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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院曾经风靡一时，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大多数现在都已经闲置不用了。

中低档 AV功放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采用
杜比逻辑技术，四声道录音，再经编码技术

录制在两声道媒体上，重放时通过解码器

还原成四声道，即左、中、右、后声道。某些

机器虽然有后左、后右两个声道，其实是一

个相同的信号，同时在左、右扬声器播放。

这种家庭影院，在专门的听音室里，可以较

好地实现环绕立体声效果。另一类是通过

分频移相等方式，从双声道中派生出模拟

多声道信号，如今这种方式已毫无欣赏价

值可言。随着技术的发展，杜比逻辑很快被

杜比数字（AC-3）取代，更多模式的多声道
立体声技术相继诞生，各声道信号均为独

立录制，独立重放，效果更加逼真。然而一

般家庭的客厅，因房间结构及家具摆放等

诸多因素，与专业听音室相差甚远，听音效

果大打折扣。所以真正实现“家庭影院”并

非易事。

家庭影院盛行时，人们对那些山崩地

裂的伴音很感兴趣，而如今对于多数家庭

来说，更多的是欣赏音乐和收看电视节目。

既然新鲜劲已过，就应该果断放弃家庭影

院的配置方案（特别是中低档器材），改为

双声道立体声的标准配置。对于那些非专

业厂家粗制滥造的抵档器材，不必可惜，这

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1. 数字有线电视已高度普及，节目非
常丰富，伴音的保真度很高，在家里播放各

类影碟的机率极少。

2. 惊天动地的影片音效不但失去了新
奇感，而且严重扰民，影响邻里和谐，在普

通民宅中已无法使用。

3. 家庭影院的多个音箱不但成本高、占地方，而且
因客厅声学环境的先天缺陷，使得声场混乱。特别是超

重低音，一片轰声，家具、窗户都在振动，毫无欣赏价值。

4. 如今手机、MP3、U盘、存储卡、硬盘播放器等新
存储媒体被广泛采用，容量大、体积小，深受人们喜爱。

这些媒体均采用标准的双声道立体声模式（CD唱片也
是如此），如果非要用多声道去播放，实属画蛇添足。

鉴于上述原因，发烧友在配置器材时，事实上已发

生了两极分化，一是拥有专门听音室的超级发烧友，能

够尽量地按照声学要求，设计、改装、布置听音室，再配

置具有新技术、足够档次的多声道重放设备，但这需要

很强的经济实力。第二类则是广大的工薪阶层，客厅

（或卧室）兼做听音室，器材档次较低，或者是自制土炮，

完全没有必要去盲目跟风，应选择标准的双声道配置为

最佳方案。那么手头原有的中低档家庭影院该怎样改

造利用呢？下面谈谈本人的作法:
1.这类 AV功放多为四、五个声道，左右两个主声

道输出功率较大，其他声道输出功率较小。改造时将左

右主声道保留，其余声道全部拆除。一方面提高了电源

的功率储备，另一方面腾出了空间，用于主声道功放的

升级，如加大散热器、更换输出管、增加滤波电容、乙类

放大改为甲类放大等等。

2.原机的多路信号输入，多数采用机械转换开关，
因触点氧化，接触不良。还有一些采用电子开关的机型，

改造时都应该去掉。输入接口只保留一组即可，最多两

组（采用继电器转换），这样可使信噪比、可靠性得到保

证。

3.均衡、前级放大、音调控制、延时混响、卡拉 OK
等附属电路全部去掉。如果非要保留卡拉 OK的话，一
定要用开关切换。这些电路去掉以后，会使器材的信噪

比和可靠性大幅度提高。

4. 有些机型的杜比逻辑解码器也在 AV功放的机
箱内，应去掉。经过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造之后，面板上

的开关、按键、指示灯、旋钮已所剩无几，这时可以用颜

色相近的材料将这些孔洞补好，使面板尽量美观。

至此，已过时闲置的器材改造完毕，一台性能优良、

操作简单、可靠实用的家用音响设备展现在面前。经过

仔细的反复调试，就可以尽情享受美妙的音乐了。家庭

音响最关键的是频响和信噪比，不必过分追求大功率，

更不能追求所谓超重低音，因为在家中使用，百害而无

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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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音乐老师退休后，在手机存贮卡

