知，6Z4 整流管是专为全波整流

设计的双二极管，共用一个阴极，而不是文中

说的两个阴极。两个二极管并联电流扩大一倍

这一参数，宋先生持否定态度，他的依据是“摘

自邮电出版社‘无线电通信电源设备’一书。这

本书笔者没有看到过，故不敢妄加评论，不过

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一、关于 6Z4的整流电流
笔者手头有关 6Z4 的资料也有多种，平均

整流电流 Icp 这一参数就有几个，有 72mA、

74mA、还有 75mA 的。像宋先生表中 37mA伊2

这样的标法从未见过，可能是笔者孤陋寡闻

吧。不过根据常规，对于复合管，若两个管子不

同则分别列出参数，如 6F1、6F2、6F3 等；

凡两个管子相同，手册中只列出其中一个

管子的参数，这也是世界通用的惯例。如

果两管并联，内阻要衣2，阴极、屏极电流

要伊2。6N系列的双三极管就是如此，6Z、

5Z 系列的双二极管也应该如此，不少发

烧友包括厂家都是这样应用的，所以当看到这

一观点，感到非常新鲜、新颖。

二、6Z4的准确参数
该文的一段话中提到“受郑国川老先生的

影响”，看来，宋先生和笔者一样，都是郑老师

的粉丝。无独有偶，笔者手头恰好有郑国川老

师编著的《电子管手册》两本，均由福建科学技

术出版社出版。一本于 2002年 10 月出版；增

补本于 2009 年 3 月出版，两本书都在第 21

页的“应用参考资料 1-1 旁热式全波整流管

的特殊应用”中，专门讲了整流管的并联使用。

郑国川老师还在说明中插入了电路图，见图

2，电路图中标的整流管是 6X4GT，说明中

写道：“……对全波整流管 5Z4P 来讲，可将

两板极并联，使其通过电流增大一倍达

250mA，6Z4、6Z5P 为 150mA……。”这是

工具书，为使用者提供了准确的参数。

三、整流管的特殊运用
笔者近年来对整流管的特殊运用一直

遵循这一原则，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笔者

2011 年组装的一台放大器用的恰好就是

6Z4 并管作为延时电路，由于该机效果出

色，笔者还专门撰写了文章发表在《无线电

与电视》杂志 2012 年第 10 期上，标题《用

6V6组装的单端胆机》，见图 1。笔者在文介绍

的就是 6Z4并管后其电流增加一倍，此机笔者

已使用三年，没有发现 6Z4有什么问题。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
该文中“6Z4 并联可输出两倍电流的文

章，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会误导初学

者”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绝不是因为笔者

也写过这样的文章才反对这一观点，因为笔者

一直认为，科学就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出于认真负责

的态度，当笔者看这篇文章后，在晚上，打开这

台小胆机，关掉所有电灯，细细观察 6Z4 的工

作情况。测量过此机的总电流，90mA 左右，显

然高出 6Z4 整流电流极限参数 75mA 的 20

﹪，已使用三年时间，没有发现屏极发红和跳

火现象，这足以说明 6Z4 在两管并后，可在

150mA 的电流状态下安全工作。

《电子报》为音响发烧友提供了一个相互

学习、切磋技艺、交流经验、共同提高的园地。

笔者关于 6Z4 管的讨论，只是和宋清先生商

榷，本人观点未必正确，如有错误之处，还请编

者、读者以及广大发烧同好批评指正。

殷陕西 张全定

也谈《正确认识 6Z4 整流管及其整流电路》

为满足成都音响发烧友对高雅

音乐的需求袁 培育成都这块影音圣

地袁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袁2015 成都

新年音响音乐鉴赏会暨达人艺典唱

片专场欣赏会将带给你不一样的体

验遥 此次活动于 2015 年 1 月 24 日

渊星期六冤袁在成都超音电器公司试音

室举行遥
本场音乐会侧重于古典音乐欣

赏袁音源由达人艺典提供遥 届时可聆

听台湾 ESTi 音响尧英国 B&W 音响尧
法国 Devilet渊迪瓦雷冤音响等 Hi-End

器材的魅力浴 在此袁诚挚邀请各位发

烧友光临浴
此次活动由北京达人艺典唱片

主办袁影音行业极具影响力的成都国

际音响节给予了大力支

持袁详情请关注院成都国

际音响节微信袁或拨打院
028-65113930 咨询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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