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从旧货市场淘到数只美式电子管，经过组合后制作了

一台交、直两用小胆机，非常省电，符合当今节能环保要求，满足

旅行、出差人士欣赏胆机音乐的需要。电路如图 1 所示，声音效

果富有特色，介绍如下，供胆机爱好者制作参考。

一、概述
该机由两只直流管 V1（1S5）、V2（3S4）及一只交流管 V3

（50L6）组成。无交流电时可用电池供电。此时，由 V1担任电压

放大，V2 进行功率放大后，从 B2 输出 0.3W 音频功率推动扬声

器，亦可用耳机聆听，此时，交流管 V3不参与工作。使用交流电

工作时，打开电源开关 K1，接通 220V 交流电源，此时，所有电子

管均改为交流供电，V1 完成电压放大，V2、V3 两只功放管并联

进行功率放大，输出 1.7W音频功率。

二、工作原理
1. 用电池供电

将双刀双掷开关 K2 拨向 a 端。 甲电 Ea 用一

只 2V10AH 的铅酸蓄电池经 R14（4赘）降压后剩下

1.4V 通过 K2-2a 点燃 V1、V2 灯丝。乙电 Eb 则由

25 块 3.6V1AH 的锂电池串接而成，经 K2-1a 加到

V1、V2 屏极、帘栅极回路。V2所需的栅负偏压则由

接在 Eb 负端的 R8（430赘）上产生的电压降(（7V）供

给。甲、乙电充足一次电可供连续使用 66小时。此时 V3 闲置。将

K2（代替直流电源开关）掷向 b 端则放大器停止工作。

2. 用交流供电

将 K2 掷向 b 端，打开电源开关 K1，此时整机改由交流供

电。次级 120V 交流经 D1~D4 整流，BG、W1、C12、C13、C14、
R11、R12 等稳压、电子滤波后输出稳定的+90V 高压供给放大

管屏极电压。L3 上产生的 8V 交流电压经 D5~D8 整流，C15、
C16、IC1 稳压滤波，R13 降压后输出+1.4V 电压供给 V1、V2 灯

丝电压。L4 产生的 50V 供给 V3 点燃灯丝。V2、V3 的原7V 栅负

偏压，由接在 V3 阴极上的电阻 R8 产生。R5为反馈电阻，从 V2
栅极向 V1 栅极反馈部份音频讯号，以减小失真。

三、元器件制作
1. 电源变压器 B1

初级 L1 用 椎0.35mm 漆包线绕 1100 匝，次级 L2 用

椎0.35mm 漆包线绕 600 匝；L3 用 椎0.35mm 漆包线绕 40 匝；

L4 用 椎0.31mm 漆包线绕 255 匝。

铁心：舌宽 13mm，叠厚 26mm，EI 型矽钢片。

2. 输出变压器 B2
初级 0~1 用 椎0.13mm 漆包线绕 1425 匝（供 50L6 用）；1~

2 用 椎0.10mm 漆包线绕 390 匝（供 3S4用）。次级用 椎0.51mm
漆包线绕 100 匝。

铁心:舌宽 13mm，叠厚 13mm，EI 型矽钢片，铁心顺插，磁

隙处垫 0.5mm 纸片。

四、电子管参数
1. [美]1S5二极五极管：直热式氧化物阴极；灯丝电压 Uf=

1.4V；灯丝电流 If=0.05A；主要用途：二极管检波，五极管音频电

压放大。最高屏极电压 Uamax=90V；最大讯号时阴极电流 Ik=
3mA；最高帘栅极电压 Ug2max=90V；栅极最大正压：0 伏。[一
般应用值]：屏极电压 Ua=67.5V；帘栅极电压 Ug2=67.5V；栅极

电压 Ug=0 伏；内阻 Ri=600k赘；跨导 S=0.625mA/V。

2.[美]3S4五极功率管：氧化物直热式

阴极；灯丝电压：串联 2.8V；并联：1.4V；灯
丝电流：串联 0.05A；并联 0.1A；主要用

途：音频功率放大。[最高额定值]：Uamax=90V；Ug2max=90V；
最大讯号时总共阴极电流:11mA，无讯号时阴极电流:9mA。[一
般应用值]：Ua=90V；Ug2=67.5V；Ug=-7V；第一栅音频峰值电

压:7V；无讯号时屏极电流:7.4mA；无讯号时帘栅极电流:1.4mA；

Ri=100k赘；负荷电阻 RL=8K赘；总谐波失真:12%；最大输出功率

Po=270mW。

3.[美]50L6五极功率管：栅旁热式氧化物阴极；热丝电压:
50V；热丝电流:0.15A；主要用途:音频功率放大。[最高额定值]：
Uamx=200V；Ug2max=125V；最大屏极消散功率:10W；最大帘