上录得两千余首歌曲，一有空就开机欣赏。

但总感到音量小，低音不足，委托笔者给他

做了一台 5W+5W立体声功放接续器，低音
效果很好。特作如下介绍供参考。

特点: 电路选用 OTL放大电路，省去了
昂贵笨重的输出变压器，使放音音质得到大

幅度提升，高音悦耳，中音流畅，低音震撼。

功放管选用大功率锗管 3AD30C，其特
点是内阻低，功率储备量(30W)充足，为高质
量的放音奠定了基础。

电源选用内阻极小的(12V 7Ah)铅酸蓄

电池，杜绝了整流电源中令人讨厌的交流哼

声而进一步提高了放音质量。

原理:手机左声道音频讯号从输入变压
器 B1初级输入，在次级两线圈中感应出的
音频电压分别加到 BG1、BG2基极。当讯号
正半周到来时，BG1 截止，BG2 导通，被
BG2放大了的正半周讯号由 C1输出加到
扬声器 Y1上; 而当讯号的负半周到来时，
BG2截止，BG1导通，被 BG1放大了的负

半周讯号，由 C1输出加到扬声器 Y1上，合
成了完整的音频讯号推动扬声器发音。电路

如图。

左右声道相同，音量及音色调整在手机

内完成。

调试:在 BG1集电极上串接一只电流表
使静态电流为 8mA~20mA，且 F1点电压为
电源电压之一半(原6V)即可。若达不到要求，
可适当调整 R1及 R3阻值。要求功放管 茁逸
80(灰点或白点)，且严格配对。

变压器 B1、B2 的制作：初级线圈用
椎0.41mm导线绕 100匝，次级用 椎0.31mm
导线双股并绕 500匝。铁芯:12mm伊12mm，
EI型矽钢片，铁心对插。

4 只 三 极 管 3AD30 安 装 在 一 块
10mm伊10mm伊3mm的铝散热板上，管子与
散热片之间垫绝缘垫片，在接触面上涂上导

热硅脂，再用带弹簧垫圈的螺丝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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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管 5W+5W功率接续器

这里介绍一款采用功率束射电子管

6P1制作的前级。单级放大，输入阻抗范围
宽，变压器输出，转换效率高；功率管做电压

放大，放大倍数很低，不易自激，线性好，失

真小，还原度高；超低屏压工作状态，有效降

低管子的热噪音，对电源的要求大大降低，

简单的整流滤波电路可获得较好的信噪比。

通常，电子管一般都是工作在高电压，

小电流状态。束射管 6P1在电子管音频放
大器中基本作为功率级放大使用，可以工作

在低电压状态吗？回答是肯定的。

电子管的最低工作屏压，《电子管手册》

也没有给出相关数据。根据电子管屏极电压

变化后，其他参数的变化规律，本人参考了

相关的资料并做了对比计算与实验，证明

6P1完全可以在几十伏的屏压下较好的工
作。

以下表格是我收集计算整理的电子管

6P1 的典型应用参数和屏压变化（降低）后
各项参数。

附表中序号 1 是 6P1 的典型应用参
数，因资料来源渠道不同会有少许差别：

从表中不难看出，6P1 在屏压从 250V
降低到 50V 时，除个别参数外(或许计算出
错)，几乎所有参数都是按照一定比例、成线
性变化（降低）的。表中显示，6P1在屏压
50V时，还具有 0.56瓦的功率输出。据此，
本人设计了简单电路，见图 1。

电路中，管子是准三极接法，栅极电阻

R1也可用电位器替代，以改变输入信号增
益。输出变压器 B的初、次级阻抗比为 1：5。
按照附表中 6P1屏极电压 50V ，负载电阻
只有 1.4K，这里实际屏压为 60V 左右，阻抗
大约 1.8K ，所以，变压器的次级阻抗为 9K

；为保证信号的高还原度和充分表现音乐细

节，电路中加有适当的环路反馈；帘栅极电

阻 R2的加入，有利于减小大动态信号下的
失真。电源电路十分简单，这里不赘述。两个

声道共用一组电源。

本电路使用元件极为普通，廉价易购。

输出变压器 B 采用国产 EI41铁芯，叠厚
19mm；初级线径 0.09mm，2200匝，电感量
3.4亨；次级线径 0.04mm，11000 匝，电感

量 80亨，中心抽头。图 2是机器外观；图 3、
图 4是机器内部。

以下是用数字表测得本机在线参数，供

参考：整机耗电功率小于 12W；屏极电压：
58.4V；阴极电流：9.5mA；静态噪音电平：小
于 0.5mV；耳机监听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
不小于 0.1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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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屏压（V） 屏流（mA） 帘栅压（V） 帘栅流（mA） 栅负压（V）输入栅极电阻（K） 输出功率（W） 跨导（mA/V） 内阻（K） 负载阻抗（K） 

1 250 44 250 7 12.5 500 4 4.9 40 5 

2 200 31.68 200 5.04 10 500 2.24 4.31 44 5.5 

3 100 15.84 100 2.52 5 500 1.12 2.16 22.4 2.8 

4 50 7.92 50 1.26 2.5 500 0.56 1.08 1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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