栅极消散功率:1.25W；阴极与热丝间的耐压 Ukfmax=100V。[一
般应用值]：Ua=110V；Ug2=110V；Ug=-7V；自偏压阴极电阻

Rk=180赘；无讯号时屏极电流 :9mA；最大讯号时屏极电流

50mA；无讯号时帘栅极电流 4mA；最大讯号时帘栅极电流

10mA；Ri=13K赘；S=8mA/V；RL=2k赘；总共谐波失真:10%；Po=
2.1W。

殷云南 王德朝 何一华

63
1 425

交 直 流 两 用 小 胆 机

在网上花 38 元淘到一款大众新桑塔纳车

用 CD 机，带数字 FM辕AM 收音、自动搜存台

和 AUX、SD、USB 接口、4伊43W 高保真功

放、数字音量控制、高低音 EQ 调节、LCD 显

示等多种功能。据称是升级 DSP 导航仪淘汰

下来的机器，2012 年的产品，只是不知道性

能怎样。

苦于商家未能提供尾线 （接插线），只好

打开机壳查找。由大滤波电解电容可以找到

12V 电源的正负极，由功放 IC 可以找到 4 个

声道的 8 个输出端，它们对应于机器后背板上

的两个插口。找了一束台式电脑上用的电源连

接线，用小起子捅掉铜插口上的卡子，将连接

线连同铜插口从塑料套中取出来，将铜插口用

钳子夹扁，套上合适的塑料套，红色线作电源

正极线，黑色线作负极线，插在对应的插针

上，再找个二芯电源插口 （应与电源插头相

配） 与正负极线相连，这样，电源的连接完成

了。

然后是接功放输出线。背板上功放输出接

口是 8 针的，上下两针对应为一个声道 （千万

别弄错了，要知道车机由于供电电压低而要达

到大功率，4 个声道集成的都是 BTI 功放，是

没有共用地线的），我只用了其中的两个声道，

其余两个声道空着。以上面的针作为喇叭的正

极，下面的针作为喇叭的负极，分别用黄色线

和绿色线表示，共同接到一个双声道音箱的接

线夹上。

最 后 再 找 了 个 电 脑 显 示 器 上 用 的

12V4.75A 开关电源做 CD 机的电源，一对 4
英寸 20W 小音箱做输出。连接完毕，接入电

源，摁一下左侧的电源开关，显示屏亮了。放

入一张 CD 唱片，显示屏显示“读碟中”，不

到 2 秒钟音乐声就响彻了整个房间，读碟之快

出乎我的意料。再听音质，高音之清澈，低音

之震撼，令人惊喜。特意将 CD 机翻过来倒过

去，或稍加振动，均能顺利播放，可见抗振能

力之强，不愧是车机啊。再试试收音，AM 无

需天线即可收到 1107kHz 厦门本地广播电台

的节目，音质相当不错。外地电台灵敏度较

差，收听效果差强人意 （这是普遍现象，不足

为怪）。FM 接一根 30cm 长软线可以收到并存

储福建省内及厦门和中央台共 11 个 FM 台的

播音，音质同样相当不错。

插入 SD 卡和用 USB 播放 U 盘中的音乐，

以及用 AUX 播放音乐播放器中的乐曲，音质

更好。通过 MENU 键可以任意设置 4 个声道

的平衡以及高音、中音和低音。各功能键之间

的切换也非常方便。想听 CD，按下 MEDIA
即可；想听收音，按 FM 或 AM 键；若想听

SD，就按 INFO；想用 UXB 或 AUX，插入即

可。总之，这台车用多功能 CD 机各方面的功

能十分令人满意，比之前笔者所购买的和自制

的音响都要好。为了充分发挥这台车机的效

能，用塑料板为它制作了一个机箱，将开关电

源固定在机箱的内部，功放输出接口固定在机

箱的背部，在机箱背部引出一条电源线，一条

收音天线，配上一对 3 英寸 JVC 的全频音箱，

俨然成为一套家用高保真音响，使用起来更加

方便惬意 （网上有适配各种车机的成品机箱售

卖，若嫌自制麻烦的话，可以上网直接购买，

制作更加简单）。

时下，由于国内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家

用轿车拥有量剧增和导航仪的大量使用，淘汰

下来的车用 CD 机已数量很大，这些车用 CD
机已卖到了白菜价。然而这些车用 CD 机内在

品质十分优秀，数千元级家用功放恐亦未能

及。笔者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当时 《电子报》

邮购栏中有大量国外汽车中拆卸下来的二手车

用收音机、收录音机和 CD 机，最著名的莫过

于道奇和歌乐了，虽是功能单一的道奇车用收

音机 （自带 4 声道功放） 就卖到了一百多元

（当时的价格），性能却比现在的车机差多了。

因此可以说，时下正是玩车机的最佳时机，花

费极小的代价而可以得到高质量的音乐享受，

又可以减少大量优质资源的浪费，何乐而不

为？爱好高保真的朋友们可以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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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汽车 CD 机 DIY 多功能高保真功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